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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與社區藝術之間的互傳力量 
——藝術教育案例研究 

 
蕭泰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摘要 
社區藝術的哲學基礎可以追溯到人類最早形式的集體文化表達。我們嘗試引

領學生進入社區實施專案式課程，使學生在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間雙向切換，從

而對學生和社區居民同時產生一種愉悅的隱含教育效應。社區藝術實踐能體會他

人想法和情感，提高協作能力，形成各種職場能力，體驗自我實現，最終幫助人

實現全面發展。一個社區就是一個學習的環境。所有學習者和傳授者都有共同的

目標，他們願意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與成就，通過多樣化的互傳發現和利用新

知識。探索大學教育和社區藝術之間的多種互傳形式，可以促進建立一個快樂的

大學創造力文化，培養學生韌性的品格。社區土壤提供了體驗式的教學和學習方

式，能有效促進大學專業的發展。大學與社區之間正發展出一種相互促進並創造

可持續力量的能力。 

 

關鍵字：藝術教育、社區藝術 

 

The Intertransmission between 

University Educations and Community 

Art  

 
XIAO Tai,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students were leaded to the community curriculum for projects and make 

students to switch between the educators and be educated. The students and inhabitant 

both acquired pleasure and concealed education affect each other. Individuals 

experience the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community art, understand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others, improve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form diverse vocational abilities. 

All individuals have common goal, they a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or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and each other have found diversity and use their new 

knowledge. We explore intertransmission betwee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art, which can promote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tough character. University 

and community are developing a mutual sustainable ability. 

 

Key words: Art Education, Communit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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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過去的幾十年間，由於在學院從事藝術設計教學和創作研究工作，故我們所

關注的藝術也是比較學術和形而上的。自 2015 年始，上海第二工業大學應用藝

術設計學院在工作室開始探索大學與社區相交的藝術學習環境。當我們帶著專業

的眼光、專業的背景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發現社區藝術教育其實在適應性、普

及性還有包容度方面，都有很突出的優勢，特別適合作為社會公共教育的活動。

社區藝術的哲學基礎可以追溯到人類最早形式的集體文化表達，國外許多藝術家

和藝術教育團體都在通過介入社會、聯結公眾進行創作或教育實踐，不斷發展著

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性實踐的功能性。 

 

二、藝術、教育和社區 
社區藝術主要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西方社會開始發展，形式豐富多樣，社會

影響不斷上升。過去 30年間，社區藝術項目伴隨著新的形式和實踐發生了飛躍，

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加入，社區藝術家、社區藝術從業者和社工開始擴張。一些藝

術家在社區藝術中的實驗性創作，已經成為了世界當代藝術史的一部分。還有一

些藝術家以此作為藝術創作變革，把社區藝術整合到一個不同的多樣的創作實踐

與識別領域，使識別領域成為一個創新的社會藝術變革運動。隨之而來圍繞社區

藝術產生了各種多樣化的專業活動和理論。從專案指導到教育與批評，覆蓋了藝

術、教育學、歷史、論理等領域。社區藝術的重要性受到了整個當代社會的關注，

社區藝術研究、社區藝術發展策略等研究在世界各地逐步興起。 

普遍觀念對藝術、教育與休閒之間的關係認為，“教育”應該發生在學校裡，

“休閒”是工作的相反面，而“藝術”在一定的領域內發揮著休閒功能但又不同

與工作或教育，處於邊緣地帶。對社區藝術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發現，外界往往會

以兩種形態中的一種確定他們在社區中的角色：一種是休閒活動的提供者，將藝

術作為娛樂；另一種是藝術技能教師，將藝術作為人類重要的教育經驗，以促進

藝術在社區中的發展。這兩個不同的觀點，一直在社區藝術教育內共存。事實上

我們認為社區藝術教育的背後力量包含著藝術表達民主化、非學校化教育和藝術

休閒娛樂多種動機。社區藝術教育體現了人類長久堅持的信念，那就是藝術表達

是人的一項的基本權利，但卻經常被正統的教育系統拒絕。我們要將藝術創造的

表達機會提供給普通民眾。社區藝術教育者有責任填補這一空白，他們的角色不

是提供休閒和娛樂，而是真正的教育者。 

社區藝術的強大影響還遠遠沒有被社會認識到，尤其是在教育的力量全面介

入之後。社區藝術教育的目標是對最寬泛的人群開展藝術素養或工藝技術方面的

傳習。但這種傳習一定是不同與在學校的上課或培訓。社區藝術活動可以在社區

中心、社區醫院、圖書館進行，也可以到藝術機構如博物館、畫廊、劇院等場所。

盡可能吸引多樣化的社區人口，從孩子到老人，包括不同社會經濟地位和種族國

籍的居民。儘管我們也有具體的項目可能關注某一個人群，如邊緣化的年輕人、

依靠長期護理的老年人，新遷居來的家庭等。因而社區藝術教育常常以休閒或娛

樂活動的面貌出現。 

 

三、在分享中生成 
為了理解社區藝術和大學教育間的互傳作用，我們首先要探索作為一個實踐

領域的社區藝術的發展語言、實踐目標，清楚地識別和定位社區藝術實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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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意識形態。社區藝術實踐都有一個明顯特徵，就是在書面上看起來可能其

框架內有許多的類似術語，而真正落地應用後這些術語可能產生與之前理解不同

的意義差別和變異。這個特徵也使社區藝術具有了獨特的吸引力。而在大學的教

育框架中一切都是被設定好的，什麼人、在哪裡活動、課程、目標都是確定的。

但我們現在的世界卻有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社區藝術實踐的這個特徵顯示，

什麼人、要進行什麼活動、怎樣進行活動，甚至要達什麼結果都是難以真正掌控

的，一切都需要在公眾的參與、分享中去創造、去生成。這也是社區藝術的魅力

之一。 

一個社區也是一個學習的環境，所有集中到社區的體驗者、學習者和傳授者

都有共同的目標，他們願意分享他們的知識、經驗與成就，通過多樣化的互傳發

現和利用新知識。因此社區藝術教育中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讓大眾自娛自樂，也不

是一種單向的傳習。我們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安全、積極、民主和輕鬆的，使個人

能創造性發揮的學習環境，在當下額外強調運用個人的想像力。作為藝術家或教

師，我們鼓勵普通大眾勇敢參與。我們有責任把自己專業知識，或者是一些特別

的技術，去簡化或是轉變它的形式，使它更容易被公眾接受，這是一種社會責任。

社區藝術及其相關研究在國內屬較新的領域，社區藝術教育可以培養人們健康的

人格和良好的創造力，通過社區藝術能體會他人的想法和情感，提高協作能力，

形成各種職場能力，體驗自我實現，最終幫助個人實現全面發展。 

對我們學院的學生來說，社區藝術實踐同時也是大學教育中的專業課程。所

以我們在指導學生策劃專案的同時，讓他們以主導者的身份參與到方案當中。幫

助學生策劃者在專案的實施過程中成長，而不是在整個過程中只是讓公眾單向接

受教育。這是我們探索大學教育與社區藝術之間互傳的原則和一個重要的指導思

想。我們希望學生最終呈現的“作業”，能夠給參與者或沒有直接參與進來的人

傳遞一個資訊，樹立一種態度。一項好的公共教育活動，除了參加活動的公眾直

接受益之外，讓組織者完全進入活動的前前後後實施過程，也是對組織者起到的

教育作用，有效實現大學教育與社區藝術之間的教育互傳功能。 

 

四、光影中的象形藝術 
社區藝術專案除了空間和一定的規則之外，其他都是不確定的。而不確定性

正是我們現在的普遍狀況。例如在 2015 年我們在上海浦東花木社區實施的一項

“光影中的象形藝術”項目，就是由學院 13 級視覺傳達設計班組織實施的，在

當年的“上海市美術館公眾參與活動方案徵集”中獲得第一名。花木社區是上海

的新興社區，常住人口 23 萬餘人，其中外國籍人士 1.4 萬人。上海喜瑪拉雅美

術館就位於花木社區中心。很多居民都不知道自己社區有這麼一個專業美術館，

甚至不知道藝術是什麼。我們希望公眾從參觀美術館的客人，變成可以在美術館

裡參加藝術活動的人。我們把美術館看作一個社區藝術中心，希望公眾走進美術

館，瞭解在美術館裡面除了參觀作品，還可以做什麼。 

通常美術館的建築和空間都很有特色，但附近居民眼中的這個美術館有點怪

異。所以專案以這個主題來引導同學們做一些創意策劃。該美術館由日本著名建

築師磯琦新設計。建築的核心為異形體，由 28 個鋼筋混凝土柱體組成，形如蒼

勁古樹。這座由水泥森林生長出的獨特建築，體現了“物盡天華”的東方智慧和

“師法自然”的深邃思想。在建築表面鑲嵌有當代解構主義的漢字筆劃，將蘊含

深厚底蘊的中華漢字解構、重塑，成為“天書”，實現了傳統美學與當代文化的

跨時空融合。策劃組的同學受到了美術館的建築外觀立面“文字”的啟發，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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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象形藝術中最古老的甲骨文作為活動主題點。希望通過引導居民學習關於甲骨

文的一些小知識，理解建築，進而嘗試象形藝術的創作。活動確定讓公眾用鏤刻

的方法，借助光影透射把創作作品呈現出來。 

在此之前，公眾對美術館的印象就是一個看展的地方，心裡距離很遠。項目

就是要讓公眾覺得這裡還是一個可以體驗藝術、思考問題、見識更多東西的地方。

我讓同學們站在公眾參加者的角度去思考，最希望從活動中得到什麼？其實，每

個同學都對這次活動所涉及的甲骨文都不熟悉。大家從頭開始研習甲骨文，希望

給大眾一個真實客觀的學習內容。公眾在現場創作有鏤刻字體內容的作品，經光

影投射後環境效果非常好，還設計了活動系列紀念品。同學們邊學習邊工作，感

受著現場的意外激情。策劃組織這類社區藝術專案，對學生來說許多都是陌生的。

他們一開始會站在學校專業學習的角度考慮問題，但專案的很多可實施性、預算

用度，包括參與者給予他們的回饋、活動中間出現的問題都讓他們遇到了阻力。 

實踐讓學生們意識到，在這個活動中他們是作為藝術專業組織者面向社區公

眾，所以首先要做到專業，自己要懂得特別多。另外，居民參與到活動的各個環

節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你都要為他們考慮到，公眾想要涉及的點也要為他們涉

及到。這與平時在大學上課聽講的感受完全不一樣。項目組的姬小璿同學在活動

結束後談到：“我印象特別深刻，有一位參加者說‘小姬老師，你給我簽個名’，

他叫我小姬老師——這對我來說很意外，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給成人上課，更也沒

有想到別人要我的簽名。我無意識說‘為什麼需要我的簽名’？他說他覺得我們

這次活動非常有意義，他沒有帶他的孩子來，覺得很遺憾，希望給他的孩子作為

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活動留念。”“我們作為平面設計的學生，平時學校裡學到的

都是一些幕後的工作：文字怎麼排好看、版面怎麼設計更加精緻……但把我推到

幕前，很多東西我們也要反復準備，學到很多，甚至現在還在慢慢地消化。” 

 

四、藝術滋養生命 
藝術能夠作為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也可作為慰藉人們心靈的手段。前提

是策劃組織者尋求藝術和社區之間的不同連接方式。要把特別學術的、特別難的

知識，轉化成公眾可以理解的、願意去接受的東西，不能夠讓公眾感到藝術是艱

難或晦澀的事情。因之在進入到社區後，大學的教育態度也不得不進行轉變。從

案例中得以窺見，我們嘗試突破現有大學藝術課程的機制框圍，在社區實施專案

式實驗課程，使學生在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間雙向切換，從而對學生和社區公眾

同時產生一種愉悅和隱含的教育效應。在上海市中心的新福康裡社區，主要以老

年居民為主，老年人或多或少有著身心疾病，因此我們在這裡開展的藝術活動與

之前的專案在結構形式與實施思路上發生了轉變。現代心理學已經確認藝術治療

可以成為滋養生命的一種心理治療形式，特別是對老年人。我們活動的目標就是

帶去一種能滋養生命力的藝術，讓他們嘗試體驗一些之前沒做過的事情。我們改

變了以學生和輔導教師為活動主導的形式。活動方案由學生和社區居民組成的項

目組共同研究確定，學生們以多種身份融入其中。調研發現新福康裡社區有著豐

富的人文資源，居住著鄧偉志、湯兆基等老一輩社會學者和文化名人。其中湯兆

基先生因其長期醉心於牡丹書畫創作和牡丹文化研究，有“湯牡丹”的美譽，是

滬上文藝媒體的明星。項目力求提煉牡丹文化中所蘊含的生命力質素，將這些原

生力和藝術創作融合。社區中的人文資源轉化為了社區藝術實踐專案。居民們主

動聯繫湯兆基先生和另外一些明星人士，借助湯先生等人的社會資源穿針引線，

以“牡丹文化”為載體成功展開了另一種形式的社區藝術活動。作為居民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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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同學們也努力學習相關專業知識傾情投入。最終活動以類似系列情景

劇的形式展開，每月一到兩次全民開演，一直到現在還在進行中。 

專案組將創作主題彙編成了五部循序互扣的系列大戲：牡丹遊園寫生；牡丹

造型探究；牡丹手工陶藝展示；牡丹詩詞歌會和牡丹創作成果競賽。每個環節都

有幾次活動並轉換場景，通過牡丹藝術創作將各個環節活動貫穿起來，居民以不

同角色參與，在場景中自由發揮。牡丹文化涉及到植物、園藝、藥物、旅遊、文

學、美術等門類，居民們傳習牡丹文化藝術，動手體驗牡丹陶藝製作。社區居民

湯兆基先生同時作為藝術指導，居住社區的另一位陶藝家和詩賦專家也經常客串

互動。每次劇終後主持者都應景點評活動成果，充滿溫情笑語，明星效應也同時

吸引了一批粉絲。參與居民從最初的老年人逐步延伸到在職白領、工程師、中小

學生，甚至還有社區外的市民特地趕來。有些居民平時沉默少語，與鄰居沒有任

何溝通，活動使他們有機會展現了自己的另一面。有些老年居民覺得退休在家等

於自己無價值了。通過藝術活動他們道出了自己的新感受：“我們是獨一無二的、

珍貴的、有創造力的人，無論什麼時候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這些很重要的信

念一直在延續，保持了老人的心理健康。項目組的同學和居民都感受到藝術對於

建立一個快樂、健康、有素養的文化社區的力量。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我們有意

識引導學生努力去理解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對每個參與者意味著什麼，是什麼激

發了公眾的感受。這使同學們不僅看到了社區藝術工作本身，還學會了如何建立

社會中理解彼此之間關係的一種連接。 

 

五、結論 
從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藝術創造力和品格教育不能被視為獨立的問題。作

為一個專業教學體，藝術學院的藝術教育著重面向每一個學生將來的職業。學院

式的教育就是讓學生通過專業學習，完成各項課程後順利就業。實際上藝術教育

貫穿人的一生，人們還有終身提高審美能力，激發創造願望，完善人格的意願。

通過項目實踐我們都感受到，公眾對於藝術的渴求是強烈的，不管是成人家長抑

或兒童。大家都很希望知道“藝術是什麼”、“我怎麼來做藝術”。學生們有機

會向社區奉獻，而不只是坐在學校裡接受知識，他們的自信心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探索大學教育和社區藝術之間的多種互傳形式，可以促進建立一個快樂的大學創

造力文化和學生品格培養上的韌性。社區藝術可以成為學校文化藝術和教育的資

源，社區肥沃的土壤提供體驗式的教學和學習方式，有效促進大學學科專業的發

展。大學與社區之間正發展出一種相互促進並創造可持續力量的能力。以社區藝

術項目為落點的藝術課程有助於學生實現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與此同時，他們由

自己的親身行動體會認識到藝術學習是與社會緊密相連的，藝術的力量有助於他

們走上社會，迎接未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1. Catherine Anne McLeod, “Transformative Community Art: Re-visioning the Field 

of Practice”, Published Heritage Branch, 2011, pp.1-25. 

2. 錢初熹，《文化創意產業與當代學校美術教育的研究》，長沙，湖南美術出版

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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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應用型文創人才培養現狀與合作研究 
 

崔亞娟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科技學院 
 

摘要 
文化創意產業近些年來在世界範圍內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臺灣較早提出文

化創意產業的概念，並在人才培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大陸文化創意產

業也在快速發展，但文創人才的培養相對滯後，很多領域出現了人才荒的局面。

兩岸在文創人才培養方面各有其優勢，應該根據各自的產業現狀和產業佈局的特

點制定適合自己的人才培養政策。同時，兩岸高校和相關機構還應在文創人才培

養方面加強合作和交流，促進大中華地區文創人才的聯合培養和共同發展。本文

結合具體案例，分析兩岸目前應用型文創人才培養的現狀，同時對兩岸如何加強

文創人才培養合作和交流提出建議。 

 

關鍵字：  應用型人才  文創人才 人才培養 兩岸合作 

 

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and 

cooperation of cross strait applied 

cultural and creative talents training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Cui Yajuan            

 

abstract 
Industries of cultureoriginality in recent years appears a booming trend in the 

world. Taiwan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ultureoriginality industry earlier than the 

mainland, and has rich experience in talents development.Although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fields of cultureoriginality industry, the mainland is lagging behind Taiwan, 

especially short of talentedpersons in many fields. Ea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on the 

cultureoriginality talent training, and should establish policies for their talent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layout. At the 

same time, bilateral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on the cultureoriginality talents training to promote the joi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Big China area.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ase, 

the situation of the cultureoriginality talents training are analyzed and the proposal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strengthen cultureoriginality 

talents training between the Chinese Taiwan and mainland. 
 

Key words: Application-type talents  Cultureoriginality talent  Talent trai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Taiwan and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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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產業的全稱為文化創意產業，但是文化創意產業在國際上並不是一個

通用詞彙，每個國家在指徵文化和創意相關產業時所用的表述並不完全相同，這

也給研究者帶來不小的麻煩和困惑。“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的概念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8 年召開全球文化政策推動會議時提出的，英國則以

創意產業(creativeindustries)為名,將之定義為“源自個人的創意、技 巧和才

華,經由智慧財產權的開發,所形成之具有創造財富與工作機會潛力的產

業”( DCMS,1998)。臺灣結合文化產業和創意產業,以“文化創意產業”(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命名。在中國大陸，則是文化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兩個詞

彙並用，而且兩者涵蓋的範疇也有一定差異。 

一、兩岸文創人才培養的主要培養模式和方向 

文創人才的培養可以分為應用型和學術型兩種主要類別。學術型人才一般

是研究型大學和研究教學型大學來培養，而應用型人才則主要在應用型本科和職

業院校來進行培養。從文創產業的實踐來看，主要還是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更為

迫切，而且需求量非常大。應用型文創人才的培養從專業角度可以劃分為設計類

人才、傳媒類人才和經營管理類人才，這三類人才目前不論是在大陸還是臺灣，

都是設立相對比較獨立的院校進行培養，相互之間的學科交叉雖然已經顯現，但

是還沒有達到融合貫通的程度。 

應用型大學以高等職業專科生為特色, 以應用型本科生為主, 以培養少量

高級社會服務型的研究生為輔;應用型大學是實現知識向職業、技能轉化的重要

平臺, 它通過設置應用性專業, 具有專科、本科、研究生三個層次, 並提升職業、

技能的轉化能力。1目前中國大陸大致有650所高校被列為應用型大學。2 這些

高校中地方公辦普通本科高校234所，民辦普通本科高校141所，獨立學院275所。

其中本科院校中很多為地方的本專科學院。 

目前中國大陸以高校為主體的創意人才培養,可以分為創建並完善文化產

業的學科建設進行培養、搭建並共用文化創意交流平臺、舉辦開放性名牌高校精

品講座和積極發揮高校孵化器的產出功能等四類。3當前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培

養還處在初期階段，即學科的建設主要依靠學校的當前的優勢專業去完善，並在

專業中逐步滲透文化創意的相關課程，但是國內目前在本科專業中並沒有跟文化

創意產業匹配的專業名稱。相關的專業和系所一般設立在綜合大學，也有專門學

院。大陸的部分高校已經整合學科專業建立了文化創意學院，如杭州師範大學文

化創意學院、浙江傳媒學院文化創意學院等；其次，大陸在搭建文化創意交流平

臺方面通過政府搭台、企業搭台和高校搭台等多種形式，舉辦會議、講座、論壇

和培訓等多種形式，促進文化創意人才的培養；同時在高校開展創新創業創意教

育，文化創意創業大賽等，對大學生的創意設計、創意產品以及創意專案進行孵

化和推廣，促進了文創人才的培養。 

                                                             

1冯虹、刘文忠《对应用型大学的探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数据来源于2015年10月教育部最新统计资料 

3王雪野等《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2期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au&skey=%e7%8e%8b%e9%9b%aa%e9%87%8e&code=09510605;21795115;30471343;
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0&CurRec=7&recid=&FileName=XDCB201402023&DbName=CJFD2014&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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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由臺灣“文建會”彙整的《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

計畫 (2009-2013)》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資產在於“人”,並同時牽涉到感性

創意人才和理性經營人才的培育。整體而言,臺灣具有豐沛的創意及設計能量,

然而如何將“文化”和“創意”轉化為“商品”,更需要有扮演“觸媒”角色的仲介者來協

助文化人及創意人與產業接軌。4臺灣的很多高校在管理類的學院建立了三創中

心，即創新、創意、創業中心，5在課程設置上，文化產業系所大多開設了文化

研究課程，包括臺灣文化研究、地方文化、文化政策研究、歷史與文化資產、文

化社會學、比較文學等，重視學生的文化素養教育。同時，臺灣文化產業學科建

設亦身份重視對基礎技能和專業操作技能的培養。設計專業在臺灣創意人才培養

體系之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藝術設計、工業設計、景觀設計、生活產品設

計、多媒體設計、建築設計等專業基礎較為深厚。6 

二、兩岸應用型文創人才培養體系的對比 

臺灣沒有應用型教育這一提法，只分為普通教育和技職教育（相當於大陸

的職業教育），而且兩種教育之間既相互獨立又有貫通和銜接機制，滿足了人才

多方面發展的需要。與大陸的職業教育目前還是一個教育的層次不同，臺灣的職

業教育已經形成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包括中職、專科、本科、碩士、博士的完

備的學制層次，可以實現人才對高學歷以及終身學習的需求。（見圖一） 

 

台  灣               中國大陸 

圖一：臺灣和大陸的應用型教育體系對比 

                                                             
4王桂亭《臺灣文化創意人才培育政策的發展與啟示》，現代教育論叢，2015年第6期，第92頁 

5郭恩文，《借鉴台湾创意产业发展经验探索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唐山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6林剑, 张向前《闽台创意人才开发合作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年第4期，第39-43

頁 

科技大學（本、
碩、博） 

技術學院（二
技、四技） 

專科學校（二
專、五專） 

高級技術學校 

應用型大學 

高職院校 

中等專科學校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A%28f74f6e6b5cdbfec9%29%20%E3%80%8A%E5%9C%B0%E5%9F%9F%E7%A0%94%E7%A9%B6%E4%B8%8E%E5%BC%80%E5%8F%91%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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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型文創人才的培養方面，臺灣的技職教育系列的梯度是比較完整的。

（參見表一7）如在科技大學序列，臺灣科技大學作為臺灣第一所職業技術院校，

目前已經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依據《泰晤士報》公佈的2016年亞洲大學

排名，台科大排名全亞洲第28名，全台第二。8該校開設有藝術類專業，並且獲

得過德國iF設計大獎以及素有業界奧斯卡之稱的ACM SIGGRAPH動畫節上獲得觀

眾票選第一名。因此該校的藝術與設計專業在世界排名第69，在臺灣排名第二，

僅次於臺灣國立大學。9 

第二序列如以藝術設計專業特色著稱的樹德科技大學和以文化創意產業為

特色的台南應用技術大學等，學院均開設了藝術設計類和經管類課程，而且還加

強了跨學科的人才培養計畫，如樹德科技大學的藝術管理與藝術經濟學位學程和

台南應用技術大學的國際會展管理學分學程、文化創意創業管理學分學程等。所

謂學程在臺灣的大學裡系指授予學位之跨院、系（組）、所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

及組合。這種學程的課程設計有利於人才的跨專業和跨學科流動，對培養複合型

人才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第三序列則是一些技術學院和職業學校，在臺灣，比較專業的設計學院如

東方設計學院、亞太創意技術學院等，這些學院也都是在臺灣技職教育的整體提

升的背景中，由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這些學院在產學研融合方面更有特色，

辦學方式相對靈活，也更能專注培養某一領域的專業人才。除此之外，臺灣還有

一些從小學開始就貫通的職業教育，如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就是臺灣第一所12

年一貫制之戲曲人才培養學校，京劇與民俗技藝學生自小學五年級入學；歌仔、

戲曲音樂與客家戲學生自初中一年級入學；劇場藝術學生自高中一年級入學，歷

經小學兩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學院四年(含二專與二技)之養成教育。 

表一：臺灣的技職教育序列文創人才培養情況例舉 

 學校性質 培養人才層次 藝術與設計類專業群 經管類專業群 研究所 

臺灣科

技大學 

國立 本科、碩士、博士 工商業設計系 

建築系 

創意設計學士班 

管理學院  

樹德科

技大學 

私立 專科、本科、碩士、

博士 

設計學院 

生活產品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 

流行設計系 

藝術管理與藝

術經紀學位學

程 

應用設計研究所 

建築與室內設計

研究所 

                                                             
7 本文所举案例均为互联网随机搜索，由于笔者掌握资料有限，其案例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有待进

一步考量。 

8 世界大学排名 台大排第70、台科大进步多  中时电子报[引用日期2016-07-24] 

9 2016年QS世界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排名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居首，来自互联网 

http://baike.baidu.com/redirect/4114B_ycL_lm2JL_kKYgJ5Zzk_2q-lBH3iB7e97q9zXL0ay9nsIduOXDKo4Ch-P9kjSuAEubJER0bKVF7rYhH9O0JJ4PtkM1lTgT_mTTjrnrIs656SU0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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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系 

動畫與遊戲設計系 

台南應

用技術

大學 

私立 研究所、四技、二

技、七年一貫制 

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 

商品設計系 

多媒體動畫系 

藝術學院 

美術系 

音樂系 

舞蹈系 

流行音樂學士學位學

程 

國際會展管理

學分學程 

文化創意創業

管理學分學程 

 

東方設

計學院 

私立 專科、本科、碩士、

博士 

美術工藝系 

影視藝術系 

流行商品設計系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時尚美妝設計系 

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 

設計行銷系 

文化創意設計研

究所 

亞太創

意技術

學院 

私立 專科 

本科 

進修班 

視覺傳達設計系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陶瓷創意設計系 

數位科技設計系 

 文化創意設計研

究所 

茶陶創意研究所 

表二：中國大陸的應用型文創人才培養情況例舉 

 學校性質 培養人才層

次 

藝術設計與傳媒類

專業群 

經管類專

業群 

研究所或研究機

構 

北京城市學

院 

民辦 專科、本科、

碩士 

藝術學部 

環境設計 

產品設計 

服裝與服飾設計 

動畫 

珠寶鑒定

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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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傳達 

表演學部 

表演、攝影 

影視攝影與製作 

北海藝術設

計學院 

公辦 專科、本科 設計學院 

環境藝術學院 

動畫學院 

建築學院 

  

首都師範大

學科德學院 

民辦 本科、專科、

高教自考 

藝術設計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 

環境設計 

藝術設計學 

演藝學院 

表演（社會舞蹈與影

視傳播、影視、聲

樂、歌舞劇方向） 

傳媒學院 

廣播電視編導 

錄音藝術 

攝影 

播音與主持 

會展經濟

與管理 

表演（公

演藝術管

理方向） 

 

四川傳媒學

院 

民辦 本科 播音與主持藝術系 

藝術設計與動畫系 

表演系 

音樂舞蹈系 

戲劇影視美術設計

系 

攝影系 

數位媒體技術系 

電影電視系 

傳播與經

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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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網路傳播系 

上海工藝美

術職業學院 

公辦 高職 時尚工藝學院 

數碼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學院 

水晶石數字藝術學

院 

WPP學院 

 手工藝研究院 

 

武漢市藝術

學校 

公辦 中專 舞蹈表演 

戲劇表演 

音樂劇 

美術繪畫 

音樂 

服裝展示禮儀 

京劇、漢劇、楚劇 

雜技表演、木偶劇 

  

對比兩岸的應用型教育，不難發現，在教育體系的整體設計上面，臺灣的

職業教育完整性遠遠超越大陸，而且實現了人才的立交橋式發展，給學生提供了

諸多選擇。而大陸的職業教育由於初期設計上的缺陷、政策的滯後以及上升空間

有限，導致學生和家長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低。在應用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的培

養方面，臺灣方面注重人才的不同層級和階段性培養，可以滿足社會不同層次的

需求。而大陸在人才培養方面，中職畢業的人才目前只能從事較為低端的勞動密

集型工作，如二維動畫中的描線和上色，高職人才在市場上有一定的需求度和認

可度，但是如果想進入事業單位和大公司，本科學歷仍然是基本門檻，但由於國

內缺少專門的本科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院校，因此一些本科人才跟公司的需求脫節，

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培訓和培養後才能進入工作崗位。 

通過兩岸的文創人才培養模式與結構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臺灣

在文創人才培養方面的教育類型的豐富性和可選擇性，而且在文創應用型人才的

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大陸院校的文創人才培養優勢在於院校多，培養

人才的種類比較全面，既有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等藝術專業人才，也有設計

類和藝術管理、行銷方面的人才，在人才的培養類別上更加精細化，但是與臺灣

相比，而大陸的院校培養模式比較單一，職業教育培養的文創人才在市場上的認

可度偏低，這也是大陸的應用型教育應該努力的方向。 

三、兩岸應用型文創人才培養的合作 

兩岸在文創人才培養方面各有優勢，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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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高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如學生的互換、暑期夏令營和小學期的學習等。

兩岸互派師資進修、訪學。其次，通過舉辦展覽和論壇等形式，加強兩岸之間的

學術和教學研究交流。學校之間還可以開展更多諸如學制互認的項目，如大陸的

高職學生畢業後進入臺灣兩年制的技術學院，學業完成後獲取臺灣的本科學歷。 

二是開展聯合辦學。目前福建的許多大學利用地緣優勢已經跟臺灣部分院校

開展了比較成熟的閩台聯合人才培養專案，兩岸的院校可以通過開展共同培養的

人才實驗班，以及加入兩岸的企業和高校共同培養的“校校企”合作辦學模式等

加強合作。 

三是辦學經驗的相互借鑒和學習。大陸可以借鑒臺灣的成功經驗，擴大兩年

制的本科教育的規模，將原來的部分普通本科院校轉製成應用型大學，開辦四年

制的以職業教育為特徵，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本科。2017年，國內將取消二本和

三本的招生區別，2020年，取消一本和二本的概念，這些都將有利於人才按需

流動，同時也給人才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結  語 

文創產業發展方興未艾，而且不論在中國大陸還是臺灣，都是未來發展的重

要產業類型，而在文創產業的各個領域，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這就需

要我們探索與社會接軌、行業接軌的，企業需要的人才的培養。臺灣在文創應用

型人才培養方面有很多經驗可以供大陸學習，同時大陸仔人才培養方面也有很多

特色和優勢，兩岸要加強合作與交流，將大中華文化更好的傳播，是我們每個華

夏子孫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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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背

景下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研究 

張燁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摘要 
  應用型本科教育作為高等教育領域中的一種不同于傳統普通本科教育（學術型

本科教育）的新類型，在發達國家的發展和研究已日趨成熟，而在我國還處於剛

剛起步的階段，但其發展的未來定向和社會的現實需求卻是社會各界都普遍關注

的焦點。由於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進入了戰略性調整階段，生產

從勞動密集型向高科技知識型轉變。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

展不僅需要大量從事生產和管理工作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而且需要大量在生

產和管理第一線工作並具備一定的技術和研究開發能力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和

高級經營管理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層次，發展應用

型本科教育，以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本文通過探討我國發展應用型

本科的必要性，應用型本科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提出了政策性建議以及我國應

用型本科培養模式的構想建議。 

 

關鍵字：應用型本科，培養目標，培養模式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mal 

universities to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Zhang Ye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higher educatio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cademic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whereas it is still in the infancy stage in our country. But all 

fields of society focus o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eal social demands.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has entered a stage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is transferred to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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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needs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skilled workers and 

technicians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but also many senior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who work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have certai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level of applied talents and 

develop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orient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training 

model in China. 

 

Keyword: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 

training model 

 
 

1 概述 

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發展與研究都嚴重滯後于社會現實需要，

尤其是關於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更是處於起始階段。在我國高等教

育體系中，高等職業教育的法律地位確認始於1996年頒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職業教育法》，在當年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通過“三改一補”(高

等專科學校、職業大學、成人高校改革、中等專業學校辦高職班作為補充)的政

策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由此邁入了規模飛速發展的階段。但隨

之而來的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在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同時，也使我們逐漸

看到了阻礙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的“瓶頸”所在——低辦學層次和低生源。當然，

社會各界對職業教育傳統的“認知”(次等教育、差生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

了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僅局限於專科層次的辦學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職

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發展。 

應用型本科教育作為高等教育領域中的一種不同于傳統普通本科教育的新

類型，在發達國家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的發展已日趨成熟，而在我國大陸還處於

剛剛起步的階段，但其發展的未來定向和社會的現實需求卻是社會各界都普遍關

注的焦點。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跨進大眾化教育階段的新形勢下，各類高等教育

辦學機構應結合自身發展實際，充分利用和發揮原有辦學經驗的指導作用，充分

利用原有的辦學條件和優勢，積極開展應用型本科教育，以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人

才培養類型的拓展與延伸，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級技術應用型人才的需求。

積極開展應用型本科教育研究，不僅對開拓人們的思維、轉變社會鄙薄職業教育

的思想、提高職業教育在知識經濟社會的地位有著積極的意義，而且對於豐富和

充實整個職業教育的理論體系，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職業教育體系研究的不足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我國大陸發展應用型本科的必要性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我國開始發展“新高職”時將其定位在大專層次，這是

符合當時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水準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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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大專層次的高職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多樣化需要，也不利

於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展和結構的調整。因此,應當逐步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培

養規格,發展應用型本科教育。具體來說，發展應用型本科教育有如下幾點原因: 

2.1 我國當前經濟和科技發展水準對人才培養層次提出了新的要求 

從 20 世紀 90 年代算起，我國現代高職教育只有 20 年左右的時間。但是，

在這段時間裡我國經濟增長率長期處於世界前列，科技發展水準也在不斷提高。

由於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進入了戰略性調整階段，生產從勞動密

集型向高科技知識型轉變。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需

要大量從事生產和管理工作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而且需要大量在生產和管理

第一線工作並具備一定的技術和研究開發能力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和高級經營

管理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層次，以適應社會和經濟

發展的迫切需要。 

2.2 高職教育自身發展和建立完善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的需要 

我國的高職教育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由於社會上

客觀存在著鄙薄職業技術教育的陳舊觀念,而高職教育又長期定位於大專層次,

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高職教育的發展。從我國的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看,我國

既有中等職業技術教育,也有大專層次的高職教育,還有培養高級應用型專門人

才的各種專業碩士教育(如法學碩士、工商管理碩士等) ,但是，惟獨本科層次的

應用型人才培養是缺失的,這顯然不利於各種層次職業技術教育之間的銜接和溝

通。 

2.3 國內外應用型本科教育的成功實踐 

發達國家和地區高職教育的發展歷史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應用

型人才培養的層次也會逐步提高。例如，德國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設置兼具普

通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特色的職業學院，以培養本科層次的應用型人才。 我國

的臺灣地區，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對實用型人才的需要，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也開始逐步提升高職教育的層次,將許多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

自 80 年代初期開始，臺灣還把部分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招收碩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從而形成了從中專、大專、本科直至研究生層次的完整的應用型

人才培養體系。此外,在日本、英國、法國等其他國家，高職教育發展也經歷了

類似的學歷層次逐步提高的過程。 

由此可見，積極發展應用型本科教育，不僅是世界職業教育必然的發展走勢，

更是建立健全我國職業教育體系應有之舉。 

3 對我國應用型本科轉型發展的啟示 

3.1 我國應用型本科教育立法有待進一步完善 

1996 年,我國正式頒佈《高等教育法》和《職業教育法》,明確了高等教育



18 
 

及職業教育的法律地位。總體上看,政府的重視和法律的完善大大促進了我國應

用型本科的健康發展。目前,我國的應用型本科正處於發展階段, 應用型本科院

校的數量增長迅速,多種辦學類型、多種辦學模式的應用型本科院校並舉,為社會

培養了不少有用人才。但在應用型本科院校與企業的合作培養高層次職教人才方

面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校企合作問題不能夠在立法層面解決將在

很大程度上影響應用型本科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國的應用型本科教育立法尚需

隨著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發展而不斷完善。  
 

3.2 將產學研結合作為培養實用性人才的基本途徑 

目前,我國不少應用型本科院校已將“產學研結合”列為教學的基本途徑，

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產學脫節、學非所用等問題依然存在。高

職院校應密切與社會、與企業的聯繫,嘗試與企業或用人單位協同完成教學及實

訓過程，通過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訓練，培養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技術類人才。只有

這樣,才能培養出合乎社會需要的應用型人才，才能節約教育資源，避免人才浪

費。 

3.3 改革課程體系、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構築有特色的教學體系 

以素質教育為核心，以能力為本作為制訂教學計畫的指導思想。構建“二元

並重”的、新的課程結構和體系。課程設置要呈現多樣性,要新穎、靈活,以職業

能力所需知識和技術技能組合課程模組,既設顯性課程,也設隱性課程。改革傳統

的教學手段;探索並更新教學方法；抓緊研究、開發創新能力培養的教學環境和

教學模式。加強教材建設。鑒於我國應用型本科教育教材的缺乏,必須有意識、

有選擇的引進一批國外的優秀應用型本科專業教材，並在此基礎上，組織編寫一

批有我國特色的專業教材。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理論知識、實踐技術技能與有限時

間的矛盾。 

3.4 加強我國應用型本科師資隊伍建設 

崗位技術型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既懂理論技術知識,又掌握豐富實踐經驗的師

資隊伍。現在很多學校要求教師在任教以後用半年時間去對口單位從事應用研究

或實際工作,以便教師補充新知識,增強實踐能力。學校從工廠、企業中聘請有學

問、有經驗的工程技術人員擔任兼職教授,以便用新知識和技術來充實教學並加

強廠校聯繫。同時也補充專職教師數量的不足。 

總之,縱觀應用型本科教育，可以明顯看出，應用型本科教育既是教育系統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傳授知識、培養能力這一教育的基本功能，又是社會

合格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具有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勞動者技能，為社會生產直

接輸送合格的、生產一線的高層次技術型人才的重要作用。重在適應能力培養，

強化職業需要的角色意識，對改革和完善我國高職教育，科學合理地確定各類高

職教育的人才培養規格、目標及品質標準，極具啟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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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我國應用型本科培養模式改革的建議 

4.1 培養目標和要求 

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實用型高級人才。畢業生既掌握產品設計和製造的基

本方法，又具備社會能力和行為能力，以及協調和解決技術和經濟任務的能力。 

4.2 專業培養模式 

確立“大類寬口招生, 基礎統一教學, 專業分流培養”的人才培養模式以

及“多層次的基礎平臺, 多方向的專業模組”的教學體系。以基礎平臺教學保證

本科適應性的要求, 以專業模組教學發揮專科針對性的優勢, 實現應用型本科

的教育目標。 
 

4.3 人才培養方案 

建立應用型本科“公共課平臺、學科基礎課平臺+ 柔性專業方向模組+ 職業

技能(資格)證書+ 綜合素質教育”的課程體系: 公共課平臺、學科基礎課平臺體

現厚實基礎和發展潛力的要求； 柔性專業方向模組的選擇, 體現不同專業方向

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 符合職業性特徵； 職業技能(資格)證書, 體現

技術性和以就業為導向； 綜合素質教育體現全面發展,“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 

培養複合型、創新型人才的需要。 

4.4 專業教學安排 

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並重, 突出實踐教學環節。建立以產學研結合為特徵的

實踐教學體系和顯性與隱性課程相結合的素質教育體系, 重點提高學生綜合職

業能力。 

課程分為理論學習階段和企業實訓階段。（見表 1）在理論學習階段，主要是

在應用型本科院校接受理論教育；在企業實訓階段，在企業進行包括專案工作在

內的實訓。第 7 學期結束，學生如果通過考試就能獲得對應的職業資格證書。第

8 學期在大學接受理論教育並完成學位論文。總的說來，除去公共課，理論課和

實訓課的比例大約為 3：2。理論學習階段學習專業基礎知識，實訓階段培養動

手操作能力、生產管理能力和技術技能等。 
 

表 1 關於我國應用型本科培養模式的構想 

        學期 

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第一學年 前 3 個月在學校

瞭解專業及相關

知識 

後 3 個月參加企

業，瞭解企業的

部門結構 

在學校學習專業基本理論 

第二學年 前 3 個月在企

業，瞭解崗位要

後 3 個月在學校

學習專業基本理

在企業參與實踐操作，能夠獨立解

決操作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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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流 水 線 作

業，學習崗位技

能技術 

論 

第三學年 在學校學習專業課知識 

 

 

在企業能通過小組合作共同完成一

個專案任務 

第四學年 在企業參與實踐操作並參加職業資

格考試 

完成畢業論文 

 

參考文獻 

[1] Bachem, D. & Pietschmann, B. (2011): Das duale studium. Eine möglichkeit, sich 

vor dem kommenden fach- und führungskräftemangel wirkungsvoll zu wappnen. 

Informationen für unternehmen, studieneinrichtungen und zukünftige studenten, 

(Köln, VAWW - Verl. für angewandte Wirschaftswiss.). 

[2] Arnold, R./Lipsmeier, A. (Hrsg.) (2006): Handbuch der Berufsbildung 

(2.überarbeitete und aktualisierte Auflage). Opladen: Leske+Budrich. 

[3] Berufsausbildung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http://www.chinaweb.de/china_wirtschaft/berufsausbildung_china/ausbildung_studiu

m_schule_china.htm. Heruntergeladen im 2013. 

[4] Bethscheider, M./ Höhns, G./ Münchhausen, G. (2011): Kompetenzorientierung in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in: M. Bethscheider, G. Höhns & G. Münchhausen (Eds) 

Kompetenzorientierung in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Bielefeld, Bertelsmann), S. 9-18. 

[5] Bolder, A. (2010): Arbeit, Qualifikation und Kompetenzen. In: Tippelt, R./Schmidt, 

B. (Hrsg.): Handbuch Bildungsforschung, 3. durchgesehene Auflag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 813-843. 

[6] Budde, J. (2010): Duales studium als aufstiegsprojekt? Bildungswege, milieulagen 

und habitus von studierenden an berufsakademien. Die Hochschule, 19(1), 448 KB, S. 

135-147. 

[7] Budde, J. (2010): Neue wege in der tertiären bildung? Bildungsentscheidungen 

von studierenden an berufsakademien. Das Hochschulwesen, 58(3), 82-87. 

[8] 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2011): Datenreport zum Berufsbildungsbericht 

2011. Informationen und Analysen zur Entwicklung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Bonn. 

[9] Görge, D. (2012): Rechtsfragen des dualen studiums. Wirtschaft & Beruf, 1/2, S. 

66-69. 

[10] 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研究中心. 地方本科院校轉型

發展實踐與政策研究報告[R]. 2013-11.  

[11] 黃紅武；董立平；王愛萍. 應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養的特色化研究——以廈

門理工學院"親產業"大學辦學實踐為例[J]. 大學（學術版），2012, (4). 

[12] 教育部, 財政部. 關於“十二五”期間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品質與教學改

革 工 程 ” 的 意 見 ( 教 高 [2011]6 號 )[EB/OL]. 

http://www.moe.edu.on/public201107/xxgk_122688.html.es/moe/A08zcwj/ 

[13] 教育部，等 . 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 (2014-2020 年 )[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159/201406/170737.htm

l 

[14] 劉建強.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模式對實施“卓越工程師培養計畫”的啟示[J]. 

中國高教研究. 2010,(6). 



21 
 

[15] 董立平. 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養體系之構建[J]. 集美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13, (3). 

[16] 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 現代大學論——英美德大學研究[M]. 杭州：浙江教

育出版社，2001.3.  

[17] 尹慶民，等. 校企合作研究[M]. 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2.3. 

[18] 董立平. 地方高校轉型發展與建設應用技術大學[J].教育研究.2014，(8). 



22 
 

知行合一 創用並舉*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汽電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

與實踐 
 

朱方來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汽車與交通學院, 廣東 深圳 518055) 
 

摘要 

本文針對當前高職院校現代職教體系建設中，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存在的

問題和產業轉型升級、經濟新常態的挑戰，通過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汽車電子技

術專業（簡稱深職院汽電專業）十年辦學歷程的總結、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探

索，並借鑒德國應用科技大學（簡稱 FH）的教育理念和辦學經驗，提出“知行

合一 創用並舉”、適合經濟新常態的中國高職高層次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

才的培養模式。 

 

關鍵字：人才培養模式；高層次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研究 

中圖分類號:G420 
 

  中國高職雖然發展迅速、成效顯著，但仍存在定位不清、品質不高、創新不

足、實踐能力和服務能力不強、人才層次較低等問題[1,2]。深職院對廣東珠三角

地區八十二所高職院校進行了調查，其中，開設汽車電子技術專業的有二十五所，

其辦學方向絕大部分還停留在傳統汽車的整車電子和汽車電器維修、保養、銷售

以及故障診斷層面上，並且與汽車檢測與維修專業辦學方向有很大的重合，培養

的人才層次也還停留在維護技能型人才，沒有適應當前汽車資訊化、車聯網、智

慧網聯汽車與智慧交通等新興產業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尤其是中高端的高層次

複合式創新型應用型人才。因此，創新和深化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大力

培養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對於適應產業轉型升級要求，適應互聯網+、

中國製造 2025 等經濟新常態，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創新創業能力和可持續發

展能力，為現代產業體系構建和經濟社會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技術和人力支撐具有

重要意義。 

1知行合一 創用並舉 
   “知行合一 創用並舉”，即“知行合一應用為本、創用並舉創新為魂”。“知

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來的[3]，是指客體順應主體，知是指科學知

識，行是指人的實踐，知與行的合一，認為行便是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強

調職業教育要理論聯繫實踐、工學結合和腦手並用、“教、學、做合一”；“創

用並舉”是在“知行合一”的基礎上，強調學生應用能力、創新能力的培養，通

過構建創新創業課程體系，依託高水準科研和實訓平臺，制定職業技能鑒定標準，

培養“高層次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型人才”。 

深職院汽電專業從 2005 年成立伊始，立足於深圳是珠三角地區乃至全國汽

車電子產品集聚地的地位，深圳汽車電子產業有企業愈千家，產值占全國三分之

一。汽電專業面向汽車電子產業鏈，圍繞國家戰略新興產業——新能源汽車和北

斗導航產業，主動適應互聯網+（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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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資訊化）、北斗衛星導航、車聯網、新能源汽車（電子）等經濟新常態的發展

變化，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到專業內涵提升的轉變，建立高水準的科研和實訓平

臺——廣東高校新能源汽車與節能減排工程技術開發中心和深圳市汽車電子產

品檢測與鑒定公共技術服務平臺，按照深職院的“政校企行四方聯動，產學研用

立體推進”的辦學模式和協同創新、協同育人機制，以科研為抓手，在技術開發

創新、對外社會服務、學生創新能力培養、師資隊伍建設、職業能力證書鑒定開

發等方面相互促進，形成良性迴圈，實行“知行合一 創用並舉”的產教融合、

協同創新與育人模式，培養中高端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型人才，具體措施：提

高層次、模組複合、創新專案驅動和產教融合協同育人. 
 

1.1 知行合一 應用為本 
1.1.1人才培養目標、模式和課程體系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需求的變化，我國高職教育

人才培養目標也不斷變化，經歷了一個從培養“實用性人才”、“應用性人才”

到培養“高技能人才”和“技術技能人才”的演進過程。深職院汽電專業從

2004 年籌建，2005 年開始招生，至今已十年，其中人才培養目標也經歷了三次

調整[4]： 

（1）2005 年-2009 年：培養“汽車+電子”複合式汽車電子技術人才，注重

面向地方產業需求的車載電子技術應用； 

（2）2010 年-2011 年：培養複合式創新型人才，產教融合、協同創新和育

人，注重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北斗衛星導航和新能源汽車電子技術應用； 

（3）2012 年-2015 年：實行“專業+”工程，培養“一專多能”的中高端複

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型人才，注重立德樹人和文化育人、複合育人和協同育人

“三育人”的培養方式。 

可以看出，隨著深圳地方社會轉型、產業升級，深職院汽電專業借鑒德國應

用科技大學（FH）三年制 Bachelor 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的辦學經驗，將人才培養

層次從職業應用型提升至技術應用型、工程應用型[5]，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在中

高端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型人才，即將以往的三年制“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

人才培養目標提升為“高層次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型人才”，所謂高層次就是

指中高端的技術技能人才，即從職業應用型提升至技術應用型、工程應用型；所

謂“複合式”是指學生具有寬厚基礎理論和廣博的知識面，基本掌握兩個或兩個

以上專業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富有跨專業意識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創新型”

是指學生具有創新精神、創新能力與創新人格，將來成為企業一線的創新能手和

管理能手，承載企業技術革新和管理創新的責任，成為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棟

樑[6]。其課程體系按高職“到推式”教學設計方法設計成以基礎能力、核心能

力和拓展能力三大能力為構架、兼具電動汽車檢測、診斷與維修和汽車電子產品

檢測與鑒定兩個核心技能，注重汽車電子技術應用能力培養，同時又能勝任城市

軌道交通等拓展崗位的“一專多能”的“以職業崗位工作能力導向的進階式”

的專業課程體系（圖 1）。 

1.1.2 搭建高水準科研平臺 

深職院汽電專業緊扣國家戰略新興產業需求，依託高水準科研和實訓平臺及

協同創新中心，制定職業技能鑒定標準，培養中高端複合式創新型技術人才。專

業擁有價值近 1200 萬元的科研教學設備，包括汽車電子產品可靠性、安全性和

電磁相容檢測設備，例如電波暗室、測量接收機 EMI、大電流注入測試系統（B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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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抗擾度測試系統（EMS）、電動振動測試台、高低溫測試台、老化測試台、

人工淋雨測試台、砂塵測試台、鹽霧實驗箱，以及汽車整車、底盤測功機、懸架

振動試驗台、行駛記錄儀等在純電驅動汽車性能測試中所需的實驗設備和 NI 虛

擬儀器、dSpace 硬體在環模擬儀器等科研課題實施所需的儀器。汽電專業的教

師利用專業技術和設備優勢，以北斗、電動汽車等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的應用科研

為切入點，進行了相關方面的科研工作，並以具有國際視野、雙師結構的汽電專

業教師團隊為核心[4]，申請並建立了以下高水準科研平臺、實踐基地和協同創

新中心： 

 
 

 
 
 
 
 
 
 

 
 
 
 
 
 
 
 

圖 1 汽車電子技術專業“一專多能”課程體系 

 
 
 
 
 
 
 
 
 

（1）2010 年申報並成立了市級科研創新平臺—深圳市汽車電子產品檢測與

鑒定公共技術服務平臺； 

（2）2012 年申報並成立了廣東省高職教育實訓基地—汽車電子技術（新能

源汽車與環保節能技術）； 

（3）2014 年申報並成立了廣東省高等學校學科與專業建設專項資金科研專

案—廣東高校新能源汽車與節能減排工程技術開發中心和校級協同創新中

心——北斗衛星導航技術協同創新中心和團隊。 

（4）2013 年汽電專業為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所屬的深圳市職業技

能鑒定指導辦公室開發了“電動汽車維修”專項技能證書的初級和中級的題庫，

2015 年正在申請深職院第七職業技能鑒定所該專項技能的鑒定資格，並向深圳

市發改委申請了“‘新能源汽車技術’職業鑒定及培訓能力建設項目”獲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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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經費 1500 萬元人民幣，主要用於新能源汽車維修技術設備的購買，目的是建

立深圳市新能源汽車技術培訓和職業鑒定中心，為深圳市新能源汽車技術企業和

新能源汽車後市場培養維修保養人才。 

汽電專業圍繞上述省、市、校級科研和實訓平臺的建設目標開展工作，以科

研為抓手，積極承擔省、市、校級政府課題，並與北斗、新能源汽車電子行業、

企業搞合作開發和研究，以科研帶動教學，以科研促進產業，以科研引導創新應

用，全方位帶動各方面工作，汽電專業教學團隊在科研、對外服務培訓、教學軟

硬體、指導學生競賽等各方面能力不斷提升，逐漸摸索出“以平臺為依託，以科

研為抓手，提升各方面工作”為特色內容的、以創新、應用能力為核心的“知行

合一 創用並舉”的產教融合協同創新育人人才培養模式，提升了專業內涵。 

 

1.2 創用並舉 創新為魂 
汽電專業突出“創用並舉 創新為魂”，組建北斗科技協會和電動汽車科技

協會等學術型社團平臺，構建“創意、創新、創業”三創專案課程體系[7]，以

應用科研為核心，實施創新項目驅動，創用並舉，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將依託各

類平臺的科研課題、對外服務專案融入協同創新、育人的“創新型專案化課程、

創新工程、創新型畢業作品”三創專案課程體系，通過引入各科研平臺的科研課

題和新能源汽車各企業以及北斗導航產業聯盟中各中小企業實際測試技術服務

專案，以創新型專案化課程、創新工程和創新型畢業作品的“三創”進階方式，

構建汽電專業的創新創業能力培養體系（圖 2）。高職院校三年制學生分成三個

階段，即 

（1）大一新生進行“創新型項目化課程”或“社團實踐”課程的學習，以

科研專案為基礎，將教師科研專案課程化，吸納學生直接參與課題研究，幫助學

生實現從被動學習者向主動探索者與工作者的角色轉換，提高他們解決實際問題

創新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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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汽電專業創新創業能力培養教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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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 

（2）大二創新生以小組學習方式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創新工程”專案申

報和創新製作，申報項目大部分來自教師的實際課題中的難點和創新點的提煉，

由參加創新型項目化課程的或者感興趣的學生組隊參加，眾多立意新、創意好、

實用性強的創新項目經學校選拔和推薦，還可以參加廣東省“挑戰杯”大學生課

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在項目研製中，由於有可以參加省級競賽的機會，參與創

新工程項目的學生積極性非常高，學生的協作組織能力、研究製作能力、表達能

力、完成報告能力、榮譽感等綜合素質得到了全面提高； 

（3）大三畢業生進行“創新型畢業作品”設計，學校鼓勵學生的畢業作品

要真題真做，用實際的作品或參與專案來代替傳統的畢業論文。教師在第四學期

向學生公佈自己的科研課題和技術服務專案，學生自主選擇感興趣的方向和課題，

通過參與教師的實際專案來完成自己的畢業作品，以提高工作崗位中綜合問題處

理的應用能力； 

（4）應屆畢業生或在校生可以在校自主創業設立公司，並立項成為深職院

學生創意創業園專案，教師作為創業導師指導學生進行研究技術成果的開發和轉

讓，以產促學、以學促創、以創為研、以研為用，使學生得以學以致用。 

汽電專業學生通過“創意、創新、創業”三創項目課程體系的學習，創用並

舉，實踐能力、應用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得到提升，參加各種學生專業學習型社

團和各種專業技術競賽，實現了“師兄帶師弟”傳幫帶的良好迴圈，並在校級各

項活動和市省國家級專業技術大賽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績。 

 

2產教融合 協同創新 
傳統的實踐教學體系，往往是依據單一學科的教學發展需要而建立並不斷完

善，實踐環境相對封閉，實踐教學目的單一，各相關學科間缺少有效地溝通與交

流，校內實踐教學環境和條件十分有限，資源分散，相關學科資源不能共用，各

專業及方向之間的實踐教學不能融合貫通與滲透，出現高投入，低效能的現象，

抑制了專業的整體發展及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深職院汽電專業採用產業生態鏈

的模式，通過產教融合、協同創新，力圖加強實踐教學體系的有機組合、互動發

展和能動自組，構建汽車與交通專業群五個專業“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式實踐

教學體系和多層次、開放式、交叉互動實踐平臺，實施“多維立體”的協同式實

踐教學方法，進行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8]。  

 

2.1 “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 
汽電專業借鑒德國 FH 經驗，採取系統、整體方式，依託汽車與交通學院專

業群和校內外各類實踐教學基地、平臺和聯盟，有機整合校內實踐環節（實訓、

實驗、課程設計、畢業作品）、校外實踐環節（頂崗實習）和校企產學研三類實

踐環節，構建“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圖 3），實現內部協同、

外部協同和虛實結合，解決目前大部分產學研合作僅僅局限於單個、低層次如實

習環節等問題，將人才培養各個實踐環節、實踐模組有機結合，增加學生參與產

學研的機會，將專業應用能力、拓展能力、職業規劃能力、科研能力、創新能力、

綠色技能的培養貫穿於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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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汽電專業“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 

 

2.2 “產學研用”多維立體協同實踐平臺 
汽電專業圍繞“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將汽車與交

通學院專業群和校內外各類實踐教學基地、平臺和聯盟等實踐教學載體進行重組，

形成由校外生產實習基地、校內實訓室和校企聯合研發中心共同組成的、面向專

業群全體學生、全方位、全過程、多層次、開放式、交叉互動的，具有生產、教

學、培訓、鑒定和服務“產教研創賽”五位一體多功能的協同實踐教學平臺（圖

4），它既是人才培養基地、社會培訓的橋樑，又是校企合作的載體、產學研用的

平臺。充分發揮一體化協同式實踐教學體系的有機生長性、動態平衡性和交互共

用性，在專業群內部各專業之間、各不同學科之間、專業群與校外相關產業之間

實現相互開放、相互滲透、優勢互補、資源分享，協調校內外學生實踐環節的運

作機制，促成多方面實踐環節的協作和相長，實現學生、學校和企業、行業的多

贏局面，切實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提高。汽電專業通過協同創新實踐平臺，產生

以下成效： 

（1）擁有眾多的行業、企業和事業單位教學資源； 

（2）具有真實的教學環境、豐富的專案載體、高水準的設備、雙師結構的

師資； 

（3）教師通過應用型科研項目訓練，不斷提高實踐和教學水準； 

（4）圍繞企業師資、項目資源，形成了眾多學生學習型社團和自主創業公

司。 

深職院汽車與交通學院針對深圳產業升級和經濟新常態的需求，圍繞深圳汽

車與交通相關產業鏈，重構專業鏈，打造技術應用型人才鏈，提出專業產教融合、

協同創新教學模式：即採取搭建校企合作平臺（產學研用工作委員會）——協同

產業聯盟（北斗、車聯網）——組建多樣化科技創新團隊（北斗、車聯網、智慧

汽車）——開發“創新型專案課程、創新製作、創新型畢業作品”三創專案課程

體系——進行“創意、創新、創客、創業”四創人才培養，取得很好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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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產學研用”多維立體協同創新實踐平臺 
 

3效果顯著 總結啟發 
汽電專業通過以產促學、以學帶研、以研為用，進行“產學研用”一體化複

合式創新型技術應用人才培養，推行“政校行企四方聯動，產學研用立體推進”

的協同創新機制和模式，取得了顯著效果，並給其他高職專業針對當前產業轉型

升級、經濟新常態，提升專業發展內涵一些有益啟示。 

 

3.1 效果顯著 
通過分析、總結汽電專業五年（2010-2015）的各項資料，表明：專業出入

兩旺，資料逐年巨增，標誌性成果顯著。 

  1) 入口：在汽車與交通學院五個專業的專業分流中，汽電專業的第一志願

率從 2010 年的 18%飛速上升到 2013 年的 98%，從最後躍升到第二（表 1），一

直保持到 2015 年[9]。 
 

表 1：汽車與交通學院 2010-2015 級學生專業分流第一志願率 

專業名稱 2010 級 2011 級 2012 級 2013 級 2014 級 2015 級 

汽車運用技術 100% 95% 93.33% 92.31% 100% 81.81% 

汽車技術服務與行銷 68.33% 100% 97.5% 85.53% 56.90% 74.63% 

汽車電子技術 18.75% 45.61% 98.15% 98.72% 77.92% 93.75% 

交通安全與智慧控制 71.25% 63.75% 76.67% 76.32% 72.50% 55.74% 

城市軌道交通控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出口：根據協力廠商麥可思公司的畢業生資料包告[10]，從 2010 屆畢業

生起，汽電專業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在 95%以上，就業的平均專業對口率為 73%，

學生畢業一年後月收入 2010 年在人民幣 3500 元以上，2015 年上升到 5239 元，

位列全校 76 個招生專業第三名（圖 5）。其中 87.1%的企業認為專業的應屆畢業

業生已為就業做好充分準備，畢業生的知識、能力與就業工作崗位相符。一年後

的專業平均離職率為 35%，遠遠低於 45%的學校所有專業的平均水準。汽電專業

的就業競爭力（綜合就業率、月收入、畢業時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和就業現狀滿

意度這 4 項指標）排名亦有所提高，從全校所有專業的後 20%提升至前 25%（圖

6），人才培養改革效果顯著。截止 2015 年 6 月，汽車與交通學院汽電專業 09

級、10 級、11 級和 12 級 8 個班共 260 多名學生，有 50%畢業生通過各類協同實



29 
 

踐平臺的“產學研用”學習找到相關企業、事業單位進行專業頂崗實習，30%的

畢業生在華為公司、比亞迪公司、國家數位電子產品檢測中心、中檢集團南方電

子產品測試（深圳）有限公司、蛇口海關產品檢驗檢疫局、深圳眾鴻科技公司、

飛音科技有限公司、路暢、凱立德公司研發部等相關企、事業單位就業，從事汽

車電子產品檢測和研發工作，成為深受企業、行業歡迎的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

人才。 

 
圖 5 本校 2014 屆各專業畢業一年後月收入前十位及其與 2013 屆對比 

 

 
圖 6  麥可思報告汽電專業就業競爭力排位趨勢（2013-2015） 

 

  3) 標誌性成果 

（1）獲獎榮譽：2014 年專業帶頭人榮獲全國黃炎培職業教育傑出教師獎，

2015 年汽電專業立項成為廣東省首批品牌（特色）專業，汽電專業兩個教研專

案獲得 2014 年廣東教育教學成果獎（高等教育）培育專案立項，其中“中德應

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於 2016.1 獲得深職院第八屆教學成果一等獎，

2013.9 北斗專案“北斗大眾車載市場應用推廣總體方案設計與實施”獲國家衛



30 
 

星導航定位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2012.12 深圳市人力與資源保障局獲深圳高校

創業大賽三等獎； 2014.7 第九屆和 2015.7 第十屆全國大學生“飛思卡爾”杯智

慧汽車競賽華南賽區獲三等獎；2011 年廣東省第十一屆“挑戰杯”大學生課外

學術科技作品競賽獲一等獎和 2013 年廣東省第十一屆“挑戰杯”大學生課外學

術科技作品競賽獲一等獎。2012 年 5 月成立了“深圳市車為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和“北斗車載資訊技術有限公司”，2016.3“立圖博多”教育培訓公司。

2015.11.2 參與制定北斗專項標準 BD420010-2015《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

導航設備通用規範》、BD420011-2015《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GNSS）定位設

備通用規範》正式發佈。2013.9 獲廣東省車聯網產業聯盟“2013 年中國車聯網

產業推進獎”，2014.3 獲深圳市汽車電子行業協會“汽車電子產業發展貢獻獎”。

2015.3 獲深圳市汽車電子行業協會“汽車電子產業發展突出貢獻人物獎”和

“汽車電子產業發展優秀企業獎”，2016.3“北斗衛星導航協同創新育人中心”

榮獲 2015 深圳“汽車電子科學技術創新優秀企業獎”。 

（2）教研、科研專案  

汽電專業成立 10 年以來，承擔了省、市、企業課題 30 多項，到賬經費 600

多萬元，獲得省市級科研專案 9 項，校級科研專案 6 項；國家教育科學項目 1

項，省市級教研項目 4 項，校級教研專案 6 項，省級精品資源分享課程 1 門，校

級精品資源分享課程 1 門。出版全國高職十二五規劃教材”《汽車電子控制基礎》

和《汽車電子產品檢測與鑒定》、《汽車電子產品工藝》、《汽車電子專業英語》四

本教材。 

（3）國際視野、雙師結構的“三能”教師團隊 

汽電專業 7 名專任教師都是在 2010 年之前引進。2010 年時，博士 2 人，碩

士 5 人；教授 1 人，副教授 1 人，講師 5 人。截至 2015 年底，7 名專任教師中，

1 人獲得博士學位，1 人獲得教授職稱，2 人獲得副教授職稱。教師團隊具有國

際視野、雙師結構，國外專業學術帶頭人能力突出。國外學術帶頭人陳禎福博士，

德國大陸公司開發工程師。戚子明博士，教授，新西蘭奧塔哥理工學院能源學院

系主任。國內學術帶頭人朱方來教授，汽車與交通學院副院長，深圳市汽車電子

產品檢測與鑒定公共技術服務平臺負責人，德國高級訪問學者。1992 年獲國家

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98 年獲東風汽車公司科技進步二等獎、2005 年獲國家

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2013 年獲中國車聯網產業推進獎和國家衛星導航定位科

學技術進步三等獎、2014 年獲全國第四屆“黃炎培職業教育傑出教師獎”、2014、

2015 和 2016 年獲深圳市汽車電子產業發展貢獻獎和汽車電子突出貢獻人物稱號。

主持或參與多項省級、市級和校級專案，已發表論文 40 多篇。專任教師和兼職

教師全部具有中級以上汽車相關專業職業資格證書或技能證書。團隊先後派遣 1

名教師赴美國、1 名教師赴加拿大、2 名教師赴德國、2 名教師赴新西蘭進修和

考察，親身體驗、現場學習國際職教模式，收集當地的汽車專業職業教育標準，

並吸收消化，為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專業人才打下基礎。 

（4）“產教研創賽”五位一體多功能的協同實踐教學基地 

汽電專業將政府投入與社會支持、校內規劃與企業建設相結合，建立了一個

集教學、生產、技能鑒定、技術研發、創新製作與技能競賽“五位一體”多功能

協同式實踐教學基地，實現專業與企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流動、合作

共贏”，並與諸多行業協會合作，成為深圳市汽車電子行業協會、深圳市汽車維

修行業協會、深圳市汽車車工業行業協會、深圳市汽車經銷商商會、深圳市加工

貿易協會機動車零部件專業委員會等多個行業協會的理事單位或會員單位，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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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建立了 36 家校外掛牌基地，實現功能的多元化和企業性質的多元化。功能的

多元化是指校外基地既是課程教學基地、學生實習基地，同時也是教師科研課題

來源和產業化基地；企業性質的多元化是指校外基地既有國有企業、外資企業，

又有民營企業，既有汽車電子生產企業、研發方案商公司、檢測事業單位，又有

汽車服務企業，保險、鑒定、評估、生產等與汽車相關的企業。 

 

3.2 總結啟發 
汽電專業通過十年建設，不斷發展、調整和創新，主動適應地方社會需求、

產業市場變化，尤其是針對當前產業轉型、創新驅動和經濟新常態的挑戰，取得

以上一系列成效，總結歸納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去研究探索中國高職複合

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新模式：  

第一，科學制定培養規格和人才培養方案。高職特色在於市場化的專業設置、

地方化的社會服務，隨著當前中國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

家戰略任務的提出，高職教育面臨著人才培養定位、學校使命定位和國家發展職

業教育的目標定位的重大轉折關頭，需要建立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產教深度融合

中高端技術技能人才，來服務人力資源強國和創新型國家建設。高職院校專業可

以根據地方產業升級、經濟新常態特點，瞄準國家戰略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採

取協同行業協會、產業聯盟，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和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社會服

務活動，將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在高層次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進行高層次

複合式創新型應用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探索。 

第二，建立有效運行的體制機制。高職院校專業建設可以通過依託政校行企

四方共建平臺，協同產業聯盟，組建多樣化團隊，開發“三創”專案的形式，產

學研用協同育人，從而實現了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一體化；理、實一體化，形

成了融“三創”（創意、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技術教育為一體的專業教育課

程體系，培養社會、學生、學生家長和業內四方認可的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

才。深職院汽電專業的“知行合一 創用並舉”的產教融合協同創新與育人模式，

詮釋了職業教育學生學習和老師教學的方式、目的和要求，即學生要學知識、學

技術、練技能，關鍵是學以致用，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和實際應用，實現

應用方面的創新。老師教學過程中則儘量要把說的變成看的，把看的變成做的，

強調實踐（行動）導向、能力中心、應用為本、創新為魂，“產學研用”協同式

一體化的體制機制，即，以產促學——以學帶研——以研為用——學以致用。 

第三，構建“一專多能”的課程體系。以整體性的制度設計，確立了服務經

濟新常態和學生可持續發展的複合型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目標，主幹專業著

重培養學生的專業核心能力，同時注重專業能力、職業變遷能力、社會普適能力

和創新創業能力的複合互補，建立開放、協同育人的運行機制。拓展專業注重培

養學生一定的職業變遷能力，各類複合性課程設置等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普適能

力和創新創業能力，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和長期發展潛能。完成教學計畫規定的

學分及考核要求，學生可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拓展專業證書、職業資格證書、

職場英語等普適性技術技能證書。 

第四，突出創新創業的“雙創”能力培養。以培養創新創業精神為根本，以

提高創新創業綜合素質為核心，以強化創新創業實踐動手能力為重點，以市場化

能力為突破和檢驗，以可持續的良性發展機制為保障，全方位立體化推進創新創

業教育。建立健全創新創業教育的“三創”專案課程體系，努力培養高素質創新

創業人才，具體措施就是圍繞產業鏈——專業鏈——人才鏈，構建專業協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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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專業創新教育體系，推進創新與應用研究，協同產業聯盟進行協同育人，

具體以產業聯盟為核心的協同創新、協同育人技術路線：樣機測試——技術研

發——標準制定——諮詢服務——檢測鑒定——人才培養，進行高職複合式創新

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探索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複合式創新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

式。  
 

參考文獻 
[1] 2 麥可思人力資源資訊管理諮詢公司.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2009 屆畢業生就

業與能力測評報告》[R]. 2010 

[2]  《全國職業教育工作專項督導報告》 [OL/R ].中國高職高專教育網 

http://www.tech.net.cn/web/index.aspx.2015.9.16 

[3] 岡田武彥. 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M] .重慶出版社 2015.12 

[4] 邱浩 . 汽電專業教學實踐篇——汽電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

踐.2016.1.29  專業總結報告 

[5] Zhu Fanglai, Zhang Qiang.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Education System of 

Practical Talents of China and Germany[J].  Lecture Note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1.11 卷（期）：677-683 

[6] 劉洪一. 產學研用協同育人的理念與實踐[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7] 朱方來. 協同產業聯盟、共育創新人才--以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為例[J]. 深圳職

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3):75-80. 

[8] 崔宏巍 . 多層次協同式實踐教學平臺構建與研究 [J]. 實驗技術與管理，

2014(3):143-146. 

[9] 任源梅. 高職院校大類培養模式對學生工作的影響與對策研究[J]. 深圳資訊

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6）:99-102. 

[10] 麥可思人力資源資訊管理諮詢公司.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2011-2015 年畢業生

就業與能力測評報告[R].2015 

 

Application Oriented i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s the Soul with Creating and Using 

simultaneously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 Major of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Polytechnic   Zhu， Fanglai 

 

Abstract:For the today's modern vocational teaching construction system of the hi

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exist the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problems a

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hallenges of new economic norm. Thro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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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les (FH)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experience, "the unify of knowing and prac

tice and Geating and use simultaneously" is proposed. This mode is suitable for the tal

ent training for high level and innovative techical skills in the chinese higher vocating

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cononic norm of china. 

 

Key words: Talent training mode; composite with high level and innovative 

technical skills talent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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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國際移動力實踐: 
以幼教南向經驗為例 

 
魏宗明 

朝陽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摘要 
國際移動力是未來最重要的競爭力，也是目前大學重要的辦學課題。本文

以推動幼保科系青年學生參與提昇國際移動力相關計畫，而前往東南亞國家的實

務經驗，探討國際移動力的三大內容:專業力、語言力與適應力的實際問題，期

望這些經驗對於未來相關計畫的推動有所幫助，提升幼保科系學生國際移動力，

並銜接海外就業。 

經由文獻分析結果顯示，在專業力方面，臺灣幼教在東南亞極具競爭力；

在語言力方面，臺灣幼教科系學生外語能力必須加強；在適應力方面，臺灣幼教

學生海外適應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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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uture competitiveness.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university. This paper bas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related 

plans, an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partment students go to Southeast Asian 

for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fessional ability, language ability and adaptability abil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professional force, Taiw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udents have highly competitions in Southeast Asia; in language ability, 

Taiw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partments students must strengthen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adaptability ability, Taiw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tudents 

have good adaptability 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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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回顧 1990 年代以來，我國進入另人目不暇給的教育改革時期。在諸多教育

改革主張中，「國際化」一直是個非常重要的主軸。先是在 1999年公布的「教育

基本法」第二條中宣示我國教育目的是「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

觀念……，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

之現代化國民。」(教育基本法，1999)。在國民教育階段也出版「中小學國際教

育白皮書」，確認國際教育的重要性。而在高等教育階段，外在環境部分，由許

多機構進行的世界大學排行運動，內在環境部分，則因生源減少的招生環境下，

「國際化」成為大學無法迴避的辦學議題。在諸多高等教育國際化議題中，開設

全英語授課課程、招收國際學生、培養學生國際移動力、投稿國際期刊、國外姐

妹校交流……等也成為大學常見的辦學策略。在這些與國際化有關的辦學策略中，

國際移動力與大學培養學生核心能力有直接相關，近年來格外受到重視。 

在高度競爭的全球化運動中，各國教育當局都必須嚴肅面對國際化的重大課

題，不管是國際在地化或在地國際化，都是在這一波國際競爭中，無可避免的話

題。近期幾個主要國家均推出追求教育國際化的相關計畫，例如美國「新勞動力

技能委員會」於 2007 春修改幼稚園到中學的課程，期使美國學生未來具有在世

界移動的競爭力，2014 年接著推動「留學世代（Generation Study abroad）」，

彰顯：「國際經驗是 21 世紀履歷上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歐盟、澳洲、日、韓繼

以「新伊拉斯莫斯計畫（Erasmus+）」、「新可倫波計畫（New Colombo Plan）」、「飛

翔吧！ 留學日本」及「韓國人移動計畫（K-Move）」等，希望可以培育青年學生

具備國際移動力。我國教育部在培養青年學生國際移動力方面，包括自 2007 年

起開始推動的學海系列計畫，包括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三大計畫。102013

年 12 月 4 日頒訂「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中更指出希望未來十年我國的人才

能具備「全球移動力」、「就業力」、「創新力」、「跨域力」、「資訊力」、「公民力」

等未來人才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並進一步指出國際移動力乃未來人才首要關鍵

能力，亟需大學教育階段投入相關資源來達成。教育部旋即自 2016 年起開始實

施「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補助大學選送大學生出國進修、實習，藉

以提昇青年國際移動力。 

「國際移動力」(International Mobility)或稱「全球移動力」(Global 

Mobility)，其內容也有不同的解釋，陳超明（2013）認為國際移動力應該包括：

國際視野的專業能力、國際溝通力、跨文化思維與整合能力以及調適生活的能力

等四者。莊坤良（2014）將之區分為「專業力」、「語言力」與「適應力」三者，

教育部在 2015 年推動「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中，則將之區分為「溝

通力」、「適應力」、「專業力」及「實踐力」四者。綜合這些不同的看法，其相同

者包括專業力、語言溝通能力、生活適應力三者，不同者為跨文化能力與實踐力。 

雖然國際移動力一詞的實質內涵無一致標準，但是一些研究已經呈現出這幾年提

升大學生國際移動力的相關計畫已經逐漸顯現出成果。這些研究中，多數集中於

探討特定科系學生的海外學習經驗（例如：宋如瑜，2009、廖玲英，2016），對

於整體推動學生國際移動力的具體策略較無系統性探討，對於目前執行相關計畫

的缺失也欠缺統整性思考，對未來如何使學生國際移動力的培養更貼近其實質內

涵，也較無明確建議。而教育部（2016）「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則明

                                                             
10
 學海飛颺計畫選送成績優秀學生國外進修；學海惜珠計畫選送家境清寒成績優秀學生國外進修；

學海築夢計畫選送學生國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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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指出臺灣青年學生提昇國際移動力有 11個問題必須解決，分別是： 

(一) 英語文能力待全面提升。 

(二) 新住民之母語能力待維繫。 

(三) 第二外語(含新住民語)之人才培育待規劃及師資待充實。 

(四) 國際體驗及學習之方式待多元化。 

(五) 國際觀點之課程待普及。 

(六) 新住民及境外生之力量與資源待整合運用。 

(七) 國際教育合作待強化。 

(八) 海外留學及實習待擴大。 

(九) 接軌國際經貿發展之課程與認證待增加。 

(十) 國際關懷之實踐待加強。 

(十一) 跨境就業能力待強化。 

 

而在這 11個待解決問題中，第二、第三與第六項包括臺灣新住民議題，這

三個問題也點出臺灣新住民主要來源—東南亞的區域重要性，「南進」是推動學

生國際移動力相關計畫時不可忽視的選擇。 

另外，2016年 5月 20日政黨輪替後，執政黨提出「新南向」政策，包括「經

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在人才交流面向

也包括教育，這個以東南亞為前進標的的新南向政策，也鼓勵大學生前往東南亞

地區交流，培養國際移動力。而相較對英美主流國家的瞭解，臺灣對於東南亞地

區國家明顯較為陌生，究竟青年學生在這一波南向政策中，政府雖鼓勵其南向求

學、實習或交流，但是實際推動時會面臨什麼困境？在相關文獻中少有提及。研

究者自 2012 年主持學生前往東南亞國家海外實習計畫，選送學生前往東南亞國

家實習人數累計超過 100人，本文將從計畫推動實務面探討大學生南向出國實習

計畫推動實踐，使未來有意選送學生出國者減少嘗試錯誤次數，提高計畫績效。 

 

二、南向移動，新的選擇 
以往高教學生出國留學，幾乎以歐美主流國家為首選，而這些先進國家也確

實能提供臺灣留學生新的國際體驗與視野。張芳全與余民寧（1999）分析留學生

選擇留學國家的因素包括經濟因素、教育因素、政治因素、歷史和文化因素。而

傳統上，東南亞國家對臺灣學生而言，在這幾個影響留學因素中，也都處於相對

不利的地位。然而，這些原本不利的因素，在近年內已經有所改變，東南亞對臺

灣大學生而言，吸引力不同以往。 

（一）在經濟因素方面 

在經濟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國民所得高低、雙方經貿往來額度等，東南亞國

協國家在近年來經濟狀況不同以往，以印尼為例，2016 年國民生產毛額為世界

第 8名，經濟實力不容小覷。經濟因素對臺灣學生的吸引力增加。 

（二）在教育因素方面 

在教育因素方面，主要是指留學成本及學生在學率等因素。東南亞國家中，

新加坡在近年世界大學排名成績比臺灣亮眼，而新加坡高物價，留學成本不低。

其餘東南亞其他國家，相對吸引臺灣學生前往留學程度依舊不高，但是如果是前

往實習或見習交流，則有待更多相關研究來證實。 

（三）在政治因素方面 

政治因素指政治穩定度及是否有邦交，臺灣邦交國少，國際參與向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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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南亞國家中沒有正式邦交，而東南亞政治情勢偶爾的不穩定狀況，也相對不

易吸引臺灣學生前往就學。 

（四）歷史和文化因素 

歷史和文化因素常和是否被其殖民統治或者同文同種有關，東南亞和臺灣的

歷史文化因素，隨著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增加，新臺灣之子有一半東南亞血統，

歷史文化因素和臺灣逐漸拉近中。 

綜合上述四項影響臺灣的大學生留學因素進行分析，可以發現東南亞對於台

灣而言，在經濟因素與歷史文化因素 2項有顯著的改變，加上臺灣生源減少，東

南亞也是大學海外招生重要來源地區，再加上政府政策鼓勵，教育部「提升青年

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中明確指出 3項新住民相關問題必須解決，鼓勵大學生出

國前往東南亞進行海外學習、實習等交流活動，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新契機。 

諸多研究均呈現出南向出國的大學生對於南向交流、實習均抱持正面肯定的

看法。在針對南向的幼保系學生之研究方面，魏宗明（2013）以幼兒保育系參與

學海築夢海外實習計畫的 11 位學生進行訪談，從國外學前課程規劃以及實習期

間異國文化體驗兩個面向來呈現其海外實習經驗，研究結果發現東南亞國家幼稚

園課程與教學規劃方面，雖然傳統分科教學與主題教學兩種教學模式都有，但臺

灣幼教師在學前教育專業佔有明顯優勢。廖玲英（2016）針對 9位幼兒保育系參

與海外實習計畫學生進行海外實習適應研究，發現學生不管在工作適應、人際互

動適應或生活適應等方面，都表現可圈可點，學生給予海外實習計畫正面的評

價。 

 

三、提升國際移動力實踐之道 
以下將由大學生南向經驗來針對「專業力」、「語言力」與「適應力」三個國

際移動力內涵分別提出具體實踐之道。 

（一）專業力：臺灣幼教在東南亞極具競爭力 

提昇青年學生國際移動力與單純旅遊不同之處，在於國際移動力是建立在青

年學生本身在大學所學的專業力基礎。而專業力並非只是為了臺灣本土市場，「立

足臺灣，放眼全世界」一語道盡在國際人才迅速移動的全球人力資本高度競爭市

場環境下，青年學生具備的專業力是紮根本土且看向世界的。以學前教育為例，

臺灣 20 年來陡降的生育率，雖然使學前教育出現量變而質變的情形，量少質精

的發展，前往海外實習的學生也認為他們在台灣學到的幼教專業在前進東南亞時，

有極高的競爭力(魏宗明，2013)。 

這些競爭力一部份來自國內幼教專業的系統性培養政策，幼教、幼保相關科

系學生在校期間的教保核心專業課程 32 學分，加上一些重要的教保模式在國內

發展頗為成熟，例如強調統整教學的主題課程模式，自 2006 年開始推動的公私

立幼兒園輔導計畫推行後，被多數幼兒園採用等等。另一部份的競爭力起因於東

南亞國家對於華語人才、華語教學的需要，臺灣幼教專長青年學生剛好符合東南

亞對華語幼兒教師人力的需求，新加坡連鎖幼兒園來台尋找幼教人才，每月起薪

55K，更是媒體報導的焦點(李宗祐，2014)。青年學生前往東南亞實習期間的專

業表現，使得東南亞地區學前教育機構願意提供食宿接待具備幼教專業的臺灣青

年學生前往，甚至提供生活津貼提高學生前往實習的誘因。 

由專業力來考量國際移動力的養成，需要注意兩個向度，即青年學生的專業

力基礎以及到國外期間的專業力實踐。在專業力養成基礎部分，一般而言，大學

三、四年級是相對較為成熟的階段，大一、大二的專業力相對較為薄弱，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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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學前教育機構普遍較為歡迎大三、大四幼教系學生前往。在專業力實踐部分，

係指學生在國外期間能否展現其專業能力，且該專業能力又符合該地所需？以幼

兒教育相關科系學生而言，南向東南亞國家實習時，是否可以在教育行政、課程

與教學、班級經營等方面表現出適合該地的學前教育專業能力，實為整個計畫中

最重要的考慮項目。經由歷次實習成果發表會及各次行前說明會，可以促進學生

對東南亞學前教育的瞭解，使其在前往東南亞國家前做好周全的準備。 

（二）語言力：臺灣幼教科系學生外語能力必須加強 

普遍而言，英語能力是臺灣學生出國最必須加強的。不可諱言，東南亞國家

的英語能力普遍高於臺灣青年學生，因此，即便臺灣青年學生對於印尼語、馬來

語完全陌生，但是好的英語能力確實非常有助於其在東南亞國家實習期間的實習

生活適應。特別是當東南亞國家學前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主管無法使用華語溝通時，

使用英語溝通就成為非常必要的能力。 

雖然東南亞地區能使用華語溝通的華僑人數眾多，部分實習機構人員可以完

全使用華語溝通，但是臺灣幼兒教育系學生的英文能力普遍有待提升，英文能力

較佳的青年學生確實有比較高的出國實習、交流機會。英文能力不易速成，長遠

來看，學生進入大學後就應該有計畫的選修、自修英文，使大三、大四時具備英

文溝通能力，這對於參與提升大學生國際移動力相關計畫非常有幫助。目前臺灣

各大學對於學生畢業門檻中的英語能力雖多所著墨，但是對於提升整體幼教服務

人員的英文能力，尚無顯著績效。如果現階段強硬以英文能力做為學生參與出國

實習、研修、交流計畫的唯一重要指標，對於為數較多的技職校院體系學生來說，

反而可能造成排除的效果，學生無法參與相關重要計畫。 

（三）適應力：臺灣幼教學生海外適應力佳 

適應力是青年學生在國外生活的基礎，包括與個人專業領域直接有關的工作

適應，與當地人民互動的人際關係適應，以及與日常生活食衣住行育樂有關的生

活適應等。培養青年學生國外的適應力，必須及早在出國前即加以培養，例如開

設多元文化課程提供學生多元文化視野，理解國外生活文化條件，欣賞異國文化

發展。而召開行前說明會也能使青年學生以更貼近實際需要的方式來進行出國準

備。 

臺灣青年學生在國外期間的生活適應除了取決於自身的生活環境適應能力

外，接待機構主要負責該項業務人員如果精通華語溝通，甚至是臺灣人海外就業

者，則對青年學生在國外期間的生活適應情形有非常重大的幫助。然而彼等對於

臺灣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相關計畫並不熟稔，國內計畫主持人需要多次與其

溝通，雙方如果有持續的合作關係，則後續計畫之推動相對穩定。 

現行臺灣教育體制內對於東南亞國家之地理與歷史文化欠缺通盤瞭解，出國

前青年學生常以刻板印象由臺灣看世界，對於東南亞國家的認識流於片面、資訊

不完整，以為東南亞國家是落後地區，甚至有些家長對於子弟將前往東南亞感到

不安。另一方面，因為東南亞國家位處赤道熱帶氣候區，氣候條件與臺灣不同，

前往實習學生容易罹患感冒、腸胃不適等疾病症候。至於飲食方面，青年學生多

數抱持「嘗鮮」心態，並無太大適應問題。 

除了由專業力、語言力與適應力三者外，提升青年學生國際移動力的具體做

法不能忽視青年學生入境他國海關的簽證問題，這也是臺灣青年學生在南向體驗

時，最為不確定的因子。主要是臺灣本身國家定位不明，在國際社會上並未享有

主權獨立國家該有的地位，青年學生前往東南亞時如果係以實習等非旅遊方式辦

理入境他國，除了簽證費用不低外，尚必須國外接待交流機構出具正式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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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觀光旅遊方式入境，雖然可以享有觀光免簽優惠，但是停留時間僅有一個月，

若預定停留時間超過一個月，則辦理延長簽證時，費用以及延長簽證繁複，對於

接待機構而言，是一個有壓力的工作。以入境印尼為例，因為延長簽證辦理不順

利，發生接待機構購買機票供臺灣學生一天內由印尼往返新加坡之情事。這問題

凸顯出臺灣學生出國學習時，外交部並無發揮積極協助角色，任由各校自行承擔

入出境簽證事宜，使得南向前往東南亞實習、交流學生面對他國不確定的入出境

政策，進出他國海關如坐針氈。 

 

四、結語 
國際移動力是未來全球競爭激烈環境下最為重要的競爭力。雖然 2016 年才

正式推動「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但是學海系列計畫已經推行多年，

且已經獲致初步成果，多位前往海外實習表現績優學生也順利於畢業後前往海外

就業，使得臺灣就學與海外就業可以直接連結起來，達成移動人才培育目的。 

依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學前教育專業在東南亞確實有其競爭力，而東南

亞也需要華語幼教師資，最近 5年內臺灣每年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畢業生前往新

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任職者也為數不少。從國際移動力的專業力、語言力、適

應力三個角度來探討，目前相關計畫的推動雖累積不少重要成果，但是實際推動

計畫時所遭遇的一些實務問題非常值得日後推動計畫者參考。在專業力方面，臺

灣幼教在東南亞極具競爭力；在語言力方面，臺灣幼教科系學生外語能力必須加

強；在適應力方面，臺灣幼教學生海外適應力佳。最後，整體而言雖然幼教新南

向尚有極大潛能，但是外交部如能統籌協助簽證問題，則面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海

關多變的簽證策略，相關計畫可以更穩健順利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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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創新創意創業加值能力的提升，是一種綜合能力的培育。整合相關資源有效運用，

是大學幫助創新教育最重要的步驟，創新價值鏈就可以在有效的資源支持中持續

發展。以創造力價值鏈為理論指導，可以建構大學創新創業教育的發展藍圖。本

研究首先經由文獻探討，分析大學校院的創新創業教育的目前情形，發現創新課

程、創業競賽、與社團活動對創新創業能力加值有正向影響；而本研究再加上資

源理論的分析，對參與創新創業學程課程的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創新創業課程對於學生在動機、經驗與未來生涯規劃，具有顯著影響；而學校提

供的有效資源，對於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加值亦陳現顯著地正相關影響。 

 

關鍵字:創業教育、創造力價值鏈、創新 
 

Research on the Value-added Affecting 

Factors for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Weng,Wen-Pin
1、Ji,Yu-Sin

2
 

1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2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unghw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wen@mail.lhu.edu.tw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can be sustained with the efficient 

integrated resources. First,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put forward some items to d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and social activity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Base on this results with accede to effective resources from resource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study, the study develops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urs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 course has obvious effects in motive, experience and career pla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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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University provides the effective resources are reveal 

positive correlation.  

 

Keywords：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Value Chain of Creativity, Innovation 

 

一、前言 
1.1.動機與目的 

創業教育需要理論與實務進行結合。創新創意與創業教育，近幾年來受到

重視，創業也成為政府振興經濟的利器。龍華科技大學近年透過三創學程推動，

引導學生創新創意發展，然而對於推動三創之加值能力成效，仍未有整體性之建

議與討論。站在學校幫助學生學習發展之概念下，有需要針對各項可能的影響因

子加以了解，以成為學校未來規劃發展之重要參考資料之一。因此本研究針對這

些年來校內外教育資源，對於增進龍華科技大學學生三創加值能力之實際效果進

行客觀分析，研究成果可提供未來創意創新創業教學與投入關鍵資源參考。 

 
二、文獻回顧 

2.1 創造力價值結構的循環 
   人類與社會的發展主要是靠不斷地創新求得進步，賴炎卿(2016)認為：創意、

創造、創業與創新這個循環過程，透過創造力的作用，使得每個階段持續產生增

值。所謂的創造力價值結構就是以創意、創造、創業、創新為四大主體，週而復

始地循環發展。 

 

2.2 創造力價值結構中的知識分工與能力特點 
    創造力價值結構上的各階段間存在著知識分工、分享與協同合作的關係。創

意階段是將概念、問題或需求外化為具體、可說明、可分析的邏輯性連結。重點

在於將原創增加價值。在此階段中，需要具有豐富的想像力、構思力及表達力、

文化特徵的融合力，以及藉由明顯的知識佐證，合理地將隱性知識敘述表達。 

    創造則需要借由技術、製程、設計等方式，將合理的邏輯性架構，進一步轉

化成可以看得到的應用產品。這是將創意與實用價值連結的重要階段。重點在於

將顯性與隱性知識融合，同時並強調知識應用能力和實務操作能力的展現。 

    創業階段則著重於將產品商業化、量產化，以產生經濟效益為優先考量。因

此要求的是對於商業模式的理解、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需要具備行銷、推廣、

協調、合作、執行之能力。這個階段仍需要顯性與隱性知識的融合。創新則是融

入新創意於產品中，並以追求工業技術、商業模式、思維創新增值等過程，提高

新創意產生的價值。創造力在此階段的影響，主要是透過敏銳的觀察力、批判性

思考的能力以及分析能力，將整個階段的隱性知識加以串聯。 

 

2.3 創新教學與創業教育 
2.3.1 創新理論 

創新理論最早在1912年由美籍奧地利人，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 Joseph 

Schumpeter(約瑟夫‧熊彼特，1912)教授提出，他認為「創新就是存在某些的差

異」（Innovation is something different）。Schumpeter並將破壞性創造，在

其1942年所發表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書中，說明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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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指出：「創新」不等於技術發明，只有當技術發明被應用到經濟活動

中，才能成為「創新」。Schumpeter的創新理論，明確指出創新在於： 1、開發

新產品或改良原產品；2、使用新的生產方法；3、發現新的市場；4、發現新的

原料或半成品；5、創建新的產業組織。 

創意與創新最大的不同是：創意不等於創新，除非這個創意能滿足客戶的

潛在需求(desirability)、在現行技術與資源可以實現(feasibility)、能夠上

市獲利(viability),也就是具有商業價值的創意才叫做創新。因此，劉常勇（2002）

指出：創新即是將研發成果加以商品化的過程。管理大師 Peter Drucker(1985)

曾提出創業與創新的連結上在於：「創新能力是可以培養的，凡具創新能力者，

都有機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創業者。」。因此以培育人才之觀點來看，由啟發創意

一直到創造、創業與創新，都可看出這是一項需要聯貫與持續的培育過程。 

2.3.2 創新教學 

根據 ERIC Thesaurus(2016)的定義，創新教學(innovational instruction)

指的是：引進新的教學觀念、方法或策略，意即運用已發展出的新教學觀念、方

法、策略或工具進行教學。創新教學有兩個層面：一是創意性的教學；一是思考

啟發的教學。創意性教學指的是老師在教學中運用新的方法、策略與過程，使教

學生動活潑富變化，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思考啟發的教學，則認為創新教學

不僅僅在於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還期望能夠引導啟發學生，進行思考、批判、甚

至研究等過程。 

創新教學應以學生為主體。Csikszentmihalyi, M 和 Wolfe, R（2000）運

用系統理論觀點詮釋學生創造力的現象，認為教師是學生重要的創新創意守門人，

顯示學生在創造力的學習歷程中，教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朱采翎（2008）則指

出大學生的創造力是可以經過教學而啟發。 

Gow (2000)認為創新的教學有助於師生打破思考的框架增加學生對課程的

理解。 Simplicio (2000)認為科技發展改變了學習的方式與過程，因此，教師

應使用不同的教學策略、方法及評量的效標與方法。李麗香 (2004)認為：創新

教學是教師發揮創意設計教學方案、運用適當的教學技術、靈活變化的教學方式

等策略，以進行有效教學活動，達成教學目標。 

2.3.3 創業教育 

創業教育指的是幫助學生發展具備創業基本知能的教育。1998 年 10 月，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黎召開的世界高等教育會議提出 21 世紀世界高教宣言中

指出，高等教育應該著重學生在創業技能與主動精神的培養（UNESCO，1998）。 

Robinson 和 Haynes（1991）認為創業教育需要在教學上持續維持學生興

趣，因此需要深入發展創業課程。Hills（1998）則認為創業教育課程發展需要

學校的支持、而創業相關課程需跨系所，而教學需要以經驗做引導。劉文龍（2001）

亦指出創業教育應重視與業界的合作、並設立常設組織以幫助各項創業教學資源

發展。 

因此綜合近年創業教育的發展特徵，大致上可整理如下：(1)獲得學校的支

持。(2)跨科系支持的教學規劃。(3)透過學程、社群推動。(4)在教學上，以經

驗引導方式進行，以幫助學生學生持續產生興趣。(5)與業師進行協同教學。 
 

三、研究方法 
以培育人才之觀點來看，對於創新與創業的議題，由啟發創意一直到創造、

創業與創新，都可看出這是一項需要聯貫與持續的培育過程。而前述創造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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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循環的持續，更需要學生在創新創業學習上，能順利將知識、能力串聯與融

合；因此，針對學生學習創新與創業能力加值之影響因素，有需要透過研究加以

了解。此外部分國內、外大學的創意創新創業教育的發展已具相當規模，因此本

研究亦將國內、外大學的教育現況加以整理並分析討論。 

 

3.1 研究方式與重點 
國內、外各大學在三創教育有各種型態的發展，對於學生在接受過這些創

意、創新、創業等教育課程後，是否能有助於學生在創業上的加值力提升，則需

要加以分析討論。因此，本研究之重點在於：(1)分析國內外優質三創教育之概

況。(2)龍華科技大學三創教育與資源提升創業加值力之重要關鍵方向分析。(3)

提升三創教育學生學習動機之分析 

 

3.2 問卷與訪談方式 
本研究採用問卷分析法和探索式非結構訪談法。透過分析問卷，結合訪談

調查，進行本研究之結果與討論。 

 

3.3 研究範圍 
3.3.1.研究對象: 

本研究除國內外實施案例外，以龍華科技大學教授與學生為主。 

3.3.2.研究內容 

本研究針對提升加值力教育發展上的問題進行討論，經問卷、歸納後之結

果分析可作為推動三創教育針對加值力的參考。 

3.4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問卷、訪談對象，以龍華科技大學參與三創課程之師生為主，因

此僅 16位老師與 145位學生為問卷、訪談對象。 

 
四、結果與討論 

4.1 國外大學 
創業教育在其他先進國家已發展的頗具規模，部分學校也將創業教育視為學

校發展的重心以及建立競爭優勢的強項教育。由於國外推動創業教育多數被列在

商學領域中，因此本研究選擇在 U.S.News 在 America’s Best Graduate School 

2017（3月 16日，2016 年）的 Business Specialties：Entrepreneurship 排

名中依序為百森學院(Babson College) 、史丹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哈佛

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等重點學校討論說明。 

4.1.1 百森學院(Babson College) 

百森學院為 1978 年第一個成立創業教育的學術機構，該校透過課程的學習

訓練，使學生於畢業即可將其所學應用。其創業教育課程的最大特色是個案討論、

示範教學、自由組隊，分組討論等方式進行。同時非常強調實作體驗。此外，百

森學院非常重視創業家精神的養成，尤其是要學生發揮「探險」精神，探索分析

各種可能。「創業」就像在黑暗中探索，這是百森學院給年輕創業家的重要課程，

忍受挫折、學習應變、更要有往前行的堅毅精神。 

若由近年來的創業課程發展，分析百森學院的創業教育發展類型，屬於以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E) Ecosystem（創業家精神生態系）的方式來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business-schools/fw-olin-graduate-school-of-business-01105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business-schools/graduate-school-of-business-01028
http://grad-schools.usnews.rankingsandrevi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top-business-schools/business-school-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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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創業型大學：課程上則以實作行動為核心進行創業學習。 

4.1.2. 史丹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2015年 5月史丹佛大學人文暨科學院院長 Dr. Richard Saller來台分享丹

佛大學近年的創新創業教學。他強調「跨領域思維是創新教育核心」。Saller院

長指出：創新思維的培育關鍵在於通識化教育而非專業特定技能的養成，通識化

的教育使得學生俱備多樣知能技術與多樣化的經驗，有助於創業精神的養成。

Staller院長指出，史丹佛大學在學校制度面的創新部分，尤其是七大學院課程

的規劃與安排，都是強調跨領域知識的連結與整合。史丹佛大學將「獨立實驗室」

作為各專業學院的節點，鼓勵教師跨領域合作進行學術研究。而且在人才聘任上

強調多元，將史丹佛大學建構成各背景師生、社群、學科學習交流上的友善創新

環境。 

史丹佛大學近年的創業課程發展類型，屬於深化與企業的連結，讓學校創業

學習系統與矽谷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結合發展，引入創新學校學習體制，以育成跨

領域整合的創新人才。其教學特色整理如下：(1）將設計思考的概念與策略融入

課程設計中。(2）史丹福大學本身即是一個育成生態系統。除了使新創事業進到

研究園區，同時校方與矽谷創投，共同合作發展育成與技轉，強化與產業的關係，

其後續綜合效益在教育學習的啟發展現，就在於激發校園創新與新創氛圍。 

4.1.3.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近來哈佛的創業課程著重在提升創業能力、學生創業與女性創業。若以大學

中的商管學院為課程設計發展核心，哈佛大學的課程發展類型屬於內容高度系統

化與專業化，著重創業知識庫的建置與跨學科應用。近年來針對創業教育的發展

重點如下:(1）聚焦創業管理建立完整的資料案例庫，提供良好的學習研究環境。

(2）入門基礎課程著重於設立新公司時所需要的技巧和知識深化教學，並將其應

用於新創事業發展。(3）創新採用功能導向式的教學方法於傳統專業理論課，例

如心理學、統計學等等課程，都能應用在商業上，擴散學術研究的應用廣度。 

 

4.2 國內大學 
4.2.1.國立臺灣大學 

教育部陳良基次長指出，臺大創意創業學程發展的重要關鍵，是打破行政教

學僵化體系，創造跨領域對話機制。臺大師法麻省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發展創

業教育的精神，並針對臺灣學生特性，設計了：學群學習、核心課程、工作坊、

專題與企業課程等等以串聯學生的學習，其展現的特色是以培養「T型人才」作

為主軸，強調創新人才專業能力與跨領域合作能力並重，而在學程的設計上，則

是聚焦跨學院未來共同所需要的技能。 

臺大自開辦創意創業學程後，透過建置與強化創業網絡，投入創業空間、諮

詢與資金等資源，加上交流機制推動，逐步建立系統性的友善校園創業系統。2015

年 9月「創新設計學院」是在使得校園創新創業教育生態系完備化，除了引領學

習潮流、培養學子創業能力與創新風氣，也提供對創新議題有興趣的教師一個跨

系所領域的舞台。鼓勵師生跨領域動手實作、在面對問題等過程中體現價值創造

之意義，啓發創業家精神。台大期望讓學生具備「可以看到未來世界走向的能力」。

分析國立臺灣大學近年的創業課程發展類型，屬於善盡普通大學責任，著重創業

家精神養成之過程，以新創校級學程之方式，重整校內資源進行創新創業教學，

打造完備的創新創業生態系。 

4.2.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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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於 102 年 9 月開設創業管理學程 24 學分，2 年課程。第

二年仿效百森學院，推動學生在校進行創業。103年 6月引進 i-TEAM program，

i-Team program 源自劍橋與麻省理工學院，其目標在於幫助學生立志，讓夢想

實現。 i-TEAM屬於為期 6個月的培訓，過程中每個團隊，都會經由業師的引領，

進行技術商業化的評估，以了解技術創新產品化的可能性，其過程包含：探索技

術應用領域、產品設計、商業模式規劃。並藉由實際的市場調查、資訊收集，了

解實際市場需求並且提供建議，讓一件件的技術產品成功邁向商品化，更能將市

場反應與回饋傳遞給技術開發的實驗室，作為下一階段開發的參考依據。 

分析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近年推動創新教育的情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將推動

創業教育，視為長期計畫，在質不在量，無法短期見效，也理解最重要的是要讓

學生深刻體會對創業的認知，讓學生想清楚為什麼要創業？憑什麼創業？而不是

把創業當流行盲目追求。其創業課程之發展規劃，屬於透過發展學程深化創業知

識，落實創業育成輔導機制，培育青創團隊。 

4.2.3.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歷年校友的傑出表現，在國內有 10%的上市上櫃公司的董

事長或執行長，皆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校友，這是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在實施創

業教育的優勢。由於該校是以企業家搖籃為教育目標，因此在推動創業教育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也以厚實的技術能力、以及建構健全的創新與創業訓練為該校

創業教育的核心能力指標。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建構成為一個充滿創新與創業分為的希望基地為自許。

在創新創業力之培養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強調創業整合與適性發展。其中創業

管理課程，學校提供實踐舞臺，讓學生參與跨校競賽。設計思考課程，透過了解

觀察協助學生理解使用者心理培養同理心。並綜合使用者需求以及洞察的透過對

定義的了解讓使用者的需求以及發展洞察力能夠在課程中落實，最後再經由腦力

激盪提出多元構想，隨後進行原型創建，這是一個屬於較為粗糙但能夠迅速傳達

創意者想法的一種設計過程，最後進行測試修正以形成最後的設計產品。 

分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在近年來的創業教育類型，屬於務實致用的教學與學

習方式，一步一腳印發揮優勢，達到創業的基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在務實面的支持，將創業教育由學生教師學校校友以及資源上獲得

充分的連結這是一項創新的作業，值得學習。 

 

4.3 問卷分析 

本研究針對接受創意、創業、創新與專利相關課程教育之學生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然而在資料蒐集方面，由於顧及個資問題，本研究無法取得全面名冊作系

統性的機率抽樣，因此問卷採樣以課堂發放、電話訪談，共收回問卷 84 份，扣

除無效問卷，總計實際有效問卷 78 份，其中大二學生為回收問卷之多數共計

45份。 

4.3.1 信度分析 

為了解問卷調查的可靠性，本研究以 Crobach’s α 作為主要的信度檢驗

指標，當 Crobach’s α 係數值越高，代表量表的內容信度越高。由表可見本

研究衡量構面之 Crobach’s α 係數皆高於 0.7，因此本研究的信度應屬良好

範圍。 

4.3.2效度分析 

本研究問卷根據相關研究、校方資料進行問卷問項的擬訂，同時本研究亦進



47 
 

行前期問卷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重新針對問卷內容修訂後始進行正式問卷的

發放，因此研究問卷符合內容效度之要求。 

4.3.3 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教育面的課程、競賽與資源面。取主要成分進行皮爾森（Pearson）

相關分析。由分析結果可知，課程提供創意、創新、創業相關知識，學校提供創

新創意創業的交流平台，以及獲得學校創意創新創業之經費補助、獎勵，對於學

生的動機、經驗與規劃，都有高度相關；課堂上的創業案例學習、參與創意、創

業競賽、以及曾撰寫創業計畫書，都會累積經驗；加入對創業有助益之社團對於

「創業動機」有高度相關作用。 

隨後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數據分析，透過 F 檢定進行，藉由顯著性

Crobach’s < α=0.05，探討依變數與自變數間是否具迴歸關係。由教育面作為

自變數的三個子項分別與依變數成效進行迴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就動機面來

看，在課程中提供創意創新創業相關知識，曾加入對創業有助益之社團，對於創

業動機具有迴歸關係，因此創意創新創業課程，可幫助學生獲得相關訊息，過程

中在學習上引發學生興趣，透過討論幫助學生提出創業構想，這是創意的動機引

導；曾參加社團，則屬於學生自發性的參與，因此可發現在創業動機的迴歸上，

獲得顯著結果。就經驗面來看，在課程中提供創意創新創業相關知識、課堂上有

創業案例學習、參與競賽、曾加入對創業有助益之社團、曾經由社團獲得技術性

之知識、能力，以及由社團獲得增進人際關係之能力，顯示在創業經驗的累積上

有顯著性的幫助，因此也可得知創業教育的提供也對應出學生的需求。由規劃面

來看，在課程中提供創意創新創業相關知識、創業案例學習、對於學生生涯規劃

具正向的迴歸關係；課程面對於創業的規劃呈現顯著，顯示課程中的學習，包含

創業規劃、生涯規劃以及未來進入職場的規劃與課程的聯結，如果和參加競賽、

社團等活動比較，可以說是呈現了知識學習以及觀念引導的重要，但是這是一個

相輔相成的作用。課程中的活動對於學生是呈現規劃的正向作用。因此，就教學

面來看課程學習、參加競賽、參加社團都是學生學習創新創意創業的重要學習因

素。 

若將資源面作為中介變數，進行迴歸分析，可以得知，不管是在有形資源或

無形資源上，對於成效面皆具有顯著效果，因此對於學校提供有形資源，也就是

說具體可見到之硬體設備補助以及服務，包含對於提供創新創意創業良好的環境

空間以及設備、經費之補助、包含參加競賽後之獎勵，對於提昇學生在創意創新

創業之增值上，都有良好的正相關。而無形資源方面，學校的鼓勵老師的支持同

學們互相激勵以及學校辦理創意創新創業相關活動，包含學習以及交流都能夠幫

助提升學生的能力。 

研究結果指出，在提升學生在創新創意創業的能力加值上，針對教育面的課

程、競賽與社團，發現課程中提供的知識，對於學生在經由創新創意創業之學習

中，引發創業動機、累積創業經驗，融入生涯規劃上，問卷顯示這樣的加值教育

規劃內涵，具有正面的作用且可幫助學生；在創業案例的學習、推動學生參與競

賽，以及由參與社團活動中獲得技術、人際溝通關係能力，對於學生在技術經驗

的學習有提升，但是對於創業動機的引發影響較小。顯示創業增值上引發的動機，

是需要課程學習理論的支持與結合；學生基於興趣、自發參與的社團，對創業成

效的三個面向都有顯著的支持。 

另一方面，創業資源的投入，不論是有形或無形的資源，都能提供學生在學

習、累積經驗以及未來生涯就業規畫上，給予有效的支援。學校教育單位需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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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強化支持。學生畢業後，不免要走入社會，審視現行的教育體制，面對未來

實際面的需求，我們在理論的教導學習外，更應該讓學生具備累積經驗、實際操

作演練的空間，這就是為學生增值教育時，實際連結理論與務實的行動作為，才

可能讓學生的創造力得以發揮。 

 

4.4 教師訪談 

創業教育的實施對象主體制學生。以教學單位在增進學生創意創新創業能力

上，基本可分為以下幾個工作重點，(1)著重於創新的教學，強調的是各項引導

學生創意創新創造與創業知識的各種教學方式 (2)增進學生進行技術與服務上

所需要的研發能力，包含理論與實務 (3)透過產學合作將學生的學習與企業連結，

並透過與環境、經濟與社會發展之知識與經驗傳遞，為國家與社會，豐沛人力資

源。因此對於培育創新人才的學校老師的觀點，或者提出的看法必須加以重視。 

以下謹就接受訪談師生指出需加強的重點說明： 
 (1) 加強跨領域師生專題製作合作：學生於創新創意課程中經常會產生跨

領域之創意主題，如可建立跨領域師生專題製作，將有助於學生實踐創意構想。 

(2) 強化學生程式設計能力：學生的創意構想中有不少與手機 APP相關，如

學生具有程式設計的概念，可與資訊專業人員充分溝通，有利創意構想實踐。 

(3) 歸納績優學生興趣及人格等之共同特質做為未來選才之參考：龍華科技

大學於低年級及高年級開設「興趣與職涯探索」及「職涯分析與規劃」全校必修

課程，課程中已針對學生進行多種興趣與人格特質之量表施測，如可針對競賽獲

獎等績優學生進行興趣及人格進行歸納，如可收斂成共同之特質，將有助於未來

選才及資源挹注之參考。 

(4)盤點資源，聚焦重整，打破院際，互相分享：此部份可降低個別本位主

義，並能激發師生共同為學校的發展而共同分享與努力。此外，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落實創新創業教育共同交流平台的暢通運作有其需要。在校內對於推動

創意創新創造以及創業的教育，需要的有形的硬體建設必須完備，包括:創意創

新創造創業等學習設備、環境空間、經費補助以及餐與競賽後的獎勵。 

(5)長期支持才能深化：涉及創新的教育不是尋求短暫效益，不是短期績效

顯現就完成任務，這是一系列的人才培育活動。每年都有新的人才要接受培育，

每年都需人才展現成果，尤其老師除了上課指導學生之外，也必須與企業做充分

的連結。創新的課程與產學合作、建教合作等等，與企業連結的所有作為，應該

視為長期推動，且能有固定的資源可資運作。 

(6)強調實務教學型的科技大學，仍需要創新技術與服務能力的支持為基礎：

重視教學的科技大學，仍需要具備縱深的技術創新與服務能力的提升，以便能在

活化的創新教學與重視產品經濟的企業間，扮演好一個知識與實務技術傳遞的教

學型大學。 

 

五、結論 
本研究針對龍華科技大學增進學生創新創意創業加值能力之各項方法進行

分析。透過問卷、訪談以及整理相關資料得到以下重要結論： 

1. 創新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對於創業加值能力提升，應以學生觀點思考。 

2. 借鏡與了解國內外大學校院較佳推動方式，擇優融合成適合本校之創新創業

教學特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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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業加值教育最重要的地方，在於要將與創造力價值鏈上各區塊相關的資源

開展。而基於創造力價值鏈的創新創業教育平臺的結構設計包含創業教育主

體、創造價值鏈、資源平臺和創新環境四部分。這個創新大學校院創業教育

平臺構建的相關策略包括: (1)確立以創造力價值鏈為內核心的創業教育目標

和理念。(2) 建設有效的創業服務平臺以發揮調配作用。(3) 構建大學校院

間創業加值教育的協同合作機制。(4) 建立有效的創業加值教育評價體系。 

3. 就學生創新創業能力加值影響因子之分析顯示：創新教育課程提供三創相關

知識，學校提供交流平台，以及獲得學校經費補助、獎勵，對於學生的動機、

經驗與規劃，都有高度相關；就引起學生動機分析，課程的知識，參加社團，

幫助學生學習上引發興趣，在創業動機的引導上，獲得顯著結果。學生得以

累積創業經驗，提供三創知識、創業案例學習、參與競賽、參與社團、由社

團獲得技術性知識、能力、增進人際關係，都在創業經驗的累積上，有顯著

性的幫助。課程規劃面呈現知識學習以及觀念引導的重要。 

4. 在學校及教師的支持上，不論是有形資源或無形資源，對於創業成效都有顯

著效果。包含提供創新創意創業良好的環境空間以及設備、經費之補助、以

及參加競賽後之獎勵，對於提昇學生在創意創新創業之增值上，都有良好的

正相關。無形資源方面，學校的鼓勵，老師的支持，以及同學們互相激勵以

及學校辦理創意創新創業相關活動，都能夠幫助提升學生的創業能力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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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我國“大旅遊”人才培養需求的旅

遊實驗教學體系研究 

 
于平 

（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北京，100101） 

 

摘要 
中國旅遊業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從傳統的單一旅遊產業轉型升級為具有綜

合要素的“大旅遊”產業。從旅遊學的角度來看，“大旅遊”是一種立足旅遊看

旅遊的概念，即以旅遊業為主導，多產業交匯融合發展。“大旅遊”概念的提出

將旅遊產業延伸到全產業鏈，強調了旅遊產業的綜合型、關聯性和帶動性。北京

聯合大學根據旅遊行業對大旅遊複合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經過近十年的探索與實

踐，確定了“高端前沿、設施一流、資源分享”的實驗教學中心建設理念和“面

向旅遊全產業鏈、產學研合作開發、智慧景區模式設計”的建設思路，構建了適

應“大旅遊”人才培養需求的“三平臺，四層次”實驗教學體系。結果證明，這

種創新型的實驗教學體系極大的提升了高端旅遊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品質，取得了

顯著的實驗教學效果和豐碩的實驗教學研究成果。 

 

關鍵字：大旅遊；人才培養；旅遊實驗教學體系 

 

Studies of Tourism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on the context of 

“Macro-Tourism” talent cultivating 

requirement 

 
Yu, Ping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fter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has been transformed 

and upgraded from a traditional single tourism industry to a "Macro-Tourism" 

industry with comprehensive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the 

"Macro-Tourism" is a kind of concept which is dominated by tourism and integrated 

with multi-industry the concept of "Macro-Tourism" will extend the tourism industry 

to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and emphasize the comprehensive of tourism industry. 

After nearly 1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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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quirements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Macro-Tourism”, constructed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with the concept of “Three Platform, Four Layer”.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vel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create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of tourism talent cultivation as well as academic research 

of practical teaching. 

 

Key words：Macro-Tourism, Talent cultivation, Tourism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前言 
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的旅遊業從傳統的單一旅遊產業轉型升級為具有綜

合要素的“大旅遊”產業。從旅遊學角度看，“大旅遊”是一種立足旅遊看旅遊

的概念，是以旅遊業為主導，多產業交匯融合發展的全產業鏈「1-2」，它強調了旅

遊產業的綜合性、關聯性和帶動性「3」。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旅遊業在快速發展

的過程中，必然亟需大量具有一定專業素養的高校旅遊從業人員。然而，與現在

旅遊業快速發展不匹配的是，旅遊高等教育大多沿襲傳統的教學模式，一方面，

旅遊院校重理論輕實踐教學體系的建立，偏向於知識積累而忽略實踐能力的培養

模式，無法滿足旅遊高等教育以實踐為起點的指導方針；另一方面，傳統旅遊實

驗教學內容以傳統的旅行社、酒店、景區管理等領域為主，並未向行業產業兩端

延伸和擴展並與其他產業交叉融合，無法較好地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我校根據

旅遊行業對“大旅遊”複合應用型人才的需求，依託學校“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建

設項目”，秉承“高端前沿、虛實結合、資源分享”的建設理念，建成了特色鮮

明的多專業、多技術、多領域交叉融合、多角度虛實互補的適應“大旅遊”人才

培養需求的旅遊實踐教學體系，以期能夠培養出更多具有旅遊與資訊、與文化、

與經濟學科交叉知識與能力結構的複合型人才。 

 
一 我國高校旅遊人才培養現狀 

旅遊業是我國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據世界旅遊組織（UNWTO）發佈，中國

2015年的國際遊客到訪量在全球佔據第四位。與之相應,我國旅遊高等院校的發

展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截至 2014年底，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和臺灣地區，下同)共有 2419所高等院校和中等職業學校開設了旅遊管理、飯

店管理、旅行社管理等專業。其中，高等院校 1486 所，中等職業學校 933 所。

現有旅遊管理類本科在校生 20 萬人，中職在校生 31.87 萬，另外還有 579 名在

校旅遊相關專業（方向）博士研究生以及 4742 名在校生旅遊相關專業（方向）

碩士研究生。「4」通過以上資料可以看出，我國現在已經逐漸形成不同層次的旅遊

院校為中國旅遊業的快速發展提供和儲備了大量的人力資源的培養模式。然而，

縱觀旅遊界有關我國旅遊人才培養供需錯位、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批評之聲一直不

絕於耳。旅遊人才培養仍存在培養規模不合理、區域分佈不均衡、教育模式不健

                                                             
「1」 侯曉麗，董鎖成，賈若祥，旅遊規劃整合：對“大旅遊”內涵的再認識［J］．旅遊學刊，

2005（4）:43-50。 

「2」 徐琳，董鎖成，艾華，等．大旅遊產業及其發展的影響和效益［J］．地理研究，2007

（3）:414-424。 

「3」 嚴偉.“大旅遊”產業理論及其實踐研究［J］.改革與戰略，2009(2)：139-142. 

http://weibo.com/wto?zw=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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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端人才缺乏、人才外流嚴重等突出問題。「5-6」據有關統計，旅遊專業的大

學本科畢業生畢業後到旅遊行業的還不到總人數的 50%，而兩年後能繼續在旅遊

行業的本科生也只有 40%左右，也就是約有 80%的旅遊專業大學畢業生沒有在旅

遊行業就業，由此導致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7」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現行

旅遊實踐教學體系還不能很好地適應旅遊業快速發展需要，尤其是互聯網+時代

的帶來對旅遊業產生重大影響，而大部分院校對旅遊專業的教學還停留在傳統的

培養模式，這在一定程度嚴重制約了我國旅遊人才的培養。 

因此，如何探索“大旅遊”時代旅遊專業人才培養的實驗教學體系，不斷優

化旅遊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加快培養高素質人才成為旅遊院校的重要課題。世界

旅遊組織教育理事會認為，旅遊教育和研究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因為旅遊

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正在發生改變並不斷對已有的旅遊服務提出質疑。旅遊業正面

臨新的需求:更高的安全度、更多的選擇、更高品質的服務、更高的滿意度,而這

些需求只能通過更好的培訓才能得以滿足。旅遊人力資源素質的高低已經成了決

定各個國家旅遊業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指標,旅遊業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教育和科學

研究的基礎上。 

 

二  “大旅遊”人才培養實驗教學體系 
學校為適應旅遊全產業鏈發展趨勢，密切關注高新技術的發展動態及其在社

會經濟發展中的最新應用，加強實驗教學和實驗教學管理資訊化網路平臺建設，

將教學內容從旅行社、酒店、景區等傳統領域，不斷向行業產業兩端延伸和擴展，

結合學校“大旅遊”人才培養體系，構建了三平臺、四層次以及形式多樣的學科

交叉的教學資源庫的旅遊實驗教學體系。“大旅遊”人才培養需求下的實驗教學

體系要求“全過程、重創新、智慧化”。其中，“全過程”是指開發服務、管理、

行銷、規劃等多類型旅遊實驗專案，不僅包括“吃、住、行、遊、購、娛”等旅

遊業傳統六大要素的相關實驗，還包括旅遊全產業鏈創意、設計、策劃、開發、

新業態等實驗內容；“重創新”是指將實驗內容擴展到與旅遊新業態發展密切相

關的創意產業、文化產業、資訊產業等領域的創新；“智慧化”是指將物聯網、

雲平臺、下一代移動網路等資訊技術與旅遊實驗教學不斷地深度融合。 

 

（一）三大實驗教學平臺 
根據“大旅遊”人才培養體系，我校構建了旅遊實驗教學的三大平臺，即旅

遊管理與資訊化平臺、旅遊文化與展示平臺、酒店與餐飲管理平臺。 

旅遊管理與資訊化平臺。包括智慧旅遊、沉浸式互動、旅遊資源開發與規劃

等 9個實驗室，配備 360度環幕系統、六自由度動感座椅、穀歌眼鏡等國際一流

設施，支援智慧旅遊導論、現代旅遊科技、旅遊資源開發等 15 門實驗課程。典

型實驗專案有數位圓明園體驗、虛擬故宮漫遊、旅遊資源開發案例分析等，極大

地提升了旅遊管理類專業學生應用資訊化技術的能力。 

旅遊文化與展示平臺。包括旅遊文化展示交互、世界旅遊文化體驗、展覽模

擬等 8 個實驗室，配備高清投影機、3D 印表機、圖形工作站等國內高端設備，

支援旅遊文化體驗、北京旅遊、會展市場行銷等 19 門實驗課程。典型實驗專案

有旅遊目的地生態文化系統、北京景點特色旅遊、會展行銷管理系統實驗等，全

方位地培養學生旅遊文化素養和項目策劃、管理及實施能力。 

酒店與餐飲管理平臺。包括虛擬酒店及沙盤演示、酒店運營與分析、食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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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分析等 6個實驗室，配備了酒店資源存儲磁碟陣列、超高效液相色譜—質譜聯

用儀、傅裡葉紅外光譜儀等專業設備，支援了酒店餐飲管理、酒店運營管理、膳

食營養設計等 11 門實驗課程。該平臺注重深化學生的專業知識應用能力，提升

學生酒店服務、運營、管理的技能，使學生在實驗教學中積累深厚的實踐經驗。 

 

（二）四層次旅遊實踐教學體系 
在傳統實驗教學體系的基礎上創建分層遞進的四層次旅遊實踐教學體系，即

認知實踐、專業實踐、綜合實踐、創新實踐，開設包括服務、管理、行銷、規劃

等多類型的旅遊實踐專案，將實踐內容擴展到與旅遊新業態發展密切相關的資訊

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金融產業等專業領域，形成智慧旅遊、旅遊文化互動體驗、

旅遊產品創意策劃等學科交叉、專業融合的大旅遊實踐教學環境，為旅遊管理、

酒店管理、餐飲管理等 10個專業的 45門課程提供實踐教學環境。實現了對不同

年級分層遞進的實踐教學環境設計，突出了旅遊的文化內涵，建設了以現代資訊

技術為手段的高端智慧化旅遊實踐環境，有效解決了大旅遊人才培養實踐環境不

足，滯後旅遊產業發展的問題。 

認知性實踐課程。包括旅遊文化體驗、北京旅遊、現代服務業管理、ACCESS

資料庫應用等 7門實驗課程，包含世界旅遊文化概覽、北京旅遊景點特色旅遊、

客戶關係系統實驗、資料結構基礎等 18 個實驗項目。認知性實踐課程著重培養

旅遊專業學生社會人文科學素養，增強旅遊專業所需的相關理論基礎知識，以及

運用現代資訊技術獲取、處理、分析資訊的基本方法，加深學生對旅遊文化的認

知性理解。 

專業性實踐課程。包括旅遊資源開發、旅行社管理、旅遊市場定位管理、酒

店前廳與客房管理等 18 門實驗課程，包含資源開發案例分析、旅行社管理系統

軟體實驗、酒店客房管理軟體實驗等 42 個實驗專案。專業性實驗課程圍繞旅遊

管理類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訓練培養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和對行業業務流

程的掌握能力，提升未來就業的競爭力。 

綜合實踐性課程。包括旅遊管理資訊化軟體實驗、旅遊企業業務流程再造、

旅遊規劃與開發、旅遊電子商務等 12 門實驗課程，包含 Opera 酒店執行資訊系

統實驗、旅遊景區業務流程、目的地區域旅遊規劃、旅遊管理電子商務系統等

28 個實驗專案。綜合實踐性實驗課程培養學生利用所學專業知識解決行業中所

涉及實際問題的綜合能力，從廣度和深度增強對理論知識的理解。 

創新性實踐課程。包括旅遊景區開發與管理、景區規劃與數字模擬、會展創

意與策劃設計、旅遊科技產品設計與開發等 8 門實驗課程，包含主題公園及特色

街區開發與管理、旅遊與遊憩環境評估、會展設計與品牌策劃、服務管理系統實

驗等 32 個實驗項目。創新性實踐課程注重跨學科及旅遊前沿研究，促進學生知

識交叉、能力拓展，深度挖掘學生的發展潛質，有效提升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業

能力。 

 

（三）多類型學科交叉教學資源庫 
為適應“大旅遊”的需要，我校建立了“智慧旅遊”“旅遊文化互動”等類

型多樣的旅遊教學資源庫，有效解決外出旅遊實踐難以實施，校內教學實踐綜合

性、複合度不夠等問題。同時，為解決旅遊與資訊融合、旅遊與科技交叉類課程

缺少的問題，開發了“智慧旅遊導論”“現代旅遊科技概論”等學科交叉課程，

對我國旅遊的資訊化建設起到前瞻性的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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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了中國 90個 5A級景區（如故宮、頤和園），世界 63個著名旅遊城市（如

倫敦、巴黎、華盛頓等），歐美 12 個高端與特色旅遊項目（如 賽馬、滑雪、攀

岩等）等音視頻的旅遊教學資源；中醫、茶、酒、漢字等文化專題資源；5套超

高清 360度全景虛擬導遊互動教學資源。建設了“旅遊資訊管理系統”“數位景

區成果應用”等先進的實踐教學資源，實現了旅遊與資訊技術，與文化，與金融

等相關產業資源的整合、加工與利用，為培養適應大旅遊產。 

率先開發“智慧旅遊導論”“現代旅遊科技概論”等課程及講義，將現代科

技在旅遊產業中的應用現狀和前景，智慧旅遊、旅遊科技的概念及內涵外延，雲

計算、大資料等最新理論與技術轉化為教學內容，適應了旅遊新業態發展的需要，

為我國“大旅遊”人才培養提供了學科交叉的新型課程。 

 

三 旅遊實踐教學體系的創新點 

 
（一）採用多方調研與科學論證的方法進行旅遊實踐教學體系的建設，

保證了平臺的先進性與前瞻性 
通過實地調研多所知名旅遊院校和清華、北大、北航等重點學校的資訊中心、

網路中心、虛擬實驗室等在資訊化、虛擬化技術系統搭建和研發應用中的建設標

準；深入考察了華為、聯想、IBM等知名企業的硬體設施；與業內專家教授和領

先的 IT 企業、軟體發展商、行業專家等交流，反復論證實驗室建設方案和技術

路線，並在平臺建設過程不斷擴展完善功能。如對沉浸式互動實驗室的銀幕成像、

銀幕形狀、光路等進行模擬與改進幾十遍；對數位互動地球儀平臺觸摸調試改進

達上百次，才達到了預定的高技術標準和實驗效果，為培養創新型旅遊複合應用

型人才提供了技術先進、設施一流的實踐教學平臺。學生使用了旅遊行業中最前

沿的軟體，接觸了行業的最新技術，感受了中西方旅遊文化的內涵，學生在旅遊

創意策劃、旅遊線路規劃、旅遊市場行銷、導遊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全面的提

升。 

 

（二）採用自主研發與企業定制的方法建設旅遊教學資源庫，實現了

旅遊實踐教學資源的綜合性和新穎性 
自主研發了適應旅遊教學需求的實踐教學資源 20 餘套。如在世界旅遊文化

體驗區打造了世界旅遊城市無線數位地球儀觸摸展示系統，系統包括歐洲、美洲、

亞洲等著名旅遊地，如倫敦、悉尼、三藩市、北京、夏威夷、首爾等 63 個。系

統以特製的地球儀為交互平臺，通過點擊地球儀錶面各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在大

螢幕上顯示相應地區的旅遊音視頻及圖文資料。與企業合作定制成熟旅遊軟硬體

50 余套，建立了旅遊資訊管理、智慧旅遊等專業實驗環境；搭建了全景 360 度

沉浸式大場景交互平臺；提供了旅遊文化體驗、景區虛擬規劃、虛擬高爾夫體驗

等虛實結合的實踐教學專案，實現旅遊實踐教學資源的綜合性和新穎性。 

 

（三）採用前沿技術手段與傳統管理模式相結合的方法，顯著地提升

了實踐教學平臺的管理層次與水準 
旅遊實踐教學平臺的管理，特別注重前沿資訊技術的引入與應用，在傳統實

驗室管理方式上，增加了多模式（指紋、刷卡、密碼）認證的安全管理機制，按

照不同許可權提供單一指紋認證、單一刷卡認證或單一密碼認證功能或者任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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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功能的組合認證模式進行管理；在實踐教學中心進出口及整個實踐環境內分佈

了 30個視頻資訊採集點，利用人臉捕捉與識別等先進技術，實現了“智慧景區” 

的真實管理，保障了師生實踐教學活動的安全。這種引入前沿技術手段與傳統管

理模式相結合的方法，顯著地提升了實驗室管理層次與水準。 

 

四、結論 
通過深化實驗教學改革和創新，我校確立的“三平臺、四層次”以及形式多

樣、學科交叉的旅遊實驗教學體系，對提升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培養旅遊複合

應用型人才提供了高端綜合性的實踐環境，更加符合“大旅遊”人才的培養目標，

極大地提升了高端旅遊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品質，取得了顯著的實驗教學效果和豐

碩的實驗教學研究成果，為國家“大旅遊”產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未來平臺還將重點圍繞我國旅遊產業發展的需要，加強建設，繼續探討，在

支撐我國旅遊產業快速發展和“大旅遊”複合應用型人才培養中起到示範帶頭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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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雙創”人才培養的校企合作模

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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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唐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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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 北京 100025） 

 

摘要： 
在以國家戰略層面提出“大眾創業”與“萬眾創新”的社會大背景下，加大

創新創業人才的培養力度和拓寬培養管道迫在眉睫。面對資訊經濟時代，創新創

業人才培養走向社會協同化、開放化、互助化是其發展的必然趨勢，本研究對發

揮校企合作培養平臺優勢，提升辦學效率提出，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路徑，是極

佳的校企合作方式。 

 

關鍵字：創新創業；校企合作；模式研究；人才培養 

 

The research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attern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Liguo Liu, Fubin Yin, Shaoqing Tang 

(Business Colleg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5) 

 

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put forward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a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intensify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nd widen the channel of the training is extremely urgent. Facing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conomy, i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to social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the advantage of the plat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nning a school, put forward the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s an excellent way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research of patterns;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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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校與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人才培養方面

有了長足的發展，各種方式多樣的合作模式，為人才培養以及科研成果的轉化提

供了必要條件；同時校企合作模式發展的日趨成熟，合作教育與培養、技術諮詢

與服務、合作委託開發、共建生產經營等一體化經濟實體、共建研究開發機構等

方式相繼出現。為創新人才培養開闢出更廣闊的實踐環境；在加強產學研校企合

作上，除了高校的積極拓展，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同時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政策鼓勵引導。當前“大眾創業”與“萬眾創新”的社會大背景下，建立校企

一體化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模式，合作育人、合作創新、合作創業成為產學研合作

教育新理念，也是專業高級人才培養的新方向和新任務。這也標誌著我國產學研

合作教育，培養創新人才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一 研究背景及困境 
（一）研究背景 

自 1906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創建合作教育後的50年間, 各國的合作教育發

展比較緩慢, 主要是集中在工程技術專業領域, 規模較小，形式也比較單一。從

上世紀 50 年代以來, 世界各國的高等學校普遍推廣採用產學研合作教育模式, 

使大學和企業之間相互合作, 發揮雙方的優勢資源, 達到共同發展的目標。歐美

發達國家如美國、法國、德國等高校早已進行學科、專業與大型企業、公共機構

共建科研體系和推廣服務體系。同時，世界各國政府對產學研合作教育的開展模

式也非常重視, 採取各種政策措施給予鼓勵和支援, 為產學研合作創新人才培

養的實施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雖然各國對產學研合作教育的做法

有所不同, 但是推廣實施之後,對高等學校的創新創業人才培養、科研水準以及

企業行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等，都起到了非常明顯的積極促進作用。 

建國初期，在計劃經濟為主體的時代，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校企合作相當緊

密，因為那時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是計劃經濟的重要一部分，直接為計劃經濟社

會培養人才。人才的培養目標也是很明確，即直接服務於計劃經濟下的社會發展。

而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體制改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社會企

業、行業與教育合作反而越來越疏遠。目前，面對國內高校各類專業創新創業

人才培養中，嚴重存在與現實社會經濟行業需求脫鉤的問題，校企合作教育還停

留在相對較低的簡單模式層次，更別談創新型人才的一體化培養了。校企合作大

多以實踐專案合作的方式出現，基本是短期化、臨時性的特點，校企合作人員的

流動性也不強，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學校主要只負責理論教學，企業只負責實踐，

更少有建立一種長期、穩定、制度化的利益攸關的共同體。這種單一的，簡單的

校企合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行業的專業創新人才培養。 

 

（二）存在困境 
1.重視程度不夠 

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由於長時間受前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傳統“填鴨式”

                                                             

 崔豔琦,張春豔,蔡立彬.淺析國外產學研合作教育的主要模式[J].中山大學學報論

叢.2007(07) 

 張豔博,高月春,趙樹果.校企合作教育現狀及其對策研究[J].教育教學論壇. 2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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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觀念根深蒂固，不利於創新。 校企產學研合作教育在經濟社會和企業行

業中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肯定, 存在著觀念上的認識誤區。集中表現在：社

會對校企產學研合作培養行業人才認識不深，重視不夠。無論是國家、企業, 還

是高校本身, 對高等教育校企合作的客觀要求、必然性都沒有充分足夠的給予重

視；國家層面也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給予保障和支援；同時，學校很難形成統一

的合作理念和足夠的投入；企業的本性又決定利益最大化，缺乏承擔社會責任。
 
2.實施協同受阻 

校企合作協同進行人才培養的模式，在我國已經有了很長時間的發展歷程，

但是現狀和效果一直不盡如人意，更沒有形成深層次、大規模。在推動校企合作

發展方面, 由於社會、企業和學校各方面的各自因素，合作中問題較多、阻力較

大，很難形成協同培養。如：指導共同運行機制缺失，得不到各方應有的重視和

保障；資金人員的投入十分有限等。這些客觀因素均制約了校企產學研合作的品

質和創新，直接影響就是創新創業人才培養品質也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觀。 

3.模式落後單一 

目前, 我國高等教育中校企產學研合作普遍存在學校一頭熱的現象，在校企

合作中學校處於絕對的積極推動牽頭主體位置，同時也處於合作中極大的被動弱

勢地位，學校只有利用各種資源和社會關係去找企業合作，然而學校擁有的各種

資源又很有限。現實中學生的實踐、實習只是單純的校企“推薦與接收”落後單

一模式，學校負責理論教學，企業負責實踐指導，互相很難融貫到一起，更難與

創新人才培養需要完整的銜接，也阻礙了校企合作模式的深入發展創新。 

4.政策保障滯後 

校企協同產學研合作創新教育, 不僅是學校與企業的合作、教學與生產的合

作, 也是整個生產、科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合作, 社會經濟性、公益性意

義很大, 需要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扶植, 以起到調節、規範和推動的作用。當

前，我國沒有健全完整的法律或規章制度，規範校企合作中政府的職責、企業和

學校的職責，更沒有強有力得合作職責引導、運行及保障體制。 隨著資訊經

濟的開速發展，傳統的校企合作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的新時代了。 

 

二 更新理念，創新模式 
作為中國高等院校，尤其是地方性應用型本科院校，在教育大眾化的新形勢

下，承擔著培養具有紮實的理論基礎、較強的實踐創新能力以及生產、建設、管

理、服務第一線急需的綜合性人才的任務。因此，高校必須強化服務行業經濟意

識，廣泛穩固的建立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基地，為學生提供充分接觸社會的機會，

提供實踐創新的環境，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其更加富於實踐

創新精神，以至於畢業時被社會和用人單位的認可並接納。 

 

（一）更新培養理念 
高校董事會管理制度，始於美國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哈佛學院、耶魯學院以及

                                                             
 劉立國.面向就業的校企合作模式研究與實踐[J].出國與就業(就業版).2010(18) 

 洪林,馬培培,許勁松.校企合作教育的時代變遷與概念辨析[J].煤炭高等教育.2011(06) 

 郝志翔.創新校企合作教育模式[J].企業文明.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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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瑪麗學院。1642年，在美國殖民地時期所建的第一所高等學院——哈佛學

院成立後的第六年，經州議會批准，美國第一個高校董事會在該校成立，從此開

始了有校外人士參與的採用由管理委員會和董事會組成的雙重董事會的管理模

式。在我國高校建立董事會管理制度的基本都是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很少見，具

體到校企合作培養創新創業人才方面更是鳳毛麟角。這源於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理

念的問題，需要我們去更新理念和再認識。創建以董事會為領導管理形式下的校

企產學研人才培養合作模式，對於我們來講既是教育教學改革的嘗試，也是創新

人才培養觀的新嘗試。隨著資訊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許多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元

也迫切需要尋求理論及技術方面的支援，用以提高企業競爭力。為了更好的服務

于創新人才培養、服務地方經濟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高校與企事業單位廣泛、

深度建立產學研創新人才培養基地是衝破當前教育改革的瓶頸。為此，學校可以

牽頭，創立以學校為主導，各校外實踐基地企事業單位元等參與的董事會管理形

式的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模式體系。 

創建董事會形式的產學研合作的教育形式是教育觀念的改變，他是推動教育

改革的先導；通過產學研合作創新、開放辦學是實施素質教育加強創新人才培養

的關鍵，創建以董事會管理形式下的校內外實踐基地是實施產學研，學校和社會

一體化人才培養的根本途徑。學校與校外董事單位共建、互惠、平等是實踐教學

基地長期穩定發展的保證。 

 

（二）創新運行機制 
建立以董事會管理下的產學研一體化教育合作運行機制，共同負責培養創新

創業人才的任務。成立聯合董事委員會，由董事委員會整體規劃推進運作機制，

建立雙方甚至多方協調機制，實現各方權益、利益最大化。設立機制的組成包括：

名譽董事（專業、行業、政企、商屆知名、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董事長（校

長/院長）、副董事長（學校/學院領導、企業領導等）、董事（學院、企業參與合

作中層以上領導）等；運行組織結構如圖： 
 

 

 

校企雙方做到點對點、點對面的直接溝通運行；也就說以專案小組形式運行

落實到個人；各專業設置校外實踐創新教學負責人，負責本專業內的校外實踐創

新教學環節。實行校企指導教師負責制，負責實踐環節過程中的相互溝通及學生

管理；建立長效的校外實踐環節學生獎勵機制及教師鼓勵機制。凡是運行過程中

出現任何難以解決的問題，直接反映給雙方合作領導機構。為了保證人才培養效

                                                             
 陳立紅.產學研合作教育及其辦學模式研究[D].同濟大學 2006 

董事會 

各企業、行業團體、
媒體等 

 

各系、部及直屬部門 

 

董事會管理 

辦公室 

名譽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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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及教育的規律性，校企合作必須建立長期深入儲備機制。儲備充實的合作企業，

不斷提高學校人才培養源動力，學校建立“董事單位”制度。即，凡是與學校建

立校企合作關係，並簽訂正式合作協定的企事業單位，經董事會討論通過，即成

為校企合作“董事單位”。董事單位要按照相關約定履行義務及享受權利。 

 

（三）提升協同層次 
充分調動企業行業的合作積極性，加強雙向互動；明確合作目標，雙方尊重

平等、互利互惠合作，從實踐中出發，實現產學研一體化合作對創新人才的培養。

其優勢體現在：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共同參與創新人才培養互利互惠；校企合作建

立產學研實踐基地更能促進專業建設，同時也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校企合作建

立產學研實踐基地更有利於科研成果的形式和轉化，也就最大限度的實現了大學

在社會創新中的核心價值。建立穩固的、可延續的、深層次的校企合作培養人才模

式，更會得到領導主管部門的重視，無論從政策上、資金上都會有所支援，更會被社會發展

所認同，也就最大限度的實現了創新創業人才培養在社會中的核心價值。在這種環境及氛圍

下，更有利於系統性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模式形成，有利於創新人才培養的體系形成。 

 

（四）強化合作方式 
在實際運作方式上，以專案為驅動，實現點對點互動，形成集成分解模式。

為保證校企雙方合作溝通順暢、高效，根據需要雙方各有一名主管領導負責此項

校企合作指導工作，並責成本方一至兩名同志共同組成合作項目工作小組，負責

合作事項的起草計畫、實施落實；建立長效雙向交流機制。雙方領導每年定期進

行基地建設情況及效果進行交流；雙方工作小組的同志，根據校企雙方實際創新

人才培養需要，提前制定培養計畫，保持經常性工作聯繫，組織深入調研各項創

新創業人才培養活動。 

 

三 借鑒經驗，強化主體 
在基於校企合作平臺培養創新人才的實際運行中，為了保證一體化人才

培養教育模式目標和功能能夠順利實現，需要我們在在運行機制上不斷完善

並加以創新,在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內容、校內外課程時間安排、培養方式

和師資培養等方面進行系統徹底的改革, 以促進校企合作一體化模式的科

學良性發展，服務於創新創業人才培養。 

 

（一）借鑒國外經驗 
在法國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中，有個特殊的培養模式，就是精英工程師學

院。這類工程師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就是培養精英創新創業人才。法國精英

工程師人才培養在全球久負盛名，從課程的開發設計、教學內容及企業實踐

的甄選上,都有著嚴格的評價審議程式。 他們會根據當前行業發展對人才的

要求, 摒棄高等學校以傳統理論為主、常規教學方式。同時忽略理論與實踐

的差別,在保證總學時、突出創新能力培養的基礎上, 把傳授理論和技能放

在實踐中進行, 把創新教育培養融入學習和體驗的全過程。 

 

（二）強化學生主體 
在創新人才培養中，學生始終佔有主體地位。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平臺中，

要體現以學生為主體的培養模式。學生的需求是一體化創新培養健康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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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動力。學生在這一培養模式中有著多重身份, 既是合作的參與者, 又是

教育的參與者, 同時也是自我培養的主體。因此，所有的教育活動必須要都

圍繞著學生的創新需求展開。多方參與的一體化人才培養模式，並不意味著

多方佔有的權重相同, 而恰恰相反, 這種合作培養模式要強調學校在整個

合作教育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突出體現以學生為本位的培養理念，服務於創

新創業人才培養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三）打破學科模式 
在創新人才的培養過程中，教學課程與內容的安排原則要打破傳統學科

模式,形成多學科融合，多模組化結合的設計教學,為人才培養提供全全方位

的學習、實踐環境,把教學活動與生產經營、科研創新緊密結合。時間安排

上，可採取企業管理模式, 實行定點上下班八小時工作制,在工作間歇中，

開展基礎理論教學和業務操作的實踐。同時，教學安排應綜合考慮產、學、

研三者的關係, 服從並服務於創新創業人才培養及行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規

律, 因此培養計畫的實施需要預留較大的實施靈活性。 

 

（四）儲備優質師資 
創新人才培養的基礎是師資。基於校企合作平臺上的人才培養，師資聘

請無疑要堅持優質優酬的原則。校企產學研一體化是由多方不同質的構成, 

通過一種共同的培養目標群組織在一起的, 通過長時間的實踐表明, 維繫

這多者有效聯結的紐帶只能是創新和人才, 只有創新和人才是共同的、必需

的構成要素。要最大化地實現各自的人才培養目標和任務, 必須充分考慮創

新和人才的特徵規律, 分析能滿足各自活動的目標要素。同時，教師一人兼

雙職, 既是教學時段的教工又是工作時段的員工, 因此, 既要給予其理論

應用於實踐工作的良好機會, 又要提供其總結經驗昇華為理論的環境。 

 

四 特點與啟示 

 
（一）特點 

1.培養的開放性 

校企合作在教育方式上屬於開放性的教育。以這種教育方式建立起的人才培

養模式，有利於創新創業人才的成長。校企合作一般包括：政府、企事業單位、

高校、科研單位和用人機構等多主體參與的培養模式。由於多方主體的參與，為

創新人才的培養提供了較為廣闊平臺和資源，使學生在培養過程中享受政、產、

學、研、創等各方面的培養環境與條件。從教育的開放角度來講，這也是傳統以

課堂教育為主的人才培養模式的革新，也已經不是傳統單一的校企合作模式。 

2.培養的協同性 

基於校企合作的創新創業人才培養平臺，雖然參與人才培養的各個主體擁有

各自的職能和使命，但是其在合作教育人才培養中的目標具有高度一致性，從而

使得合作教育培養模式作為多方組成的一個整體，充分體現出了協同性的特點，

通過協調和整合各個職能主體的教育資源、行業優勢，其中包括政府、企業和高

校的立法行政權力、社會資源、人才條件、科研優勢等，共同服務于創新型人才

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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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養的交互性 

校企合作培養模式中的各自職能主體並非單向的，也非孤立的，更不是始終

一成不變的。從創新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培養執行的過程，培養效果的監督，

參與合作的各方均全程參與，並行使各自的職能，對教育培養過程施加影響。同

時，在與其他參與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各方通過實際培養執行效果，通

過相互的角色轉化及調整，不斷調整優化各自本身的角色和職能，從而實現校企

合作教育平臺對創新創業人才系統功能的最優化。 

 

（二）啟示 

 
1.明確培養目標 

在校企合作創新人才培養模式裡，應始終堅持以行業專業創新培養為核心，

以精通理論培養為基礎，以實踐創新培養為導向；充分利用當前資訊化、新經濟

各方教學培養條件和資源，發揮專業行業前沿科技發展帶動優勢，科學規劃、制

定完善符合社會行業需求的創新型人才培養方案，全面提升創新人才培養品質。                                  

2.優化培養方案 

在進行社會行業深度調研後，建立以專業培養為基礎的創新人才培養指標體

系，同時，在專業中建立人才需求資訊的調研機制。一方面需要掌握創新人才需

求的專業結構、知識能力等資訊，為專業的設置、培養方案的制定、教學內容的

更新提供依據；另一方面成立專業指導委員會，指導論證創新型人才培養方案，

方案的制定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教學設計、市場需求、行業發展等多方面，與

社會、學校、企業密切相關。 

3.規範合作機制 

為了保證人才培養效益及教育的規律性，校企合作必須建立長期深入儲備機

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校企合作運行機制，規範完善的合作機制是實現創新創業

人才培養，校企合作深入開展的保障。實行校企骨幹指導教師負責制，負責實踐

環節過程中的相互溝通及學生管理；建立長效的校外實踐環節學生獎勵機制及教

師鼓勵機制。 

4.實現合作價值 

更新辦學理念是深化校企合作模式的先導，也是實現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

在合作培養過程中實現雙贏互利是合作的支點和動力。創建以董事會管理下的產

學研一體化教育培養模式，有利於人才個性化的培養，凸顯專業辦學特色，提升

人才培養的效率。同時，深入長效的校企合作會給學生營造出良好的創新環境，

有益於專業學生培養品質，提升企業發展層次，增強行業發展動力。 
 

總之，基於創建以董事會管理下的產學研一體化合作培養模式是教育觀念的

改變，是教育本身和創新創業人才培養的需要，他是推動我國現行創新創業教育

改革的新嘗試。校企合作培養創新、開放式辦學是實施素質教育，加強創新創業

人才培養的關鍵。校企協同合作是實施產學研一體化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全新有

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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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職業能力的醫藥行銷人才培養研究 

 
  邱紅 殷智紅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科技學院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優秀醫藥行銷人才應具備的職業能力特徵及其培養路徑。以

文獻研究和企業資訊為基礎，採用關鍵行為事件訪談技術，形成職業能力特徵清

單；通過問卷調查，採用因素分析和相關分析方法，確定醫藥行銷人才職業能力

特徵要素，制定職業能力評量表，描述職業能力特徵，確定醫藥行銷人才職業能

力包括兩大類共 7項內容。在此基礎上，從培養模式、課程體系、實踐環節等三

個方面針對醫藥行銷人才職業能力培養設計了培養路徑。 
 

關鍵字 職業能力 醫藥行銷 人才培養 高職教育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Pharmaceutical Marketers 

Based on the vocational Ability 

 
Hong Qiu，Zhihong Yin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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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ing personnel and its cultivation path. By researching literature 

and enterprise information, using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 technology, we have got 

the list about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s formation ; the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we have 

determined the key factors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er'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have 

developed vocational ability assessment scale, including two major categories and 

seven aspects. Then we have designed training path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ers' 

professional ability including the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actic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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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和人們自我保健意識的增強，人均藥品消費年

增長率可達15%～30%。醫藥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藥品行銷人才更是提出迫切需求。

中國既是藥品生產大國，同時又是藥品消費大國。醫藥行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

的朝陽產業。專家預測：未來 5 年，人才市場將提供 10 萬個藥品經營崗位。目

前藥品經營人才已是中國十大緊缺人才之一。同時，企業對醫藥行銷人員的綜合

素質要求愈來愈高，既要具有一定通用能力，又要具備較強的醫藥專業能力。因

此，只有瞭解醫藥市場的人才需求，以需求為導向，才能培養出真正適應醫藥發

展的醫藥市場行銷人才。 

此研究旨在獲得醫藥企業對醫藥行銷人才在通用能力和專業能力需求的第

一手資訊，得出一些對現實有指導意義、有價值的結論，為高等職業教育階段培

養面向醫藥行銷服務和管理一線需要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探索可行性的路徑，充

分發揮自身辦學優勢，充分以就業為導向，打造職業人才。説明醫藥行銷專業學

生儘早樹立目標，有意識地去培養企業所關注的通用職業能力與專業職業能力。 

 

一、職業能力的含義 
 本世紀初，我國教育部一系列重要文件(如《關於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深化職

業教育教學改革的意見》) 強調職業能力是「綜合職業能力」，是「一個人在現

代社會中生存生活，從事職業活動和實現全面發展的主觀條件，包括職業知識和

技能，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資訊接受和處理能力，經營管理、社會交往能力，

不斷學習的能力」。心理學認為職業能力是直接影響職業活動效率和使職業活動

順利進行的個體心理特徵。 

趙志群（2003）將職業能力定義為個體在職業、社會和私人情境中科學思維、

對個人和社會負責任形式的熱情和能力，是科學的工作和學習方法的基礎[1]。吳

曉義（2006）認為，所謂職業能力即指從事職業活動所必須具備的本領，是成功

地進行職業活動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態度和個性心理特徵的整合，其中包

括特定職業能力、通用職業能力和綜合職業能力[2]。徐國慶（2007）把職業能力

解釋為「工作任務的勝任力」，對此可以有兩種理解：職業能力是從工作任務中

另外分離出來的心理要素，因此，其獲得需要在工作任務分析基礎上進一步進行；

職業能力雖然是心理要素，但其內容是由工作任務確定的[3]。李福東、皮洪琴、

曾旭華(2012)將「職業能力」定義為：個體完成和處理某個職業的典型工作任務

過程中所需要的主觀能力的潛力[4]。 

綜觀英、美、德、澳四國對綜合職業能力內涵的規定，他們都包含以下 6 個

方面：①基礎能力,如讀寫計算能力，使用技術能力；②與人合作的能力,如資訊

交際、團隊工作、客戶服務技能；③理解思維能力，如收集和組織資訊、問題解

決、計畫、組織、學習能力、創新和創造性系統思維；④個人品質，責任感、足

智多謀、靈活、能夠管理自己的時間、自尊；⑤與企業相關的革新、創業能力；

⑥與社會相關的公民職責和權力
[5]
。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職業能力是人們從事相關職業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

其中包括通用能力和專業能力。 

 

二、研究程式與方法 
為科學探索醫藥行銷人才職業能力要素，本研究以文獻研究[6-9]和企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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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採取以下兩個步驟進行研究。 

 

（一）實施關鍵行為事件訪談 
首先，採用關鍵行為事件訪談，形成醫藥行銷人才的職業能力特徵清單。筆

者對醫藥行銷人員職位及績效標準分析，在訪談物件上進行精心安排，選擇了 9

名醫藥行銷人員，其中 5名是被評為優秀的醫藥行銷人員，3名是普通醫藥行銷

人員；人員分佈上，涵蓋了各種不同類型區域的藥店。根據《醫藥行銷人員職業

能力特徵訪談提綱》，對被試實施行為事件訪談並錄音。在訪談過程中，告訴被

訪者訪談的目的，由他們自願決定是否接受訪談和錄音。對於接受訪談的被試，

要求他們分別描述在管理工作中三件成功和三件失敗的事件。事件的描述包括：

什麼引起了該事件？這個事件中還有哪些人？事件中涉及的人表現出怎樣的行

為？在事件中受訪者是如何思考的，又是如何做的？結果如何？要求被試描述每

一事件時，能夠確切回憶一些對話、行為和感受。訪談過程中主試根據被試的描

述，詢問各種問題，對事件進行深入的瞭解。通過訪談，我們主要瞭解以下內容：

第一，瞭解醫藥行銷人員需具備的能力特徵；第二，瞭解藥店業績優秀人員所體

現的特徵指標；第三，瞭解目前藥店醫藥行銷人員職業能力特徵現狀。 

運用主題分析和內容分析方法識別主題和編碼。以 Hay公司的《能力特徵評

量表》為基礎，辨別、區分各個事件中出現的職業能力特徵的行為指標，進行正

式歸類和編碼，形成《職業能力特徵評量表》，該評量表是一個由 29個分量表構

成的，每個分量表包括能力特徵名稱、等級強度、相關行為描述等內容。統計訪

談文本裡關鍵行為事件中被試的行為和言語的編碼結果。統計基本指標主要為各

個勝任特徵在不同等級上出現的次數。初步提取醫藥行銷人員的 29 項能力特徵

要素，形成職業能力特徵清單。 

 

（二）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 
通過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採用因素分析和相關分析方法，確定醫藥行銷人

員職業能力特徵要素。筆者在訪談了 9名醫藥行銷人員、結合相關文獻研究，提

取出 29項勝任特徵，設計了《連鎖店店長勝任力調查問卷》。問卷共分兩部分：

基本資訊和職業能力特徵。職業能力特徵部分包括發展職業能力和專業職業能力

兩部分共 29 個能力特徵專案。調查專案用 10 點計分：從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共

10個等級。 本研究的樣本來自於藥批、藥店（連鎖藥店、單體藥店、加盟藥店）、

藥廠等企業 128 名員工。剔出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119 份，有效率為 93%。

對回收的問捲進行整理，剔出無效問卷後進行資料錄入，而後採用有關統計方法

對資料進行分析處理，得出研究結果。最後確定醫藥行銷人員崗位勝任特徵要素，

並進行職業能力特徵描述。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問卷的信度和效度分析 

1.問卷的信度分析 

評定測量信度的方法比較多，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是目前比較流行而且效果

較好的信度評定方法，它從測量結構層次化入手，使測量專案形成一定的內部結

構，並以內部結構的一致性程度，對測量信度做出評定。它能準確地反映出測量

專案的一致性程度和內部結構的良好性，是目前使用廣泛的信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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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問卷調查資料的分析，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值為 0.826，大於 0.60，

達到了對問卷信度的基本要求。 

2.問卷的效度分析 

本問卷的效度檢驗選用結構效度檢驗。它是用來衡量測試對人的假設屬性或

理論概念測量到的程度。由於這些假設屬性或理論概念是決定人們外部行為的內

隱或潛在的特性，因此本問卷的效度檢驗適合採用結構效度。一般情況下，由因

數分析得到的各因數累計方差解釋率達到 6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結構效

度。 

本研究資料分析中所得的因數累計方差解釋率為 72.65%，說明問卷的結構

效度良好。 

 

（二）資料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0以上的共同因素，

再以最大變異法進行共同因素正交轉軸處理，經過最大旋轉後特徵值大於 1的 9

個因數解釋率累計為 72.65% 。 

抽取 7個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其中包括職業道德與敬業精神、團隊合作能

力、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客戶關係管理能力、藥品的導購與藥

學服務能力、實用藥物商品知識的掌握與運用的能力。 

 

（三）能力特徵要素與分析 
根據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確定醫藥行銷人員職業能力特徵要素，即優秀醫

藥行銷人員職業能力特徵要素有兩類共 7項，既通用職業能力：職業道德與敬業

精神、團隊合作能力、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專業職業能力：客

戶關係管理能力、藥品導購與藥學服務能力、實用藥物商品知識掌握與運用能

力。 

這兩類 7項職業能力特徵可以被描述為在水中漂浮的一座冰山。水上部分是

外顯的、淺層的特徵，如專業職業能力。水下的部分是內隱的、深層的勝任特徵，

如通用職業能力。專業職業能力是通用能力的基礎，對通用能力的發揮有很大作

用。通用職業能力主要在於特定地影響他人，對醫藥行銷人員而言尤為重要。上

述兩類 7項勝任特徵描述，如表 1.(7項職業能力特徵描述)。 
表 1  7項職業能力特徵描述 

職業道德與 

敬業精神 

對組織的價值觀具有高度的認同感，能主動、迅速地接納並融入

組織的文化氛圍；對組織具有高度的忠誠感、歸屬感和責任感，能主

動維護組織的利益和榮譽，擺脫單純追求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的狹隘眼

界，具有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 

團隊合作能力 

能夠團結同事，密切配合同事完成工作任務；善於通過正式及非

正式的形式與他人進行溝通，及時瞭解他人的需求和觀點，澄清自己

的要求和認識，以便迅速明確問題、達成默契、開展工作。 

獨立解決問題

的能力 

能在短時間裡發現問題的關鍵，並能迅速地提出解決方案；能夠

聽取眾人的意見，並能客觀地評估各種解決方案，以找出最佳的解決

方法；行動力、執行力強。 

 

自主學習能力 

對知識有強烈的渴望；能夠經常性地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自身提

高的一個依據；能把自身的發展和組織的發展結合起來，根據組織發

展的需要調整自身的學習體系，並不斷學習，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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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關係管理

能力 

理解客戶資源對組織的重要性；會花很大精力去瞭解客戶需求，

通過各種管道跟客戶保持良好的關係，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培養客戶

的忠誠度，最終實現組織和客戶的雙贏。 

藥品導購與藥

學服務能力 

把合適、合格的藥品和商品提供給合適的客戶，為患者和消費者

提供適當的建議，監督藥品使用的效果，即能與顧客交流瞭解顧客需

求，在遵守藥事管理的法律、法規尤其是《中國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

法》和《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的前提下，進行藥品行銷活動。根

據顧客需求為消費者提供藥品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項的指導，促進

消費者用藥的安全、有效、經濟，提高病人的依從性。並根據藥曆記

載的資訊,通過電話或上門服務，對老顧客進行跟蹤隨訪，及時瞭解用

藥效果，監測藥品潛在的不良反應，同時加強與顧客的聯繫和提升顧

客對藥店的忠誠度。 

實用藥物商品

知識掌握與運

用能力 

掌握藥物商品的基礎知識；掌握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

等各系統的基本藥物及抗感染藥物等常見病臨床用藥，掌握藥物商品

的名稱、一般品性狀、藥物作用和適應證、常用藥物商品的劑型、劑

量和使用方法、商品資訊、貯存方法等；能根據常見病知識指導合理

用藥及藥物的聯合應用，能對藥物的體內過程進行一般介紹。 

 

四、基於職業能力的醫藥行銷人才培養路徑 
基於職業能力的醫藥行銷人才的培養，不僅能夠有效提高醫藥行銷人員的績

效水準，讓其更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崗位，也能真正讓在校高職學生的培養達到目

的明確、針對性強的效果。借鑒文獻調研成果[10-16]，為基於職業能力的醫藥行銷

人才的培養制定如下路徑。 

 

（一）明確培養目標，確定高職醫藥行銷人才培養模式 
人才培養模式主要包括專業設置、課程模式、教學設計、教育方法、師資隊

伍、培養途徑、實踐教學等構成要素，是學校為實現其培養目標而採取的培養過

程的構造樣式和運行方式。可以說，人才培養模式是對教學模式的拓展。因而，

人才培養模式一直是我們不斷探索重點問題之一。我們結合企業對學生職業能力

的需求，加強校企合作，進行了訂單式培養的辦學模式，企業對畢業生有優先錄

用權，拓寬了就業管道。從而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 

 

（二）設置相關課程體系 
針對醫藥行銷崗位對從業人員的知識、素質和能力要求，以職業能力培養為

重點，構建課程體系。課程設置可以分為基本素質教育、專業能力培養、實踐技

能訓練和職業能力拓展等四大模組，其中基本素質教育通過公共基礎課、學科基

礎課（包括行銷類和醫藥類）、任意選修課的教學來實現，專業能力培養通過專

業必修課、專業限選課的教學來實現。實踐技能訓練通過集中實踐教學、頂崗實

習和畢業綜合實踐等環節開展職業能力的培養和強化。職業能力拓展主要通過指

導學生考取職業資格證書、組織學生參加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以及

醫藥行業舉辦的職業技能競賽、學生組織或在學校統一安排下參加社會活動等多

種形式來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職業能力。 

公共基礎課程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論、外語、電腦、體育、職業生涯規劃等，

由公共基礎課和公共任意選修課組成，確保作為一個大學生所必須具備的除專業

知識以外的德、智、體、美和技能方面的素養。專業基礎課程包括經濟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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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基礎、會計基礎知識、商務談判、公共關係、專業導論、醫藥基礎、中醫

與中藥商品知識、醫藥職業道德、藥事法規等，這部分課程保證作為一個醫藥行

銷專業大學生所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經濟學、管理學、醫藥學科專業知識和技能。

專業課程包括醫藥商品學、消費者心理與行為分析、市場行銷實務、市場調查實

務、藥品經營品質管制規範、醫藥商品購銷技術、連鎖藥店經營實務、醫藥行銷

案例分析等；這部分課程保證該專業學生應具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具體又分為專

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實踐教學包括統計軟體 SPSS、市場調研、行銷類比實

驗、醫藥企業認識實習、組織參加創業大賽、專業實習和畢業專題設計等。 

構建此課程體系的特色還體現在課程設計中以工作實踐為主線，按照崗位元

工作流程整合課程內容，實現了以職業能力培養為重點的設計目標。通過組織企

業實踐專家、課程專家、學校專業骨幹教師共同參與對行業企業進行調研，經過

分析提煉出醫藥行銷崗位的主要實際工作任務，在此基礎上對主要實際工作任務

進行分析、整理、歸納和總結，參照相應職業資格標準，整合出行銷工作過程中

所應完成的完整的、有代表性的典型工作任務。由此方法確定行銷崗位的典型工

作任務充分體現以培養學生職業能力為本位。 

 構建此課程體系的另一特色在於在開學伊始即學生進入高等職業教育的第

一學期就為其設置了職業生涯規劃、專業導論課程，幫助學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

未來適合做什麼，使學生明確定位，確立學習目標和努力方向，及早地進行學習

與職業規劃，有計劃地進行能力拓展，注重培養和提高學生的溝通能力、適應能

力、創新能力與團結協作能力。 

 

（三）構建與職業能力培養配套的實踐教學體系 
1.構建實踐教學模擬環境 

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圍繞本專業發展，開展符合醫藥行銷類專業辦學和發展

的實驗實訓室。建立模擬藥店、商務談判模擬室、職業測評等實訓室，並在實訓

室配置相應零售藥店管理系統軟體和職業測評軟體等配套軟體,為醫藥行銷專業

學生必須達到的業務操作能力提供實際動手的機會。 

《商務談判實訓》在課堂商務談判類比室展開，輔助資料有關於商務談判的

教學光碟、教學錄影帶、商務談判實戰技巧手冊。邀請企業有經驗的談判專家或

者有一定企業背景的專業人員臨場輔導並實際參與學生的模擬談判現場。 

《市場調查實訓》在校外展開，調查方向分課題，課題內容涵蓋有宏觀微觀

之分，課題持續時間有長短之分，學生可以根據自己興趣加以選擇並組成調查小

組。校外調查所獲資料資料待返校後進行匯總歸納，得出有一定價值的、可為決

策層參考的第一手材料，要求每組學生書寫調查報告。 

《推銷實訓》是在學習現代推銷技巧、醫藥商品學等課程之後，結合醫藥市

場調查推出的一項校外實訓專案。要求學生在此實訓期間，以推銷有形實體醫藥

產品為核心，配合以現場促銷、新品推廣、產品宣傳等活動，力爭督促實訓學生

作出一定量的實訓業績，戒除面對陌生人緊張、面對挫折退縮的不良心態。 

《醫藥商品購銷技術實訓》是一項綜合的實訓，可以在校內的模擬藥店實訓

室完成。綜合運用醫藥基礎、醫藥商品學、中醫與中藥商品知識、藥品經營品質

管制規範、消費者心理與行為分析、市場行銷實務等專業知識與職業能力，創設

情景、模擬開展問病售藥、藥品介紹、處方解讀、陳列碼放等藥店經營活動中各

環節工作內容，全面培養學生的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客戶管理能力、藥品導購

與藥學服務能力、實用藥物商品知識掌握與運用能力等職業能力，並把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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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融入實訓中，從而對學生今後從事藥品零售崗位的醫藥行銷工作實現零對

接。 

 《網路行銷實訓》是結合學生學習電子商務的基礎上開展的一項實踐教學

活動。在教師輔導下，讓學生熟悉網路，模擬類比現實網路的行銷過程，通過實

習使學生熟悉整個網路行銷的業務流程，為將來從事網路行銷打下基礎。 

2.完善實踐教學考核方式 

鑒於醫藥市場行銷實訓教學專案和內容的多樣性、多變性及隨機性，對其考

核方式可採取各種靈活方式。重視程式控制考核，在實訓全程予以跟蹤的基礎上，

建立實訓過程考核控制標準，設定若干量化考評指標，如考勤、定點巡查、每日

詢問、交流分享、客戶回饋等。結合實訓情況進行全面考核。 

3. 建設校外實訓基地 

在大力開展校內實訓室建設的同時，根據醫藥行銷專業的人才培養要求，充

分利用醫藥企業、各大醫院及藥店等企業，建設適合本專業人才培養的校外實訓

基地。 

發揮頂崗實習對人才培養的關鍵作用。在第五學期實施的頂崗實習是學生對

所學專業知識的綜合運用與檢驗，也是實現學生零距離就業的重要環節。在學生

即將走向實習崗位之前，我們邀請實習單位(醫藥企業)有經驗的帶教老師來校對

學生進行專業實習崗前教育，使學生很快的適應實習崗位的工作，利用所學的知

識與技能很好地服務於企業。畢業實習分為崗位實習與自主實習兩個階段，各半

年時間。崗位實習是由學校邀請各招聘企業到校內參加實習生雙選會，在企業與

學生雙向選擇的基礎上簽訂實習協定，學生可在醫藥生產企業、藥品批發企業、

藥品零售企業或零售連鎖企業等行銷相關崗位的一線實習，通過體驗式的教學模

式，使學生在真實的職業環境中學習，強化和提高自身的職業能力。實習期間，

學生要按照畢業實習大綱要求，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崗位所賦予的職責。自主

實習是與就業緊密聯繫，由校方和學生共同創造條件完成。前期的崗位實習，大

大提升了學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實習結束後要結合崗位實踐的工作內容，完

成一份綜合性的實習報告。 

4.融入多種教學方法與技術 

國外一些學者將角色扮演、模型化或者明確任務等程式作為基於能力特徵培

養的方式。對關鍵職業能力特徵的角色扮演和模型化被認為是較好的提高行為實

踐能力的方法。我們利用關鍵行為事件訪談方法收集職業能力特徵資料資訊時得

到的大量資料，抽取關鍵行為事件，設計情境，作為模擬情境教學的重要素材。

採用多種教學方法與技術強化對醫藥人才的職業能力培養。 

角色扮演，以培養團隊合作、獨立解決問題能力等的情景模擬活動。在這種

活動中，向學生提供一種模擬的人際情境，讓學生扮演某一角色並進入角色情境

中去處理各種問題和矛盾，按要求做出行為反應，以提高實際工作中的獨立解決

問題能力。角色扮演教學方法的一個重要角色是有一個合格的角色配合者，他通

過製造衝突的人際氛圍來鍛煉和培養學員的團隊合作和獨立解決問題能力。 

劇本演練，對角色扮演的具體化和規範化。劇本包括從實際工作中抽取出來

的關鍵語言和行為方式，在演練中，學員通過分組練習不斷重複模擬劇本中角色

的言行活動，來學習處理工作中人際衝突的技巧。例如，在培訓醫藥行銷學生的

活動中，可以讓一個學員模擬行銷人員（主要受訓者），另一個模擬顧客 （配合

者）。通過閱讀劇本、初步演練劇本、熟練演練劇本的過程，來不斷強化關鍵的

溝通行為方式，並將行為方式內化為技能和勝任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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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計畫，為內隱職業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種有效的途徑，以個人發展和職

業生涯理論為指導。我們設立了職業發展諮詢室，安排經驗豐富的教師任導師，

由他們對學生進行個人能力及其職業生涯指導。 
結論 

本研究基於文獻調研和實地調研獲取的企業資訊，採用關鍵行為事件訪談技

術，形成職業能力特徵清單，並通過問卷調查，採用因素分析和相關分析方法，

確定了七項醫藥行銷人才職業能力特徵要素，即職業道德與敬業精神、團隊合作

能力、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客戶關係管理能力、藥學導購與藥

學服務能力、實用藥物藥品知識掌握與運用能力。在高等職業教育醫藥行銷專業

的教學實踐中，只有切實做到針對醫藥行銷崗位對從業人員的知識、素質和能力

要求，以所確定的七項職業能力培養為重點，才能培養出醫藥企業所需要的行銷

人才。通過四年的教學實踐，從培養模式到課程體系及實踐環節的設計與實施進

行了全面的教學探索與改革。從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的回饋充分表明，具備了以上

職業能力的學生受到多家醫藥企業的歡迎，在實習和正式就業後都得到用人單位

的認可。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發展，具有較好專業素質以及較強職業能力的高技

能醫藥行銷人才會受到企業青睞，高職院校醫藥行銷專業必須適應時代發展需要，

不斷積極地推進專業教育教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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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校聯動推進創新創業人才培養研究 

蔣文蓉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工學部 

摘要 

在國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下，促使我國高校教育應注重創新

創業人才的培養。本文通過分析目前高等教育大眾化形勢下，中國大學生創新與

創業教育平均水準低於全球，提出了改革傳統意義的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創

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協同政府、企業和學校的資源，以創新教育促進

學生全面發展和全面成才，以創業促進大學生就業，從而開拓了大學生的就業機

會。 

 

關鍵字   政企校聯動；創新創業人才培養；人才培養模式；科技園 

 

Research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University Cooperation Model to 

Develop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Wenrong Jia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Shanghai Plo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state's call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mass innovation", let 

higher educatoin should focus on train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This paper is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is lower than the global. 

So we should reform the tranditional training model, research and explore the new 

model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government-enterprise- university cooperation,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talent of students. Promote Employment of students by way of 

entrepreneurship. It is useful to increase student'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KEYWORDS government-enterprise-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 talent train; training Mo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75 
 

1.引言 

2015年李克強總理提出了“互聯網+”行動計畫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的號召。使創新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創新是人

類發展的不竭動力，創新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建設創新型

國家的決策，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域的重大戰略決策。此外，就業乃民

生之本，繼十七大報告之後，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實施擴大就業的發

展戰略和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的重要決策。  

隨著高校逐年的大規模擴招，高等教育在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

跨越式發展的同時， 畢業生就業難已成為各高校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國的大學

生創新與創業教育平均水準低於全球，創新思維缺乏，創業意識較差，在如此的

社會環境下，改革傳統意義的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

與實踐，以創新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和全面成才，以創業促進大學生就業，將

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問題。 

 

2. 創新創業教育存在的問題 

2.1 缺失創新創業思維 

目前，國內很多專業的教學計畫是傳統的課程體系，教學過程仍然是傳統的

課堂單向傳輸式教學方法，教學過程中缺乏互動，無法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因

而，學生僅僅是單向地接受知識，在這種教學模式下，學生缺乏挑戰和創新思維。 

2.2 缺乏創新創業實踐 

目前，開展創新創業教育主要是在相關學科競賽、創業策劃書以及創意創新

創業項目等指導上，沒有利用實踐環節從基礎上全面提高學生的創新創業綜合素

質。創新創業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課堂上的理論講授和競賽這種形式。 

2.3 創新創業成功率低 

2.3.1 規模效應未能形成 

大學生創業規模小、很難形成氣候，影響力不夠，項目對接有困難，落地相

對難。 

2.2 各方政策未整合到位 

人保、財政、工商、稅務各部門攜手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實際有效的政策扶持

力度還不夠。 

2.3 大學生能力培養存在缺陷 

中高等教育還偏重應試教育，輕學生創意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

造成學生創業、創新能力缺失，產學研聯合打造創業孵化基地的模式還未形成或

還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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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生積極性未能調動 

學生中普遍存在怕艱苦、不想創業的思想；想創業的學生大多數存在無條件、

無資金，難以創業的狀況。目前還存在眾多家長希望子女安穩，不支持大學生自

主創業的現象。 

2.5 大學生不切實際與不願堅持 

不少大學生們有很多點子，但很多時候卻缺乏對實際情況的正確評估，有的

只是空想。在選擇項目時往往信心十足，覺得這樣也能賺錢，那樣也能賺錢。在

創業的道路上，遇到挫折，卻容易情緒低落，選擇逃避和放棄，導致創業失敗。 

此外，大學生缺乏社會資源、創業資金和社會經驗也是比較突出的關鍵因

素。 

 

3. 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方法 

3.1 以創業體驗為手段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圍繞專業人才培養目標，以對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和創業能力培養為

主線、以專業職業能力為基礎、以創業體驗為手段構建相關人才培養模式。 
創新主要體現在全新的技能人才培養方式上，將創業的理念滲透在大學專業

思想和技能的培養中，重視品德技能合一，成為學生自覺的意識。將創業理念和

實踐有機的融合，增強學生整體的創造力與適應能力。使大學生在校期間，初步

掌握創辦小企業所具有的知識和技能，具有的創業精神和社會責任，把握創業機

會、風險規避，懂得獲得政策保障的途徑。 

 
圖 1 創新人才素質發掘和培養途徑圖 

3.2 以政校企合作為基礎，探索創業教育和實踐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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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以政校企合作為基礎的創業教育和實踐新模式，在政府支援下，促進校

企、校社共建創業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制定和實施教學課程和創業實踐的聯動培

養計畫。開設在專業課程中強調創新創業技能的培養，注重創新創業素養的培養，

培養學生的自我激勵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信心、自我恢復能力、駕馭風險與

不確定性的能力。 

3.3 以“專案牽引、團隊協作、企業化管理”實踐教學模式 

理論指導實踐，深入開展校園大學生創業工作室、創業街等創業訓練環境研

究，採取實戰專案牽引、團隊協作式學習、企業化管理等多種方式，以創業實踐

專案和創業訓練專案開發鍛煉學生自覺成才，組織跨學科研究性學習，對課程進

行跨學科、知識交叉融合的研究設計，積極鼓勵學生參與課題研究和科技賽事，

引導學生創新發展，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實現“以賽促教，以賽促學，團隊

協作，能力提升”的目標。 
利用社會、企業資源，指導兩至三個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提升創業服務品

質，推進一~兩個大學生創業孵化新基地成立。 

3.4 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創新教學模式 

採取團隊協作式學習方法，提高學生的團隊意識、合作能力、溝通技巧與決

策能力；改革傳統教學方法，充分發揮學生學習的主體性；利用 MOCC、微課等

現代資訊技術手段，探索搭建創業教學課程資源平臺研究，實行彈性學分制，為

學生提供充足的實踐時間。 
 

4. 培養學生創業能力的方法 

4.1 在高校開展各類形式的創業教育 

2012 年 8 月，教育部印發了《普通本科學校創業教育教學基本要求(試行)》，

對普通本科學校創業教育的教學目標、教學原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組

織作出明確規定，旨在深入貫徹落實教育規劃綱要，推動高校創業教育科學化、

制度化、規範化建設，切實加強高校創業教育工作。 

《基本要求》強調，在普通高等學校開展創業教育，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

式、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舉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提

高人才培養品質、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是落實以創業帶動就業、促

進高校畢業生充分就業的重要措施。要堅持面向全體、注重引導、分類施教、結

合專業、強化實踐的原則，以教授創業知識為基礎，以鍛煉創業能力為關鍵，以

培養創業精神為核心，使學生掌握創業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熟悉創業的基本

流程和基本方法，瞭解創業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激發學生的創業意識，提高

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促進學生創業就業和全面發展。 

大學生對創業教育的需求也是迫切的，他們對創業教育從內容到形式又提出

了新的需求，他們不再滿意“純理論”的教學方式，希望通過各類形式的創業教

育，能夠在校園內進行實踐嘗試，以期付出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收益。學生

希望有經驗的創業者親自為他們授課，課程上希望獲得實用的與自己創業方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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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個性化的知識，形式上希望親身體驗，進行模擬分析。總之，大學生希望的

創業教育是親身的實踐、是真實的體驗，大學生創業正在由創業激情、創業理想

變為理性的創業規劃。高校需加強創業教育，一方面在大學生中做好創業教育的

宣傳工作，另一方面應該給大學生一個科學的“創業教育”觀。完善大學生的專

業知識結構，構築從創業教育到創業服務的系統性創業扶持體系，建立創業教育

的實踐教學體系，使學生的創業能力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上海目前有 90％以上的高校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創業教育，初步形成了“覆

蓋全面、層次合理、運行有效、特色鮮明”的高校創業教育體系。創業教育的開

展不僅提高了大學生的創業素質、創業技能，而且直接帶動了創業者數量的增加。

從 2008 年至 2012 年，上海創業大學生人數依次為 244 人、385 人、321 人、461

人、465 人，大致呈上升趨勢。今年 7 月，上海應屆大學畢業生申請創業證的人

數達 394 人，較之 2012 年和 2011 年同期的 400 多人有略微下降。與西方發達國

家相比，我國的大學生創業比率還比較低。據麥可思研究院發佈的《2011 年大

學生就業報告》顯示，美國大學生創業的比重高達 20%-30%，而中國大學生創業

比重僅為 1.5%。在步入創業大軍的中國大學生中，能夠取得成功的不足 2%。因

而，創業教育，特別是有效的創業教育尤其重要。 

創業教育的開展有助於促進傳統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革新再造，使之更加靈

活、更具現實針對性，從封閉走向開放。採用各類形式進行創業教育，讓創業教

育既覆蓋全體學生、貫穿大學教育全過程，又讓有創業意願的學生得到個性化、

遞進式的創業指導和培訓。 

4.2 在校內外建立大學生創業實踐基地 

《基本要求》強調，要遵循教育教學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以課堂教學為主

管道，以課外活動、社會實踐為重要途徑，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創新教育教

學方法，努力提高創業教育教學品質和水準。 

據統計，目前上海近 85％的高校均建立了不同規模的創業實踐基地。其中，

創業實踐基地由於場地要求低，在校園內較容易實施等優勢，成為創業實踐基地

中比較容易實現的創業類型之一。一間小的辦公室，幾台電腦，就能滋生出多個

電子商務公司，讓學生在校期間進行模擬創業訓練。通過訓練，幫助學生掌握創

辦一個小企業所具有的創業精神和社會責任，利用網路平臺把握創業機會，選擇

正確的創業形式和模式，學會風險規避，爭取政策保障，最重要的是説明創業者

在資訊市場中學會設計人生。有志從事創業的本專業大學生更要學深學活專業技

能，充分發揮專業特長，在創業形式的選擇和創新方面創造出新的優勢，獲取新

的業績。 

4.3 充分利用社會和產業資源，加強高校與各創業園區的交流和合作 

各高校應建立起各創業園區的資料庫，收集各創業園區的資訊資源（包括政

策資源），建立與創業園區對接的、可持續發展的服務平臺，積聚各創業園的資

源優勢，為大學生創業提供幫助。 

高校提供場地，邀請企業來校宣講，組織有創業潛質、有創業意願的學生參

觀對應的創業園區，到創業園去實習。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和企業家座談，拜師，

吸取創業經驗；組織學生和園區座談，瞭解園區創業政策。為大學生畢業後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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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提供場地、政策等方面幫助，尤其是得到有創業經驗人士在選擇適合年輕大

學生創業形式和模式上的個性化指導，降低創業風險，提高大學生創業成功率。 

 

5.總結 

創新是一個民族得以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得以蓬勃發展、興旺發達的動

力源泉。大學作為教育的重要陣地和引領力量，是人才會聚的戰略高地，理應成

為培養創新性人才的搖籃。創新是各行各業人才的一致追求，技術的創新，促進

了社會的進步，也推動了行業迅速地成長壯大起來。為此，當前大學生培養需要

通過創新創業教育來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創新能力。在專業教育理念基礎上，轉變

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觀念，加強對創新創業教育的認識，將專業教育理念與創新

創業教育理念相結合。以創新創業能力為核心，以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和課程體系

為重點，樹立將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結合為一體的教育理念，在專業教育中

全過程滲透創新創業教育，協同政府、企業和學校的資源，以創新教育促進學生

全面發展和全面成才，以創業促進大學生就業，從而開拓了大學生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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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will become the largest study destination in Asia in the next 10 years. And 

SSPU 13th Five-Year planning also requires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grew at an 

annual rate of 15%-20%. For a long ti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agement in SSPU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daily study, basic conditions of life and entry 

and exit affairs, etc..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find the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the 

author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of 

SSPU. The author tr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ir studying reasons, learning stat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tact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explore individual factors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ir adaptability. Also the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SSPU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investigated.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nder, country, Chinese level and the purpose and expec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enerally feel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Chinese society.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are language barriers, interest and hobbies, 

etc..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social support factors on students' adaptation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are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mod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stablishing multi channel 

communication network,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pening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or training course and us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ources to achieve mutual management.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 Introduction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the scale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China is expected to expand by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94% in the next 

ten years. All kind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will reach 500 thousand people in 

2020. The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 stage will reach 150 thousand people. At that 

time, our country will become the largest study destination in Asia.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has put forward a new task for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management model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tercultural contact brings 

not only novelty and mystery, but more pressure experienc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difficulties of students to adapt. Eating and sleep 

disorder, irritability, too much attention to health, general depression, the host country 

members do not trust or even hostility are the external display of the students spir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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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sure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failur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causes the 

students to suffer from the academic failure, which causes the students to drop out of 

university, or delay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studies. Some even lead to serious mental 

illness, resulting in traged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host country even affects the evalua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image of the ho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study on the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become a practical need. 

 

2．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2.1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model 
Adaptation model is a focus of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roblems of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affect most people who first contact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in different degrees.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main types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how people experience the adaption 

process: Learning process model, perception model (stress coping mode), and 

recovery mode. These three kinds of research models reveal the nature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from different aspects, that is, when person is in contact with 

different culture from their own lifestyle, behavi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value 

view, it will bring the culture generated emotional impact, cognitive inconsistency and 

the resulting behavior changes. The learning process model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sojourners and the environmen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skill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tress coping mode stresses the pressure of unfamiliar 

environment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brought by it,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Restoration models emphasize the process and dynamics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researchers will combine these three models to stud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cause the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resulting from those to reveal the process and dynamics of 

adaptation. 

 

2.2 way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ists, John Berry put forward that cultural adaptation in fact 

was a question of establishing a new culture system, which was not only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ustoms, beliefs, systems and so on, but also was the 

re-orientation of objectives and values, behavior and norm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two dimension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one was to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their own 

mother culture, and the other w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social groups. The 

study of Canadian immigrants of Professor John Berry found that cultural integration 

was the best way to adapt to th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t 

was not only to save their own culture, but also to absorb the best plac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ith combining of the essence of the two cultures. In order to live 

in a foreign countr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to take this kind of adaptation. 

 

2.3 Causes of cultural shock and non adap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host country lif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and experience a lot of pressure. These pressures come 

from academic stres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such as psychological autonomy,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etc. Compared with the host 

country's peers, they have to deal with other forms of stress which includ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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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 language difficulties, adapting to unfamiliar eating habits, social norms and 

customs, as well as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need 

to bear the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homesick, as well as the loss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which brings all kinds of pressure and discomfort. 

 

2.4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Cao Feng (2009)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agement from 

thought, knowledge and communication. Zeng long (2011) believ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should not to be ignored. Peng 

Tian (2011) analyzed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two level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of harmony from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ang Rui (2012) 

expounded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w 

to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Xu Junke (2010)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agement of 

our country. Xu Jian (2009) emphasized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be started from their own, with carrying on the correct guidanc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tudy of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as the following: the model of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theory in the past and some theories 

were not suitable for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past research is too 

micro, lack of grasp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r empirical data.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about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aptation are mostly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from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 study mostly focuses on the cross cultural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foreign cultural environment, 

or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ways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increasing growth of student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3. Basic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SPU in 2016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has been developed i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SPU) since 2011, and basically stable for degree program, exchange 

program, short-term program and internship program.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and estimates in July 2016,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t school this year will be more 

than 150 people from more than 20 countries. Mongolian, Kazakhstan and Laos are 

the main qualifications of degree program. Exchange students are mainly from 

Germany and Finland. And Short-term students are mainly from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So far, the total number of these three part people will be more than 100 

people, reaching 6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e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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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2016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SPU 

 

4. Questionnaire and analysis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life and learning of the 

students in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China was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so 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to fi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last, the author 

summariz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From April to July 2016, the author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SPU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collection of the total sample w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country, gender, time, age,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A total of 

118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112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Excel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s. 

 

4.1 Individual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and analysis, the adapt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shows 

a great difference. The gender, the cultural group, the time of staying in China, the 

level of Chinese and other individu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udents. Overall, the adaptation of male student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female students. The level of Chinese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adaptation, but the extent of the influence is not obvious. Especially in Kore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in the sample, the primary level of Chinese students adapting to the 

situation are better tha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of student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Europe and U.S.A. Language level and adaptation are more consistent than from other 

area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situation better than the South Korean 

and Japanese students. The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hinese city show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students 

from Europe and U.S.A is the highest in all the investigated groups. This proves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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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that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ents live in a better adapt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ud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st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ime of study in China is different, the problems faced and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are differ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partly verify the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restoration model U curve theory, that is cultural adapt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in which the excitement begins, then the honeymoon stage, the 

stage of hostility, the stage of withdrawal, the stage of integration, and gradually adapt 

to the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4.2 China's social support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This study shows the groups fit bes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environment are not 

Japanese students with nearest Chinese cultural distance, but the European and U.S.A. 

students with far cultural distance.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support of the host country, played a great role.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accepta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result shows 

European and U.S.A. students who get Chinese students most concern with their own 

active adapt to the situation best get the most social support; also participate in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very active. But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North 

Asia and Africa with negative stereotype whom Chinese students are relatively 

unfamiliar with adapt to the poor situation. Some students feel lack of social support 

in China and often take evasive strategy. Their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s also low. The study also found some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me country and so on, had affected the 

Chinese students acceptance. 

 

4.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re difficult 
The study found that foreign students generally felt mo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factors mainly show 

on the language barrier, interest and hobby differences,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permanent exchange mechanism.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 and social 

support, the purpose and expectat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love and accep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had influence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in China. 

 

5.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5.1 Reform the management mod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combin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convergence management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worth advocating. At present, there is only about 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SSPU. The classification of its mana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and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enter to 

enhanc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t the same time, implement convergence 

management mode,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hinese studen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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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ood student management should be the 

common management of all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fairs. Simply distinguishing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fairs function according to separate academic and life management 

eventually will be the student circle to the so-called study life in the life center. 

 

5.2 Establish multi channel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 university could encourag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through establishing a variety of forms of policy advisory activitie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very active with a 

wide range of social activities. Although the purpose and motivation of China is 

different, most of them are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able to carry out a positive and 

good publicity for us. They can feel the progr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studying and living in China, introduce China to the world i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way. 

 

5.3 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a has stepped up the pace of the world. Relaxed and friendly international social 

environment is our "social support" to the world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re 

the most direc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y are the 

most real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China.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the best service, strengthening their social support can win their lov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lso create a relaxed and friendl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 environment for our own development. The relat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may release the activit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5.4 Ope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or training courses 
Train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management staff of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according to ope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Chinese 

students in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staff and service personnel have the 

most contact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e to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cause both 

parties misunderstanding and unhappy.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and cultivat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management staff and service personnel. 

 

5.5 U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ources to achieve mutual 

management  
Students' own experience is also a valuable curriculum resource.  For newcomers, 

old students hav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ir life can provide a very big help.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can invite all the students to exchang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example, tell these new students how to choose courses, how to arrange studying 

time, how to write the paper, how to cooperate with the teachers, and so 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 cultural training projects, it should be fully 

tapping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ause their own experience 

is rich resources of cross cultural training. All these ways are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studen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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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nclus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rossing cultural adaptation, what we can do only be 

communication, understanding and help.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culture, creating a relaxed and 

friendly social support environment can help students to adapt to life in China, and 

cultiv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identity. Young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e to China with passion and dreams. We have set up 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to cross cultural divide to realize our drea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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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文摘要 

我校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問題研究 

 
孫豔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摘要 
未來10 年，我國將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地國家,而我校十三五規劃也要

求留學生比例按每年15%-20%的速度增長。長期以來，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對來華

留學生的管理主要側重於日常學習、生活基礎條件及出入境事務協調等方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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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留學生適應狀況，發現學校留學生教育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在上海第

二工業大學留學生中進行了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從各類來華留學生的留學原因、

學習狀態、人際交往、接觸中國文化等方面瞭解來華留學生的適應狀況，探索影

響其適應性的個人因素和社會環境因素。同時，還調查了本校中國大學生對留學

生的接納程度。調查結果顯示，留學生的性別、國別、漢語水準以及來華前的目

的與期望等因素對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有顯著影響。留學生普遍感到融入中國社

會的人際交往困難較大，主要影響因素是語言障礙、興趣愛好差異等。同時，中

國社會支援因素對留學生適應的影響遠遠大於文化差異因素。根據上述問題，筆

者提出對留學生實施分類與趨同管理相結合、設立留學生活動中心（具備心理諮

詢、生活諮詢、組織活動等功能）、建立多管道資訊溝通網路、開設跨文化交際

類通識課程、對中國大學生和留學生管理人員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力培訓等相關對

策。 

 

關鍵字：來華留學生；跨文化適應；跨文化交際；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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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訊教育政策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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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邇來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快速，除了對社會經濟文化造成衝擊，在教育上更因

此產生巨變。尤其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近年來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非僅象徵國家

競爭力的強弱，如何讓 ICT融入教學更是各國教育政策的重要方針與內涵。 

臺灣資訊教育政策肇始於 1968年，但自 1997 年才有比較完整的規劃。本文

將透過文獻分析來回顧近 20 年臺灣資訊教育政策的發展，並以前瞻性的角度提

供五點建議:1.持續改進實施架構以進行跨部門合作；2.重新檢視資訊教育實施

品質與成效；3.強化銜接高等教育與十二年國教；4.形塑終身學習的數位學習環

境；5.推動技職教育課程數位化。 
 

關鍵詞：資訊教育、資訊教育政策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in 

Taiwan. 
 

*Hsiao-Fen Li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ing-Hui Lu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t not only a symbol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a foundation 

of formalizing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thought the policy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68, it has never sound regulations till 1997. After 

reviewing articles related Taiwan information education during 1997-2016, there are 

five prospective recommendations we propose:  

1. Developing a clear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2. Re-examining the 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3. Linking up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89 
 

4. Creating a lifelong e-Learning circumstances. 

5. promoting digitized technological &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 Information Education, Policy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壹、 前言 
邇來隨著資訊科技發展快速，除了對社會經濟文化造成衝擊，在教育上更因

此產生巨變。尤其在全球化的脈絡下，近年來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非僅象徵國家

競爭力的強弱，如何讓 ICT融入教學更是各國教育政策的重要方針與內涵（白亦

方，2008；湯梓辰，2012；劉修豪、徐新逸，2014）。 

關於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 1998 年巴黎召

開 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IC）與教育世界代表大會開始，即開啟國際

間對資訊教育政策一連串的檢視。2007年起 UNESCO復針對亞太地區資訊教育政

策進行探討，並將 ICT 運用於教育的發展途徑分為新興（emerging）、應用

（applying）、融入（infusing）及轉化（transformation）等四階段指標（陳

芳哲、簡志成，2009；劉修豪、徐新逸，2014）。另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經濟合

作組織(OECD)於 2010提出 21世紀應具備：1.學習與創新能力；2.數位素養；3.

工作與生活能力等三項與資訊教育相關內涵之關鍵能力，世界銀行（Word Bank）

自 2005年起陸續發布促進與資訊教育相關的創新方案及其研究，更於 2010年針

對各國資訊教育的趨勢及特徵進行正面評價與效用之比較，並就各國實施成效的

關鍵議題及挑戰進行檢視（Word Bank, 2010）。UNESCO更在 2011年發表針對資

訊政策與轉化教育的報告中，分析各國的資訊教育政策內容，並將其分為政策目

標、策略願景、專業發展、教育典範改變、課程發展、評量改革、學校組織再造、

科技基礎建設等因素（劉修豪、徐新逸，2014），在在突顯出資訊科技不可磨滅

的重要性。 

除上述所提之國際間資訊教育政策相關報告書內容外，臺灣教育當局近年亦

針對相關人才培育進行研究，除了 2013 年所發布之《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

中將資訊力列為關鍵能力之一外，更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強調，為培養

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其應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等三

大面向之核心素養（教育部，2013、2014、2016）。由此可知，無論國內外在教

育發展與人才培育為目標的前提下，各國接把資訊教育政策列為優先推動的項目。

爰此，本研究為以臺灣資訊教育發展為主軸，將針對歷年來曾推動之重要資訊教

育政策進行回顧及反思，以期提供未來資訊教育發展之前瞻性建議。 

貳、臺灣資訊教育之政策回顧 
臺灣資訊教育發展的軌跡，最早可溯及 1968 年國立交通大學在為發展資訊

科技與管理人才之考量，從購置相關電腦硬體設備開始，爾後近 20 年的時間，

資訊教育僅在大學端發展（湯梓辰，2010）。當時各大學發展的主要方向，皆與

交通大學類似，旨在培育資訊科技與管理人才，而這些人才日後多成為臺灣在國

際間資訊科技產業相關領域發展之重要推手（何榮桂，2001）。惟資訊教育成為

教育政策遲至 1982年，教育部方才挑選 12所高級中學開辦實驗性課程──「電

子計算機簡介」，並於隔年 1983年將高職列入試辦資訊教育課程計畫中，接著逐

步開放國中及國小等將電腦教育列入課程（吳鐵雄，2009；張慶勳，2001）。簡

言之，臺灣地訊教育發展歷史軌跡，主要是由高等教育開始發跡，爾後逐漸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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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到企業界跟中小學校（白亦方，2008）。 

盡管臺灣自 1968 年開始發展資訊科技教育，但僅止於針對各級重點學校進

行經費補助與課程實驗等，尚未有統一政策或規範，資訊科技的發展，遲至 1997

年後，教育部方才開始針對資訊教育擬定統一政策，並研擬重要施政白皮書或計

畫（吳鐵雄，2009）。 

以下針對教育部於 1997 年起迄今，所發布之主要資訊政策白皮書或計畫，

歸納其發展軌跡（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2011；李忠謀、邱瓊芳，

1999；吳鐵雄，2009；張智凱、蔡佳穎，2014；教育部，2013、2014、2016；陳

芳哲、簡志成，2009；湯梓辰，2009、2010；劉修豪、徐新逸，2014）： 

一、 五年科技改革計畫(1997-2001 年) 
臺灣教育當局為配合行政院「擴大內需」方案，將此階段資訊教育發展著重

於硬體設備基礎建設，其於五年內規畫三項重要科技改革計畫分別為「資訊教育

基礎建設計畫」、「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計畫」及「遠距教學中程發展計畫」，

此三項計畫內容為： 

(一) 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 

主要制定的目的在為提供學校統一之系統硬體設備及相關資源，但此計畫對

於軟體如師資資訊科技素養部分未能同步提出養成或培育計畫，致使資訊科技設

備無法妥善應用於教學上。 

(二) 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計畫 

本計畫除了協助企業在 E 世代中繼續保有傳統的競爭利基因應網路化挑戰

之外，更期以資訊網路為核心，科技創新為主軸，同時整合經濟、交通、科研、

教育、文化、社會與行政作業各方面，以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重大建設計劃。但此

一計畫最後的成果未能如預期般地完成全國性的建設，其由都會區為建設的起點

逐漸建設的想法，受限於城鄉發展上的差距，最後除了造成城鄉間的數位落差外，

僅是形塑出政府所營造出的「高科技意識型態」，經由重視通訊和資訊業廣告預

算的傳播媒體再生產與銷售所形成的全民運動假象。 

(三) 遠距教學中程發展計畫 

遠距教學主要係藉由傳播媒體突破時空隔閡，使不同時空的教師及學生亦可

進行教學或學習活動；而為善用前兩項基礎建設所購置之硬體設備，教育部規劃

執行遠距教學發展計畫。 

然而理想中的遠距教學雖可不受時空限制，但其仍有部分學習活動受到影響，

如師生及同儕間的互動等，因此如何適時提供遠距教學教師及學生適當的教學與

學習支援，是遠距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惟如上所提及「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

計畫」所造成的城鄉數位落差，在推廣與應用遠距教學發展的過程中，城鄉差距

使得運用遠距教學進行授課的學習成效大打折扣。同時此階段所規劃的目的是為

提供學校硬體資源以發展資訊教育，但對師生的資訊素養或能力培養，甚或是資

訊師資的職前訓練等，並無具體描述，這是除了城鄉發展差距及數位落差外，政

府在推動資訊融入教學的目標時產生的重大矛盾現象。 

二、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2001-2008 年) 
為配合九年一貫的教育改革，教育部將資訊教育視為其中一重大議題，除仍

強調應將資訊融入及應用至各學科中，更於 2001 年針對資訊教育發布臺灣資訊

教育第一個白皮書──「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其所規畫之重點對象為教師

專業發展，主要願景為四點：1.資訊隨手得、2.主動學習樂、3.合作創新意、4.

知識伴終生，並訂定具體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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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均能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可達活動時間 20%； 

(二) 教師善用電腦，隨處皆可上網路，更應讓教材全面上網； 

(三) 全面建構學校無障礙網路發展環境，縮短數位落差； 

(四) 建立種子學校，發展資訊學學特色； 

(五) 培養學生正確資訊學習態度並了解與尊重資訊倫理； 

(六) 教育工作達資訊化、自動化和透明化等。 

「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其推動的重點為教師專業發展上，並把數位學習

納入「網路社會化」的一環，顯現數位學習之重要性，也期許教師除自我成長習

得資訊科技知識外，能配合已推動之「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善用資訊教育

資源以引導學生、家長與學校；然此階段重點仍為建置完整的資訊教育網路，並

推廣科技融入教學，也將資訊相關課程排入九年一貫課程中，但對於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評鑑、教學成效等未有規畫完整考核機制。故在本藍圖推行 7年後，教育

部於 2008年頒布《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 

三、 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3-2007 年) 
教育部提出「建構全民網路學習系統」之目標，執行「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

落差」配套措施，規劃五年內投入 40億元進行跨部會計畫，希望能夠集產、官、

學界力量，針對各部會進行資源整合，該計畫更以提升國民資訊教育素養，培養

國民具國際溝通、資訊創新與應用之能力，以及終身學習的態度為執行重點。 

在此階段之前，資訊教育政策的重點仍著重在硬體設備建置，對於資訊教育

內涵仍只是口號和目標，而此計畫確實將產官學等多方資源整合，除強化研發能

量、提升產業發展並推動全民數位學習確實得到成效外，其更與其他縣市政府共

同推動資訊教育計畫，協助各縣市政府研擬資訊教育白皮書，也在之後和數位典

藏計畫整合，進行第二期的數位學習國家型計劃。 

四、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 年) 
配合行政院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的第六分項「數位教

育與網路學習計畫」，實施高中職資訊融入教學數位教材發展與推廣，鼓勵大專

校院數位學習課程跨校合作等。透過設置臺灣地區居家寬頻系統，以縮減數位落

差，並鋪設高速資訊通信網路、建構完善資訊教育基礎及應用環境、加強推動資

訊及網路教育、增進全民資訊應用知能、充實網路學習內涵、善用網路資源改進

教學模式、提昇網路教學品質、建立網路學習體系等計畫，在發展知識經濟外，

更強調將數位學習納入「網路社會化」。 

如前所述，本階段計畫係為「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二期計畫，其在

第一期計畫所培養出的人才，已成為一具有創新、研發能力的數位發展技術團隊，

在縮短數位落差、產業發展、重要文化資產保存及創造其附加價值等方面皆有良

好的計畫成效。但後續若能使數位化典藏與學習重新整合，拓展語言、自然科學

和數位教育等方面，例如自然生態、傳統文化等，多樣性的整合研究成果，結合

政府、大學及民間資源，建構國際化資訊科技系統發展，再與外語文教學市場結

合，建立優質華語教學，增進華語師資能力，除可使臺灣成為重要資源數位典藏

中心外，更可成為全球推動華文文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重鎮。 

五、 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2008-2012 年) 
此為臺灣第二個資訊教育白皮書，不同於 2001 年發表的「中小學資訊教育

總藍圖」，本次重點放在中小學「學生」資訊能力發展為主要核心，教師、教學

資源、資訊硬體設備與行政機能等為輔，中小學資訊教育白皮書的願景和目標，

統整如下：培養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觀念、態度與行為，繼而懂得善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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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解決問題。 

(一) 教師能善用資訊科技提升教學品質，並應培訓具備資訊科技能力的師資。 

(二) 學校行政體系應能提供並保障且促進師生的數位機會均等，更因適時提升

校園內的轉硬體設備及網路服務，建立健全資訊科技教育型行政機制。 

(三) 協助發展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以配合學生學習之需求。 

學校可以透過先前建構之硬體設備系統，培養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生

學習與生活之能力，更透過執行「中小學資訊能力評量機制發展與推廣計畫」，

採用情境式評量，以考核學校所安排之資訊課程與教學，是否達正向培養資訊科

技應用能力；但此時期的教育部針對資訊教育的發展重點著重在中小學，對於高

等教育機構等仍採取尊重並配合各校學術自由發展的模式，僅就經費補助的方式

進行關切，然此一模式也讓高等教育機構能自我選擇數位學習發展的模式，形成

數位學習在高等教育遠高於高中職、國中甚至國小的數位能力的蓬勃發展。 

六、 數位學習白皮書草案(2012-2016 年) 
此草案之內容將臺灣依學習階段分為高等教育、高中職、國中小與終身學習

等，並對此四階段進行資訊教育科技規劃，其中包含數位學習現況分析、願景與

目標訂定、推動策略和行動分案擬定，以及研擬發展指標。針對學校教育階段，

希望透過數位學習環境建構，讓教師能利用數位學習模式進行教學，以提升教學

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效；而學校教育階段之終身學習，則是透過建設數位學習科技

相關公共設施，以營造社會風氣。 

雖此時期所參考進行的依據僅為草案，但其內容規畫已漸趨完臻，更透過多

場公聽會進行指標研擬，更不同於前面各期所提之政策僅針對國中小、高中職等，

其更將高等教育和終身學習等納入規畫考量，並配合國外數位學習發展的趨勢，

真正將科技融入教學，採用數位科技授課教學模式的形式，如翻轉教育、MOOCs

等，進行翻轉推廣，惟因仿效國外發展，未能實際發展出適合我國課程的模式。 

七、 資訊教育總藍圖(2016-202O 年) 
為配合 ICT 發展與其應用於教育上之數位學習模式等改變，教育部於 2016

年 5 月提出「資訊教育總藍圖」，希望能培養具有深度學習能力的數位公民；其

針對學習、教學、環境與組織等四面向願景進行各 6項策略擬定，其相關願景與

策略等內容為： 

(一) 學習面向：培養關鍵能力，養成創新實作及自主學習之數位公民 

透用培養數位素養和自我學習的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和運算思維的能力養成，

善用資源進行自我學習和跨領域學習，達到實作創客；更進一步透過社群媒體進

行社會關懷。 

(二) 教學面向：強化培訓機制，支援教師發展及善用深度學習之策略 

除了將針對資訊教師進行專業加強，更將針對一般教師的資訊能力進行補強，

透過建立教學典範和標竿學習，鼓勵師師間和師生間的共學和跨域合作，平等取

用教學資源，期許能透過擴散創新、多元評量，以達到適性教學。 

(三) 環境面向：打破時空限制，提供學生隨時隨地學習之雲端資源 

網路設備的補強，提供無礙取用且頻寬足夠的雲端資源以利學生學習，並透

過充實資源彌平差距；並設立交換機制，與企業合作開源軟體，並建立彈性管理

的設施規範，避免使用規範遭誤用。 

(四) 組織面向：健全權責分工，落實資訊專業人力合理配置與進用 

針對相關資訊教育政策計畫擬定，除透過專業人力和權責分工外，更應隨時

檢核效益；對於各校機關組織，將資訊完整融入，建立專業認證獎勵機制，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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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組織人才運算思維和自我檢測能力，更擬定民間合作機制，以使人力能彈性運

用。 

簡言之，此次頒布的「資訊教育總藍圖」五年計畫白皮書，其策略方針主要

為培養具創新實作及自主學習，並具關鍵能力之數位公民，透過打破時空限制的

環境，提供可隨時學習與使用之雲端資源系統，再者強化師資培訓機制，支援教

師發展及善用深度學習，並健全權責分工，落實資訊專業人力合理配置與進用。

綜觀臺灣資訊教育政策發展，主要係由資訊硬體系統設備購置為優先進行，將環

境建構完成後再行推動課程內容；而資訊教育課程教學實驗係由高中職先行進行，

爾後向下扎根至國中和國小，但就資訊教育重要政策和計畫擬定的對象而論，其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而自 2001 年推行之「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起，主要資訊

教育課程皆以中小學為擬訂對象進行，直至近期的「數位教育白皮書」才又將高

等教育機構納入資訊教育政策範疇。 

参、臺灣資訊教育政策之反思 
從臺灣資訊教育政策的回顧可知，政策推動及發展肇基於學術界，其後由高

等教育機構逐漸往下發展，近 20 年政府採取統一制度施行與推廣之模式。由此

依發展軌跡顯示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資訊教育課程發展方面 

無論政策推行、亦或是課程設計、ICT應用於教學等均係由上而下，至於其

執行端之學校或教師是否已具備完整資訊素養與能力，可明確落實資訊科技教學

或數位課程設計與應用等，在教育當局推動資訊教育相關政策時，似乎有所忽略。

另在相關政策擬定時，雖通過辦理公聽會、跨部會協商會議等，但現場教學實際

情況和政策欲推行和達成的成效往往差異頗高，若要提升政策成效，教育現場的

回饋勢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教師更是決定成功與否的關鍵。 

二、教師專業成長方面 

教育部所推動之相關資訊教育政策中，除了建構資訊硬體設備系統外，對於

資訊教育師資的自我專業成長有想法卻沒做法，並未針對資訊教育教師進行職前

強化。雖然近期頒布之「資訊教育總藍圖」中提及，對於資訊教育師資培育，為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新增之國、高中必修「資訊科技」科目，其師資培育機構

應重新研擬資訊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對於預計於 2018 學年度推行之新課綱課程

內容進行資訊教師專業與教學知能之強化，以符應新課綱課程推動資訊教育之需

求，但對目前教學現場之教師，是否就新課綱內容進行在職進修等未有明確規範。

此一現況未來是否會造成師資參差不齊，繼而影響學生學習品質，值得關心。 

三、區域發展差異方面 

針對推動資訊教育政策相關計畫地區或各階段學校，是否均衡發展？是否受

到城鄉差距造成之數位落差等影響課程發展？依據張智凱及蔡佳穎（2014）統整

各縣市所提出之資訊教育白皮書後指出，臺灣北部地區除臺北市提出強化國際交

流概念之外，其他縣市主要是以強化資訊教育政策專責單位功能，以及建構資訊

教育與學習環境為主，例如桃園市著重城鄉差距所可能造成之數位落差問題；南

部縣市則注重資訊融入校園，強調建置整合性的資訊科技教學與學習的應用環境，

針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能力、教學資源彙整與共享，以及學生運用資訊科

技全方位學習的資訊素養等進行重點目標規劃。由是觀之，除如臺北市等教育財

政資源較為豐富者，其資訊硬體設備建置較不構成問題，更可向外發展國際交流

等，其他地區對於資訊教育政策推動仍將重點擺置在建構相關整合系統，而偏鄉

地區受限於城鄉差距造成的數位落差，雖非為各縣市資訊教育白皮書所提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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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項目，但此問題應為資訊教育資源或政策推動之重要阻礙。 

 

肆、臺灣資訊教育政策發展之前瞻(代結語) 
ICT發展日新月異，隨著科技發展可預知資訊教育或數位學習模式，會更為

進步，在面對不確定因素繁多的未來，強化教育體系中的資訊教育，繼而培養學

生面對未來挑戰和帶著走的能力，應是當務之急。然自 1968 年迄今，無論教育

部是否主導資訊教育政策之研擬，臺灣大專院校皆處於資訊教育教學模式領導地

位，從 1968 年首先購入資訊科技系統硬體設備，到現在率先導入國外數位學習

教學模式的翻轉教室和 MOOCs，高等教育機構可視為臺灣地區資訊教育發展之先

鋒。對此，回顧近年臺灣資訊教育推動的模式，茲提出五點建議： 

一、持續改進實施架構以進行跨部門合作 

資訊教育政策從發展至實施是一漫長且複雜的歷程，亦非僅靠教育部或科

技部等少數機關便克竟其功，關於國家資訊教育實施架構之發展實有賴宏觀與微

觀的視野進行持續不斷地滾動修訂，最終要促成政府跨部門合作，讓資源有效整

合與共享。 

二、重新檢視資訊教育實施品質與成效 

教育部自 1997 年以來所推動的資訊教育相關政策白皮書與計畫，投入遠甚

於 1968 年針對部分學校提撥資訊教育推動計畫經費補助款項，然而歷年來所投

入之龐大資金，卻未能落實資訊教育評鑑或計畫後設評估，導致其計畫推行結果

是否切實符合教師或學生實際需求不得而知，尤其在推動資訊教育政策20年來，

面臨了資訊設備汰舊換新之經費不足，學校相關管理人才負荷過重，以及教師資

訊素養層次不齊導致融入教學形式單調過時，更甚是城鄉數位落差鴻溝益深、學

生資訊倫理待教育與網路成癮等問題，在此建議政府能針對歷年執行之計畫確實

檢討，避免落入計畫表面效度或經費執行率之假象。 

三、強化與高等教育及十二年國教之銜接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所提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

草案》，強調為強化臺灣學生資訊科技素養，將資訊科技的學習向下延伸，規劃

七年級至十二年級的必修和選修課程，且學習內涵更以運算思維和設計能力培養

為主軸；然在教育部《資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卻僅建議教育主管機關宜借鏡

國際上推動運算思維能力培養的具體作法，或參考國外大學相關資訊先修課程進

行研擬與規劃高等教育之課程內容，而未見完整的規劃內容。由此可知，目前臺

灣教育當局並未針對資訊教育課程如何架接十二年國教與高等教育進行審思，如

此對於學生升學進入高等教育後，容易在資訊教育領域課程中產生學習落差的現

象，建議針對高等教育與十二年國教課程中的資訊能力行銜接。 

四、形塑終身學習的數位學習文化 

建議整合各縣市政府所提出之數位學習環境建置計畫，由中央提供公共平

台空間進行數位學習課程推廣，尤其非正式學習階段的數位學習文化塑造，不單

只是提供免費上網的資源，更重要的應為充實雲端教育資源，一方面改善城鄉數

位落差，更可形成終身學習的數位情境。 

五、推動技職教育課程數位化 

技職教育課程係屬實用性高之課程內涵，且部分實習課程耗材所費不貲，

為節省成本，多數學校無法讓讓教師重複示範實作，更遑論學生充分練習，若能

將此類課程數位化，當可對求學階段學生學習提供協助，更有利於在職進修者進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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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是當前世界各國教育所致力的重點，臺灣亦無法置身事外，從資訊

教育政策的變遷與簡短回顧中，我們看到了問題也看到了轉機，爰做以上改進建

議，惟最終必須藉由務實地檢討與推動，才能達致打造「科技島」理想。  

參考文獻 
白亦方（2008）。臺灣資訊教育課程的歷史分析。載於課程史研究的理論與實務

（頁 69-87）。臺北市：高等教育。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2011）。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101-105 年）。 

何榮桂（2001）。從九年一貫新課程規劃看我國資訊教育未來的發展。資訊與教

育，85，5-14。 

李忠謀、邱瓊芳（1999）。遠距教學環境：支援系統的發展與評估。科學教育學

刊，7（1），49 – 69。 

吳鐵雄（2009）。我國資訊教育發展。臺北市：心理。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 

張智凱、蔡佳穎（2014）。臺灣近年資訊教育推動計畫的回顧與前瞻。國家文官

學院 T&D 飛訊，201，1-22。 

張慶勳（2001）。國小推行資訊教育之現況及困難。國教天地，144，58-66。 

教育部（2001）。資訊教育總藍圖。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2013）。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2016）。資訊教育總藍圖。臺北市：作者。 

陳芳哲、簡志成（2009）。資訊教育發展。資訊社會研究，17，53-126。 

湯梓辰（2009）。資訊素養指標建構及情境評量機制。鑑定專業績效之教學行為

觀察省思研討會，臺北市，臺灣。 

湯梓辰（2010）。我國資訊教育政策之發展與省思─以歷史軌跡探討我國資訊教

育史。臺灣教育發展論壇，2010（2），57-76。 

劉修豪、徐新逸（2014）。國際資訊教育政策趨勢之比較研究。教育政策論壇，

17（1），127-15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0）. 21st Century 

Skills：How can you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new Global Economy？ 

Word Bank. （2010）. ICT in school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Washington, 

DC，Author. 

 

 



96 
 

職業導向的“翻轉課堂”教學 
           

何成 王煥詒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工學部) 

 

摘要：職業導向的高等教育，是一種關注學生未來職業適應力和發展力的實用

教育，要求採取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模式來培養學生。針對職業導向高等教育的

特點，本文論述了“機床電氣控制”課程採用“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實踐。

根據當前企業電氣控制的技術現狀，緊密結合教學團隊成員的科研專案，對“機

床電氣控制”課程採用“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改變了傳統的教學形式。這一

教學模式包括：課前學生自學老師掛在網上的教案，課堂上教師結合企業實際項

目，採用項目教學法進行案例討論。這一“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理論結合實踐，

極大的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給學生打下了紮實的電氣系統實踐基

礎，為將來踏上工作崗位做好準備，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關鍵字：職業導向；翻轉課堂；課程建設 

 

Profession-oriente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HE Cheng 

    
Wang Huanyi  

(Faculty of Engineering,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Career Oriented Higher Education pay much attention to students’ 

future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education. It need the 

practical-with- theory mode to cultivat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reer-oriented education, discusses the "Machine Electrical Control" course a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Reform and Practice. Closely integrated 

state of the art research and teaching team members' current business electrically 

controlle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teaching. Before class self-learning 

teacher lesson plans linked to the Internet, the classroom teacher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project, using project teaching cases were discussed. Thi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which greatly 

improved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to the student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Practice electrical system, and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 

Keywords：Profession-oriented；Flipped Classroom；Course built 

 

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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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上海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佈局結構、實施

戰略有效調整，辦學條件得到整體提升，高等教育事業步入了蓬勃、快速發

展的軌道，逐步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當前，在著力推進“四個率先”，建

設“四個中心”國際化大都市的進程中，上海高等教育進一步發展的脈絡日

益清晰：從偏重硬實力轉向注重軟實力建設，從偏重大樓建設轉向培育大師、

大愛、使命與責任，從偏重教育自我完善轉向教育主動融入、服務和引領社

會。從而，上海高等教育的發展迎來了以內涵建設為主的戰略機遇期。 

    在上海高等教育發展的嶄新歷史起點上，上海第二工業大學抓住機遇，

秉承傳統，開拓創新，認真研究並制定了學校新一輪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

規劃，確定了今後的發展方向和建設任務，著力推進學校內涵發展。人才培

養工程是高校內涵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創新型人才是高校所應肩負的

責無旁貸的重要歷史使命。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在內涵建設推進過程中，確立

了把學校建設成為“實施一流的、多層次的高等技術和職業教育，培養知識

型高技能創新人才的國內知名特色大學”的奮鬥目標，並通過抓實、強化課

程建設等有利於創新人才培養的實踐平臺建設，切實提高人才培養品質，有

力、有效地推動學校創新人才的培養。 

 

二、  構築平臺，推進創新人才培養主陣地建設 

    當前，通過構築和強化有利於創新人才培養的創新平臺建設，如課程建

設專案建設實施等，高校正在成為我國培養創新人才的主陣地，在創新人才

培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為了進一步完善各類創新型人才培養體系，進一步增強上海高校的自主

創新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層次服務於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知識創新體

系，上海市教委在全市高校中推進課程建設。課程建設是上海市教委全面貫

徹落實“科教興市、人才強市”戰略決策和上海市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切實

加強上海高等教育內涵建設的重大舉措，也是上海高等教育教學工作的創新

之舉。 

    課程建設的目的是將上海高校的一批專業建設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的人

才培養重要基地和高校教學研究與師資培訓中心，增強高等教育服務於上海

城市發展和經濟建設的能力。課程建設工作的實施為高校進一步深化教育教

學改革創造了契機，為學科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機遇，為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

搭建了平臺。而通過課程建設的持續深入建設，將有助於引導高校走創新型、

開放型和特色型的內涵發展道路。 

    “機床電氣控制”成功申報為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精品課程，項目於 2015

年批准並建設實施。在專案建設過程中，學校不斷加大投入、強化管理、深

化改革；並遵循“厚生、厚德、厚技”校訓，堅持實施貼近學業、貼近產業、

貼近就業的辦學思路，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構築學科發展平臺，推進創新人

才培養，使學生具有更高的知識水準、掌握更強的技術能力、具備更強的就

業競爭力、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成為一流的知識型高技能創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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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課程建設，探索創新人才培養的有效途徑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在人才培養實施過程中，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注

重為區域經濟建設的生產第一線服務，力求做到貼近學業、貼近產業、貼近

就業，著力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應用型高技能人才。”機床電氣控制”專業

在機電一體化技術高級應用型專門人才緊缺背景下應運而生，並在建設的實

踐中不斷探索創新人才培養的有效途徑。 

 

1 以高技能應用型創新人才為培養目標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集機械設計與製造、電子電氣技術應用、

電腦與資訊技術、感測器與監測、液壓與氣動、控制理論於一體，培養具備

德、智、體全面發展，掌握機、電、液、資訊等基本知識和技能，能從事機

電一體化領域內的設計製造、科技開發、應用研究和運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

並具有較強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工程技術應用型、設計型人才。 

 

2 以提升就業競爭力為導向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導向，打破原有的

專業課程結構框架，根據社會對本專業人才素質的要求，改革專業教學的課

程與實踐環節。精心制訂各課程的實施性教學計畫和教學大綱，將單科獨進、

理論實踐分離的教學安排，改變成以能力培養為本位、理論實踐交叉融合的

教學實踐，實現專業課程的綜合化與模組化。在理論教學中堅持以“必須、

夠用”為度，簡化原理闡述，刪除冗繁的計算，突出必備專業知識的培養。

增加實驗實踐教學環節，設置”機床電氣控制”專業大型實驗周，將課程中

的相關教學環節相對集中，做到理實一體化教學。 

 

3 以深厚的辦學經歷和夯實的學科建設為基礎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所在的機械電子工程專業，自 1988 年開始招收

本科成人學生，是我校首批開設的成人教育本科專業。二十多年的辦學經歷，

使本專業在應用型教育上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培養了包括全國著名勞模

包起帆、李斌等在內的一大批優秀學生。 

    在““機床電氣控制””專業建設過程中，本學科的“機床數控技術”

專業在 2002 年評為上海市“高職高專精品專業”；2004 年“機床數控技術”

專業又被評為教育部國家級“高職高專精品專業”；2004 年“數控機床故

障診斷與維修”課程被評為“國家精品課程”；2005 年“適應現代製造業

需求的緊缺數控人才培養體系的建設與實踐”課題榮獲上海市教學成果一

等獎。2006 年，本學科被列為學校重點建設學科；““機床電氣控制””

被列為學校重點本科專業；“數控應用技術和模具設計製造技術”被列為學

校優勢學科；本學科專業老師分獲校教學成果獎一、二、三等獎以及校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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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二、三等獎。本專業學生在校期間參加第一屆全國數控技能大賽獲得優勝

獎。此外，在上海大學生機電 21 世紀畢業設計大獎賽中，本專業學生分別

取得 2002 年優秀獎、2003 年三等獎、2004 年二等獎的優異成績。 

 

4 創新人才培養體系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專案構建了“知識平臺+學科綜合技能+工

程項目技能”的人才培養平臺（如圖 1），對知識型、高技能和創新人才提

出了具有針對性的人才培養體系，形成了適應當前社會發展需求的“以機為

主，機電結合”的人才培養思路和按照機械工程一級學科培養的“厚基礎、

寬口徑、精專業、強能力”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5 進一步優化教學體系 

    在專案建設過程中，針對目前教學體系不適應當前應用型本科培養目標

和生源特點等問題，重新修訂教學計畫，整合課程，優化教學體系，提高人

才培養品質。 

    寬口徑機械電子專業建設的重點是專業平臺課程的構建。通過調研，並

結合學科特點，進行”機床電氣控制”課程體系的重新建構。在課程重組的

過程中本著體系優化、內容精新的原則，對原有專業課程進行了整和、重組，

修訂2007級”機床電氣控制”專業本科培養方案。確立了《機械製造基礎》、

《機械設計基礎》、《機電一體化技術》、《類比電子技術》、《數位電子

技術》、《測試與傳感技術》、《機床電氣控制技術》、《微機原理》、《可

程式設計控制技術》等課程為專業平臺課，教學內容得到優化和精簡，突出

基礎，形成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以機為主，機電結合”人才培養思路和按

照機械工程一級學科培養的“厚基礎、寬口徑、精專業、強能力”的創新人

才培養模式。 

    整合後的”機床電氣控制”專業課程體系構建的關鍵在於提煉和整合

各專業方向的專業基礎課程、專業平臺課程。在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指導下，

結合目前創新人才培養的需要和學院自身學科的特點，刪除了一些內容陳舊

的課程，增設了一些必要的課程，並將原來的一些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程通

過凝煉其基礎部分，整合為專業平臺課程。如將原開設的《機電傳動控制》

課程加入可程式設計控制器方面的知識調整為《電氣控制與 PLC》，同時增

設《機電一體化系統設計》。 

    在實踐教學體系中，注重學生將理論知識轉化成實踐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除課程中開設的必要的實驗課之外，還獨立設置數門實踐課程。在專業主幹

課程內容最後都安排課程設計，以校內實訓基地和校外產學研基地為實踐平

臺，不同階段安排學生進行不同類型的實習，最後進行綜合的機電系統、伺

服系統和機電設備故障分析與維修的實習，占總學時的 35%～40%。利用這

個技能實踐平臺，充分鍛煉了學生在生產實踐中解決實際問題的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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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習環節中，採用校外產學研基地實習和學生參與教師科研課題相結

合的模式。一方面，安排學生在假期或畢業實習階段赴企業生產第一線實習，

由企業指導學生生產實踐；另一方面，從大三起安排學生參與教師的各類科

研項目，使學生能與生產實踐以及工程項目等開展零距離接觸，促進學生提

升工程設計和項目實施管理的能力。 

    實行學分制，配合班級導師制，開展第二課堂；本專業從 06 級開始已

經全面實施學分制和選課制。成立由教學和來自企業的專家組成的專業指導

委員會；定期開展學生對課程與教師教學的滿意度調查。整個教學體系，層

層推進，環環相扣，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很好地銜接，並適當配置實驗、實

訓和選修課程，努力培養具有本專業特色的應用型、設計型人才。 

 

6 不斷深化課程改革 

    以“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為契機，開展課程改革和建設，完成了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體系改革專題研究，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課程

體系。其中《機電傳動控制》、《液壓與氣壓傳動》等課程被立項為學校重

點建設課程。目前，《液壓與氣壓傳動》已在進行市級精品課程的建設。開

展機電類專業課程雙語教學，已完成《可程式設計控制器》課程的雙語教學

建設工作；《感測器與測試技術》 等雙語教學正在試點中。建成了專業建

設管理系統網站；建立了校外專家教學評估指導體系和教學品質監控與評估

體系，進一步促進創新人才培養品質的提升。 

 

7 精心打造實驗教學示範中心 

    在課程建設中，學校不斷探索適應創新型人才培養需要的實驗教學和實

驗實訓基地建設、管理模式；根據實踐教學與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創新的要求，

進行實驗教學改革和實驗室建設，進一步完善各實驗實訓室的建設和規劃，

完成實驗實訓設備儀器的添置配套，建立上海職業技術教育機電實訓基地、

機電一體化准高級職業技能鑒定所，精心打造實驗教學示範中心，著力加強

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和創新意識。 

    目前，”機床電氣控制”專業正承擔“國家數控技術職業教育實訓基地”

和“機電控制實驗實訓室”的建設，其中的數位化製造中心與學校的電工電

子實驗中心、電腦實驗中心和創新實驗室等共同組成的工程訓練中心被評為

上海市市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綜合性工程訓練中心的建設，營造了工業創

新的工程實踐環境，有力地促進了“構思-設計-實現-操作”工程教育模式

的有效實施，成為學生瞭解現代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現代經營管理、掌握綜合

性工程實踐、提高創新能力的實驗區，對學生探索精神、科學思維、創新意

識、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全面培養起到了關鍵作用。學校工程

訓練中心的教學環境已接近企業實際，成為學生創新實踐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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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推進“雙師型”師資隊伍建設 

    專業實踐能力是應用型專業教師的核心能力，推進課程建設“雙師型”

教師隊伍建設，對於提高學生實踐和創新思維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專家認為，

如果教師處於缺乏技能的狀況，要讓學生掌握良好的技能是不現實的。因此，

在““機床電氣控制””師資隊伍建設過程中，學校十分注重對專業教師技

能培訓的強化。目前，““機床電氣控制””專業所有專業教師都利用寒暑

假參加了“機電一體化准高級工技能培訓”，並已取得職業資格證書。 

    在““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過程中，學校制訂了有利於“雙師型”

教師隊伍建設的有關規定和激勵措施，從制度和政策上向“雙師型”教師傾

斜。一方面，將教師下企業與專業技術職務評聘掛鉤，鼓勵教師帶著實踐專

案下企業，及時瞭解第一線的設備工藝和科技技術，積累實訓教學所需要的

技能和實踐經驗，使專業教師由單一教學型向教學、科研、生產實踐一體化

的“一專多能”型人才轉變。另一方面，學院根據專業建設需要，引導鼓勵

專業教師積極參與實驗室以及實驗實訓基地建設，對參與建設的教師折算相

應的工作量。這些政策措施具體、可操作性強，對調動廣大教師成長為“雙

師型”教師起到了促進和激勵作用，也是建設高素質的雙師型師資隊伍的有

效途徑。 

 

9 堅定不移地開展校企合作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從建校伊始，就始終以“為企業服務，超前一步”作

為學校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源泉。一直以來，二工大的人才培養著眼於社會、

服務於企業，堅定不移地走產學合作教育道路。 

    “機床電氣控制”課程建設在建設中秉承工學結合、校企合作優良傳統，

與多家企業，如上海萊必泰機械發展有限公司等結成了產學研聯盟，設立了

科研流動工作站，如二工大站和萊必泰工作站，利用各自在技術、人才、市

場等方面的優勢，聯合開發數控雕刻機、數控雕銑機和數控銑磨機等系列化

產品。與企業簽訂協定，開展校企聯合辦學，按照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對學生實行“訂單式”、“零距離”培養。通過產學合作的教育模式，使學

生的專業理論學習和社會實踐要求相結合，提高了學生的社會競爭意識、適

應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縮短了學生畢業後的適應期，從而降低了企

業勞動成本，形成了企業、學校和學生多贏的局面。 

 

四、結語 

    知識經濟時代呼喚高技能的創新人才，高技能人才的技能之“高”，更

多地反映在綜合技能、創新素質的“高”上。因此，一方面，高校應當在教

育教學中強化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另一方面，高技能創新人才的培養應以

提高人才培養品質為核心，積極推進高等院校重點專業建設，如課程建設等。

通過專業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實訓基地建設、課程體系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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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改革等專項工作，完善人才培養模式，增強高校培養上海城市發展所需

的應用型、技術型創新人才的能力，造就出符合時代需要的高技能創新人才

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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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交換生普通話課程初探 

劉宏帆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外事處、港澳臺辦 

 

摘要： 
    臺灣交換生在大陸學習生活中，存在一些因兩岸語言文字差異而造成的交流

障礙。本文分析對臺灣交換生開設普通課程的重要性。遵循目標具體化和結構系

統性等原則，結合學生實際需求，確立課程目標為瞭解漢語普通話及方言的使用

情況；學會使用《中文拼音方案》，並使用拼音輸入法完成漢字輸入；瞭解常用

漢字的讀音、常用詞彙、標準語法等在兩岸的主要差異，學會認讀簡化漢字。本

文重點分析兩岸標準語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字等四個方面的主要差異，並由

此確定課程教學的主要內容，並對教學開展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字：普通話課程、中文拼音、簡化漢字 

 

前言 
    隨著大陸與臺灣的交往日益頻密，兩岸高校之間的交流也呈興旺態勢，大學

學生層面的交流互訪人數也一直在穩定增長。由於歷史原因，大陸和臺灣一度長

久隔絕。隨著語言發展變化，加之各自語文政策不盡相同，兩岸在語言文字的具

體使用上出現部分差異。張世平等（2014），李行健（2014）將之概括為為“一

語兩話”和“一文兩體”。“一語兩話”表明大陸普通話和臺灣國語是 40 年代

漢語通用語「衍化為同一層次上相對的兩個變體」。“一文兩體”主要指是大陸

和臺灣在書面印刷上存在的簡體、繁體的差異。這些客觀存在的差異，導致了臺

灣交換生在大陸可能會遇到一些交流上的障礙。為了説明臺灣交換生瞭解兩岸語

言文字的主要差異之處，幫助他們減少交流障礙，更快適應在大陸的學習生活，

設置普通話課程確有意義。在實際工作中，就出現了臺灣交換生主動提出要學習

中文拼音等的情況，這從另一方面說明開設普通話課程基於學生的需求，確有必

要。 

     

一  課程總體設計 
    在進行課程總體設計前，首先要明確課程教學目標，設定課程教學目標時，

我們要遵循兩個重要的原則：一是具體化原則，一是系統化原則。黃甫全（2006）

對兩個概念有清楚的定義：具體化原則是「對學生學習的預期結果」，「要求課程

和教學目標的表述應力求明確與具體」；系統化原則，「要求課程與教學目標的系

統特性」，「用系統的方法來設計其目標」。李秉德（1991）先生指出，「系統化為

具體化提供依據和方向，具體化為系統化提供可操作、可測度的步驟，兩者相互

補充」。系統化要求我們對普通話課程涉及到的各個方面有整體全面的把握，具

體化要求對課程中的各個方面提出明確具體的目標和要求。 

    對臺灣交換生設置普通話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説明學生更好地適應在大陸的

學習生活，並不需要學生掌握標準的普通話，或是書寫規範的簡體字，滿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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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流的需求即可。 

    基於上述原則和學生情況，結合教學實際，我們確定本課程的教學目標為：

瞭解漢語普通話及方言的使用情況；學會使用《中文拼音方案》，並使用拼音輸

入法完成漢字輸入；瞭解常用漢字的讀音、常用詞彙、標準語法等在兩岸的主要

差異；學會認讀簡化漢字。 

    在課時安排上，本課程適合在臺灣交換生到大陸第一周內實施並完成教學。

教學內容包括教學目標中提到的概論、語音、詞彙、語法和文字幾個部分，包括

學習和操練大致需要 8個學時的課程即可完成。 

 

二  課程內容 
    前文提到，大陸普通話和臺灣國語是“一語兩話”、“一文兩體”，相同之

處遠大於差異點。語言有三大要素：語音、詞彙、語法，這些當然都是我們需要

涉及的方面，另外漢語與其他純用字母書寫的語言相比還有一個特殊的部分——

漢字，兩岸在漢字使用上也有不盡相同之處。課程的主要內容就應集中在兩岸標

準語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字等四個方面的主要差異。下面就對這四個方面的

主要差異進行分析，並確立主要的教學內容。 

 

（一）語音 
    1.關於中文拼音 

    戴紅亮（2012）指出：在臺灣現實生活中，注音符號（頒佈於 1918 年）也

是標注生字的拼音，也是普遍的漢字輸入法。大陸使用的中文拼音方案頒佈於

1958 年，於 1982 年 8 月被國際標準組織確立為國際標準 ISO7098，成為全球通

用的國際標準。注音符號源於簡單漢字或漢字某些部件加以修改，中文拼音直接

源於拉丁字母，比起注音符號來更簡單易學，也更有利於國際漢語教學的推廣。

2008年 9 月 16日，台當局“行政院跨部會會議”通過相關主管部門的提案，確

定未來中文譯音政策將改采中文拼音。臺灣地區目前使用的注音符號和中文拼音

存在一一對應關係，非常便於學生掌握。請看： 

    （1）聲母 (CONSONANT)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b   p   m   f   d    t   n   l    g   k   h   

    玻  坡  摸  佛  得   特  訥  勒   哥  科  喝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j    q   x   zh  ch  sh  r    z   c   s   

    基   欺  希  知  蚩  詩  日   資  雌  思  

    （2）韻母 (VOWEL)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ㄢ  ㄣ  ㄤ   ㄥ  ㄦ     

    a    o   e    e    ai   ei   ao  ou  an  en  ang  eng  er    

    啊   喔  鵝  (耶)  哀   紏   熬  歐  安  恩  昂   (亨)  兒    

    ㄧ   ㄧㄚ  ㄧㄛ  ㄧㄝ   ㄧㄠ   ㄧㄡ   ㄧㄢ   ㄧㄣ   ㄧㄤ   ㄧㄥ    

    C+ i   ia   io    ie    iao    iu     ian    in    iang    ing    

     + yi  ya   yo    ye    yao    you    yan    yin   yang    ying     

       衣  呀   唷    耶    腰     憂     煙     因    央      英     

    ㄨ    ㄨㄚ  ㄨㄛ   ㄨㄞ   ㄨㄟ   ㄨㄢ   ㄨㄣ  ㄨㄤ   ㄨㄥ    

    C+ u   ua    uo    uai    ui     uan    un    uang   ong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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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u  wa    wo    wai    wei    wan    wen   wang   weng      

       屋  蛙    窩    歪     威     彎     溫    汪     翁      

    ㄩ     ㄩㄝ  ㄩㄢ   ㄩㄣ   ㄩㄥ    ㄋㄩ   ㄌㄩ    

    C+ u    üe    üan    ün    iong    

    + yu    yue   yuan   yun   yong     Z+ nv    lv      

    迂    約     冤    暈     雍       女      律    

    C + -> 前面帶有聲母的時候    

    + -> 前面沒有聲母的時候,    

    Z + ->特例 

    這個部分在學生熟悉相關中文拼音方案後，可以進行聽寫操練，幫助學生更

快掌握拼音的拼寫規則。熟練後，可以請學生用手機或電腦完成在規定時間內用

拼音打字的遊戲，看誰打出的漢字更多。 

    2.關於兩岸差異讀音 

    楊書俊、戴紅亮（2015）比較了《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修改版和《現代漢

語詞典》第 6 版的讀音情況，發現兩者收錄相同的字由 8270 個，其中相同字有

7190個，不相同字有 1080個，而不相同字大部分是非常用漢字，我們選擇其中

使用頻率較高的常用漢字，列表供學生參考。請看： 

    （1）僅聲調不同： 

    大陸一聲，臺灣二聲：息惜昔微

薇危突凸起擊帆藩 

    大陸一聲，臺灣三聲：擁剖頗坷 

    大陸一聲，臺灣四聲：夕 

    大陸二聲，臺灣一聲：伐雌 

    大陸二聲，臺灣四聲：穴 

大陸三聲，臺灣一聲：萎 

大陸三聲，臺灣二聲：酩 

大陸三聲，臺灣四聲：偽企斂踮 

大陸四聲，臺灣一聲：諍 

大陸四聲，臺灣二聲：築擲鐐 

大陸四聲，臺灣三聲：發 

    （2）聲母不同： 

    臺灣       大陸 

    暫 zhàn     暫 zàn 

    謔 nüè     謔 xuè 

    淆 yáo     淆 xiáo 

臺灣       大陸 

橈 ráo     橈 náo 

隼 zhǔn   隼 sǔn 

酵 xiào    酵 jiào 

    （3）韻母不同： 

    臺灣        大陸 

    崖 yái      崖 yá 

    攜 xī      攜 xié 

    拎 līng    拎 līn 

    聒 guā     聒 guō 

臺灣      大陸 

曳 yì     曳 yè 

睚 yái    睚 yá 

挾 xiá    挾 xié 

怯 què    怯 qiè 

    （4）聲韻調組合不相同： 

    臺灣      大陸 

    飩 dùn    飩 tún 

    懾 zhé    懾 shè 

    圳 zùn    圳 zhèn 

臺灣       大陸 

嗲 diē    嗲 diǎ 

垃 lè      垃 lā 

圾 sè      圾 jī 

    （5）破音字造成的不同： 

    大陸比臺灣多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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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         大陸 

    綠 lǜ       綠 lǜ lù 

    靚 jǐng     靚 jìng liàng 臺灣       大陸 

殼 ké      殼 ké qiào 

柏 bó      柏 bó bǎi bò 

    臺灣       大陸 

    啊 ā á a  啊 ā á ǎ à a  

臺灣       大陸 

叉 chā    叉 chā chá chǎ chà 

    （6）臺灣比大陸多音的 

    臺灣                        大陸 

    文 wén wèn                  文 wén 

    會 huì kuài guì huǐ        會 huì kuài 

    女 nǚ nǜ rǔ              女 nǚ  

    和 hé hè huò hàn huo hú     和 hé hè huó huò huo hú 

    這個部分可以帶學生讀熟後，展示出不帶有拼音的詞彙請學生朗讀，看誰讀

得更准更好。 

 

（二）詞彙 
    李行健（2013）是《兩岸常用詞典》的大陸主編，他曾對兩岸差異詞進行系

統分析，指出差異成分大約占詞彙總量的 15%。他在差異詞的界定和分類上提出

很多重要的意見。林聖娥等（2013）對兩岸網路用語的差異進行了探析，他們發

現兩岸的語言差異現象正在逐漸減少。董欣勝等（2005）發現大陸普通話和臺灣

國語的詞彙呈現相互吸收的態勢，共同豐富了漢語詞彙，他還發現臺灣國語新詞

語對於大陸民眾的可懂度達到 69.9%～87.9%。詞彙是語言中變化最快的部分，

可見隨著兩岸交流頻密，詞彙的互通程度還會進一步加大。對於這個部分，我們

博采眾家分析，列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兩岸存在差異的詞彙。請看： 

    1.各自特有的詞彙 

    某些詞彙在某一特有區域內流行，代表該地區某一特有概念或某種特定事物

的詞語。 

    大陸：人大、政協、大腕、黑哨、呼死、驢友、團購、禁摩、考級、私宰、

減負、雙規、個體戶、大款、下崗、離休、超生、並軌、返聘、希望工程。 

    臺灣：矮化、拜票、差假、更休、呆人、關防、役男、紅螞蟻、暗盤、量販

店、刺頭、宕戶、律動、平宅、台車、捷運、凱子、勘災、翹材、志工、嗆聲。 

    2.同實異名的詞語 

    （1）詞義相同、構成語素相同但次序相反 

    熊貓/貓熊，傳播/播傳，空閒/閒空，責怪/怪責，客人/人客，善良/良善，

安靜/靜安，界限/限界，繼承/承繼，光榮/榮光，蠻橫/橫蠻（大陸詞/臺灣詞） 

    （2）詞義相同，語素部分相同 

    計程車/計程車，軟體/軟體，資訊/訊息，充足/衝量，網路/網路，閉幕/

落幕，信號/訊號，動盪/擺蕩，吸收/吸納，概率/毛率，保證書/切結書，印表

機/列印機（大陸詞/臺灣詞） 

    （3）詞義相同，語素不同 

    立交橋/交流道，旅遊/觀光，紋身/刺青，冷飲/冰品，暢銷/熱賣，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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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方，上級/層峰，待命/備差，電磁爐/電子鍋（大陸詞/臺灣詞） 

    3.同名異實的詞語 

    土豆：馬鈴薯/花生，儀仗隊：遊行中的樂團隊伍/出殯的演奏隊伍，販賣：

貶義/中性，宣揚：貶義/中性，叫囂：貶義/中性，勾當：貶義/中性；賓館：褒

義/貶義，揚棄：褒義/貶義（大陸詞義/臺灣詞義） 

    4.同中有異的詞語 

    開幕：臺灣可指新商店開業，大陸無此義。 

    緊張：大陸有“供應不足”之義。 

    領導：大陸有名詞用法。 

    同居：臺灣可作名詞，指同住一個單元的鄰居。 

    這個部分可以請學生充分發揮學習主動性，搜集在學習生活中發現的一些詞

彙上的不同表達，在課堂上交流，學生可能會舉出“騎自行車/踩單車”、“地

鐵/捷運”這樣的例子，最後由老師進行歸納總結。 

 

（三）語法 
    語法是語言中變化相對較慢的部分，因此大陸普通話和臺灣國語在語法上的

差異較少，也並不顯著。僅舉幾例加以說明： 

    1.普通話中程度副詞一般只修飾形容詞和與心理活動相關的動詞，如：很好、

非常關心。而臺灣國語中，程度副詞可以修飾動詞或動詞性詞語：如：很應酬、

最保護、很嘲弄、太出醜、很緘默。 

    2.臺灣國語“……中”可以用在動詞性詞語後面表示動作正在進行，如“全

力查訪三人下落中”、“報名中”、“調查中”，大陸普通話以前較少，但目前

也受影響，出現此類用法。 

    3.臺灣國語中“動+極+賓”形式比較多見，大陸比較少這種用法，如“像極

了南臺灣”、“愛極了腹中這對未出世的雙胞胎”。 

    4.臺灣國語中趨向補語位置及用法與大陸不同：“他回來臺灣打球”，“回

去住宿的地方”。大陸普通話中這類結構的地點名詞應該放在動詞和來/去中間，

為“他回臺灣來打球”，“回住宿的地方去”。 

    5.另外在語體風格上，臺灣國語文言色彩更濃，歐化句式更多。 

    由於兩岸標準語在語法上存在的差異較少，而且幾乎不影響理解，這個部分

不需要做重點學習講解。可以請學生思考這些語法差異的來源，可能是受閩南語

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是受到外語的影響。 

 

（四）漢字 
    兩岸漢字使用「客觀上已形成了繁簡二元並存的格局」（黃德寬，2007）。實

際上，研究表明，大陸《現代漢語規範詞典》中的簡化字占所有漢字不足五分之

一，大部分還是沿用下來的傳承字。而簡化字大部分也有歷史淵源，出自歷代典

籍曾經出現過的字形，是原本已經大量存在的漢字。李行健（2014）指出：1980

年臺灣出版了《標準行書規範》，4000 字中與大陸簡化字相同的占 30.5%。實際

上，大陸“用簡識繁”，臺灣“用繁識簡”已漸成風尚。 

    我們認為，對臺灣交換生不用要求會書寫簡體字，只需能認讀即可。認讀簡

體漢字對於臺灣學生並不存在太大困難，與繁體字一一對應的簡體字很容易就可

以認讀，而簡體字中一對多的部分則是我們教學中的重點，可以將這些漢字列出

供學生認讀掌握即可。實際上，臺灣學生閱讀簡體書籍，很快就能適應，一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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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可以沒有障礙地閱讀用簡體字出版的書籍和教材。具體的簡體字一對多個繁

體字的實例較多，限於篇幅，此處不全數例舉，只將其中有代表性的例舉一二。

請看： 

    幹：對應三個繁體字：(幹)涉，(乾)燥，(幹)部 

    後：對應兩個繁體字：(後)面，皇(後) 

    面：對應兩個繁體字：(麵)粉，(麵)條，當(面)，表(面)，反(面) 

    穀：對應兩個繁體字：五(穀)雜糧，稻(穀)，山(穀)，進退維(穀) 

    發：對應兩個繁體字：頭（髮），（發）財 

    另外，由於大部分簡體字來源於偏旁的簡化，還可以將這些可以類推的簡化

偏旁整理列表，供學生學習。如：金-钅，鳥-鳥，馬-馬，言-訁，頁-頁，門-

門，魚-魚，車-車，見-見、貝-貝，風-風，飠-饣，等等。 

    在教學中，學習過簡體漢字和繁體漢字的一些基本的差異後，我們可以採取

給學生佈置一些簡體和繁體漢字對照閱讀任務的辦法，在對照閱讀中，學生能更

快的熟悉並掌握簡體漢字。 

 

結論 
    本文分析了對臺灣交換生開設普通話課程的重要性，以具體化和系統化為原

則確立了課程教學目標，並以此為基礎探討了課程內容涉及的方方面面。由於未

見前人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因此在初步探索中形成的觀點尚有諸多不成熟之處，

還需要在今後的教學實踐中不斷調整和改進。語言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大陸普通

話和臺灣國語隨著民間更進一步的緊密交往，也出現許多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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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專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養策

略——基於質性研究的分析 

 
周月容

1
 馮燁

2
 

（1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經濟學院 2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外事長國際教

育部） 
 

摘要 
21 世紀的企業面臨全球化工作環境，跨文化能力是人才核心專業素質。本

研究通過質性研究歸納總結中國學生跨文化學習現狀，以管理學中“工作績效理

論”為基礎提出國際商務專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養策略：首先培養學生經驗開放

性，即培養學生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二是提供學生可表達經驗開放性的

合適情境；三是著重培養學生的文化智力，即培養學生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和

處理資訊，做出判斷並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以適應新文化的能力。 

 

關鍵字：跨文化能力  質性研究方法  工作績效理論   文化智力 

 

Abstract: Corporations are confronted with global working enviro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is the key skill for measuring talents. 

This paper studies how Chinese high education students study intercultural skills and 

what their 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levels are b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ith lens of theory of job perform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3 tactic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y in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irst, 

foster student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seco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an appreciative 

environment and help students expres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third,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it means to teach students how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nd response in a new work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collecting and handling 

various information in a new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y  qualitative method  theory of job 

performance   cultural intelligence 

 

一、引言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顯示出其外部特徵，尤其是“一帶

一路”戰略實施、亞投行的創立以及最近在中國召開的 G20，中國與世界其他地

區經濟的聯繫比以往更緊密。在此背景下，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巨大發展機

遇。根據 2011 年《中國企業家》關於跨國經營企業的調研顯示，63.16%企業認

為“國際化中最大的挑戰”是“國際文化差異”，78.95%企業認為國際化中最大

的困難是“缺乏文化管理人才”。而在以色列教授 Eraz 新近的跨文化研究也指

出，在國際創新公司中選拔人才中最重要的一個標準是“global identity”（國

際身份認同），這標誌著現代企業尤其是創新企業對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跨文化

能力是人才考核的優先考慮因素。本文順應當前和未來對國際商務人才在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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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需求的趨勢，通過質性研究歸結總結中國學生跨文化學習現狀，並提出國際

商務專業人才跨文化能力的培養策略。 

 

二、 理論分析及評述 

 
（一）、跨文化能力概念的界定 

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外學者從不同視角對跨文化能

力進行了界定，如跨文化交際能力、跨文化適應能力、跨文化敏感能力、跨文化

行為能力。其中，“區別和體會文化差異的能力”是跨文化敏感度，強調認知；

“以適當方式進行跨文化思考和行為能力”是跨文化能力，偏重的是行為。在有

些國家，例如德國，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際能力被當成同義詞，會被混合使用。

陳國明（2009）認為：“跨文化能力是交際能力的延伸。兩者的定義大同小異，

唯一的卻別在於，跨文化能力特別強調情境的重要性。”強調情境的重要性意味

著除了行動主體需要重視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有效性和適當性，也需要注意人與溝

通環境之間的互動與雙方的文化認同。目前學者對跨文化能力比較一致的定義是：

跨文化能力是個體在特定跨文化環境下有效得體的完成交際活動的能力組合
14
。

對於國際商務中的跨文化能力 Johnson（ 2006）定義為：個體有效運用一些列

知識、技能、個人特質、便於在國內、國際環境下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士進行成功

合作的能力”。強調是在國際商務情境下有效完成跨文化合作的能力。 

 

（二）、跨文化能力的模式 
在探索跨文化能力概念定義的基礎上，學界還從跨文化能力的模式進行探討：

第一種模式認為跨文化能力實質是學習能力，也就是將對立價值轉化的能力（Ham 

Pden-Tumer&Trompenaars），這種模式主張摒棄只有一種標準文化價值觀的觀點，

強調在溝通中促進理解。第二種模式認為跨文化能是一種學習過程，或者是跨文

化適應過程，是個體在不同文化情境中不斷適應的過程，由單一文化到多元文化

發展過程。跨文化適應以加拿大學者 Berry（1997）的文化適應模型最為出名，

Berry（1997）認為移民在源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同時進行態度和適應模式的

選擇，並以此觀點提出了二維模型以及四種文化適應模式：整合型（Integration）:  

同時重視兩種文化；同化型（Assimilation）：重視異質文化，輕視母語文化；

分離型(Separation)：重視母語文化，拒絕異質文化；邊緣型（Marginalization）：

同時拒絕兩種文化。第三種模式認為跨文化能力是個性與態度，持此觀點學者認

為包容個性的交際主體更容易做到跨文化交流。其中，當今學界在跨文化領域研

究的熱點之一是大五人格特質之一——經驗開放性。經驗開放性反應的是個體對

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表現為頭腦開放，喜歡新穎的事物，不墨守成規

（ Mccrae,1987）。經驗開放性高的個體更容易接受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Bhagat&Prien,1996）），也較少受到與種族相關的刻板印象和其他偏見的幹

擾（Flynn, 2005）。與跨文化能力是個性與態度的觀點相類似的還有學者

Gersten(1990)，他按個體特徵把跨文化能力分為三個維度：情感、認知和交際

行為。認知維度是個體對跨文化知識認知、 理解和定位，包括文化知識的獲取

和運用。情感維度與個體特徵有關，包括文化移情和文化敏感，這涉及到個體是

                                                             
14

 Chen& Starosta, 1996; Byram, 1997; Spizberg, 2000; Wiseman,2001; Deardorff, 2004; Fantini,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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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對異質文化進行換位思考和是否可以有效應對跨文化衝突的能力。交際行為

維度包括語言交際和非語言交際，由行為調整和有效行為兩方面構成。行為調整

具體表現為尊重和交流管理；有效行為包括任務角色行為和個體角色行為。總結

Gersten的跨文化三個維度，當行動主體能夠將其認知維度和情感維度的能力綜

合起來，並且在跨文化互動中加以運用，適應跨文化語境才具有跨文化能力。 

 
 
 
 
 
 

圖 1: Gertsen跨文化能力結構維度 

 

（三）跨文化能力在國際商務領域的應用 
Hoecklin(1995)認為良好的跨文化意識是跨文化貿易活動增強競爭意識和

優勢的重要條件。在國際商務實踐中，跨文化能力不能簡單等同於多語言能力，

更含括了思維方式、價值觀、文化、人際交往和溝通合作在內的多重疊加的實踐

能力（王宇航，2015）。美國學者 Bigelow(1994)提出跨文化商務環境下的商務

能力的十個方面：對文化和組織的理解力、適應能力、建立關係能力、系統和多

視角的思維能力、態度、敏感性、語言能力、文化下的決策能力、外交能力和跨

文化能力（李宋昊，2006）。 

 

（四）跨文化能力培養路徑 
由於學界對跨文化能力的內涵構成存在不同觀點，在跨文化能力的培養上的

路徑也不盡相同（潘亞玲，2008）。王宇航（2015）在歸納美國國際教育管理者

協會主席 Deardorff(2004)關於跨文化能力生成和轉化關係的基礎上，並總結了

跨文化能力的要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對跨文化的積極態度，包括對多元

文化的尊重、開放學習態和對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2）跨文化商業知

識，即各種商業習俗和禮儀、對本文化的自知與對他文化的深入理解、商業倫理

道德認知；（3）跨文化商務技能，即外語能力以及經濟、管理、貿易和法律的

基本商務技能；（4）跨文化商務素養，即不同背景商務環境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5）跨文化商務交際，即有效得體的跨文化商務溝通（王宇航，2015）。對於

跨文化生成的環節，王宇航（2015）歸結以下步驟：態度培養、知識積累、能力

鍛煉、素質養成、商務交際和人格達成。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能力生成六步進

階步驟不是簡單遞進關係，而是互有交疊的符合過程（如圖 2）： 
 
 
 
 
 
 
 

圖 2:跨文化能力生成六步進階圖 

 

（五）現有研究的評價 

交際行為維度 

認知維度 情感維度 

態度培養 知識積累 能力鍛煉 

人格達成 商務交際 素質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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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文獻對於跨文化能力大多是基於外語教育中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對於

國際商務專業人才的跨文化能力培養研究甚少。國內學者如吳簫、肖芬（2012）

和王宇航（2015）針在歸納總結國外理論的基礎上做了國際商務專業人才的跨文

化能力策略研究，但這些研究只停留在概念模型的構建上，少有通過實證研究，

尤其缺乏通過學生真實體驗敘事的質性方法提煉主題從而有針對性的提出跨文

化能力培養策略。本文採用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國際商務專業人才的培養

方法，旨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培提供參考。以下是本文的研究問題： 

目前學生對於學校跨文化能力培養的體驗如何？ 

學生對跨文化能力學習的期望？ 

學生跨文化學習的主要接觸媒介是什麼？ 

 

三、 研究方法與物件 

 
（一）、研究方法 

目前對於跨文化能力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定量的研究，也較為集中在跨文化

能力的測量（吳衛平，2013），鮮有定性的研究，只有少數的研究用質性的方法

研究的主要集中在跨文化適應的問題，如留學生國外留學文化適應。本文認為，

對於跨文化能力培養，個人特質起著關鍵的作用，在跨文化能力培養上需要從學

習的主體出發，關注主體的獨特體驗，從而摸索出適合針對當代高校大學生的一

個教學框架。要深入的探討和回答本文在以上提出的研究問題，本文採用的是質

性的研究方法。 

 

（二）、研究物件 

本研究採用的抽樣方法即是“目的性抽樣”，即抽取那些能夠為本研究問題

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樣本。除了參與觀察之外，主要通過訪談的形式完成。本次受

訪學生專業均為國際商務專業或相近專業如會計和金融，受訪學生總人數為 25

人，其中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國際中澳國際商務學生 22 人（其中包括畢業後海

外留學 15人，在讀 7人）； 另還有 3名來自臺灣致理大學的交換生。由於涉及

到部分學生目前在海外學習或工作，有 7個學生通過微信視頻和音訊的方式完成，

其餘的訪談則通過面對面訪談完成。訪談的時間長為 40分鐘到 60分鐘。樣本的

基本資訊如下： 
序號 姓名縮寫 性別 出生時間 是否留學 留學地點 籍貫 

1 WNX 女 1991 是 美國 深圳 

2 NM 男 1992 是 深圳 土耳其 

3 XJR 女 1995 是 深圳 臺灣臺北 

4 LVC 男 1997 是 深圳 臺灣臺北 

5 LLK 男 1996 是 深圳 臺灣臺北 

6 WL 女 1988 是 澳洲 深圳 

7 XJX 男 1987 是 澳洲 深圳 

8 TX 女 1994 是 日本 深圳 

9 WTJ 女 1988 是 英國 深圳 

10 FS 女 1989 是 英國 深圳 

11 LYZ 女 1988 是 澳洲 深圳 

12 ZYF 女 1990 是 澳洲 深圳 

13 YZH 男 1996 計畫畢業赴澳洲讀本

科 

澳洲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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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YC 男 1996 計畫畢業赴澳洲讀本

科 

澳洲 深圳 

15 ZZH 女 1996 計畫畢業赴澳洲讀本

科 

澳洲 深圳 

16 ZZP 女 1995 計畫插本（中國）  深圳 

18 WHZ 男 1994 是 英國 深圳 

19 CLQ 女 1996 計畫畢業赴澳洲讀本

科 

澳洲 深圳 

20 LJY 女 1996 計畫畢業赴美國讀本

科 

美國 深圳 

21 HSJ 女 1991 是 荷蘭 深圳 

22 LD 男 1991 是 英國 深圳 

23 CZF 男 1995 臺灣交換一學期，計

畫畢業赴美國讀本科 

美國 深圳 

24 ZXG 男 1993 是 英國 深圳 

25 ZJM 男 1993 是 英國 深圳 

 

（三）、樣本分析方法 
在對質性資料的處理上，首先對訪談錄音進行忠實的轉錄。隨後根據研究需

要對資料進行了分類，即一級編碼，在資料中分析中基礎的意義單位，將資料相

應的內容歸到不同的碼號下。二次編碼在一次編碼的基礎上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

分析，在初級碼好的基礎上提煉類屬，類屬是高一級的意義單位，代表的是資料

所呈現的觀點或主題。在資料分析的各個環節，筆者都有意識的撰寫了備忘錄，

記錄對資料出現的理論性問題進行思考，幫助逐步深化已經建構起來的初步理

論。 

 

四、研究發現及討論 
 

(一)、跨文化能力的認知能力分析 
學生在談及學習的目標和經歷時，在言語和態度上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

是有強烈的體驗不同的文化的意願。 

1.、對於跨文化內容的好奇心 

“我畢業後打算出去繼續念書，這樣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的文化。我選擇接

觸不同的文化，因為好奇心。文化是吸引人的東西……我想看看別人是怎樣生活

的，我也想知道他們會對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瞭解別人的生活，是想要

自己生活的更好。”（LYC）。 

除了對不同文化的好奇心之外，另外就是社會交流的強烈意願。還在深圳在

讀的 CLQ在訪談中說：“我覺得我和中國同學價值觀不在一條線上，或者說我很

難在國內找到和我價值觀的同學。他們會覺得我很怪，但是我有很多的國外朋友，

和外國朋友一聊就可以聊到一塊去，而且聊得很深。我出國念書，除了我想要體

驗另外一種生活，找到一個適合我日後發展的地方，我希望有更多朋友吧，畢竟

我在這朋友真的很少”。 

到深圳做交換的臺灣致理大四學生XJR談到在上海的做志願者的經歷時說：

“來深圳做交換生之前，我暑假在上海做了一個多月的志願者，工作就是用英文

和人聊天。和人聊天很有趣，但對我來說，最好玩的是在住的地方也就是 hostel 

國際青年旅館裡和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玩，一起開 party聊天。因為我已經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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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基本修完來學分，在深圳只需要修一門學分，我來這裡交換也是希望能多看看

多玩玩，現在我隔壁宿舍的是韓國交換生，我們會一起玩，我覺得多認識多和不

同的人玩很好 ”。 

從以上學生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們對於體驗不同的文化有很強的意願，態

度很開放。在問及臺灣學生感覺他們與深圳學生的異同時，受訪的臺灣學生都提

到的一點，臺灣學生更加內斂，在課堂討論不及深圳學生主動和活躍。臺灣學生

認識到自己的特性特徵較為內斂，但在小組分配中也是主動要求加入成員全部是

深圳學生的小組。這也顯示來學生們在善於感知和識別文化差異的同時，能夠主

動開放的嘗試融入不同價值觀。 

2.、學生對於跨文化學習的意願還體現在追求不同的學習方法 

臺灣致理大學的交換生 LLK說到：“我來深圳主要想體驗這邊的學習方法。

現在我發現，這邊的老師會更多的用 PPT和板書或直接討論的形式講課，在臺灣

老師就用書的畢竟多”。 

學生介紹不同文化背景老師授課，對學生的思維也是有衝擊和改變。例如在

讀大三的中澳國際商務學生 WLY說：“以前不會主動接觸外面的資訊，讀了大學

後，我想要瞭解不同的資訊，想要從傳統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大一的外教讓我大

開眼界，外教 Rose 帶我們 party……我們的專業老師會把不一樣的東西帶給我

們，不斷的推翻我我原來的想法，我現在會往更大的方向去看問題……以前都不

看 BBC, 財經什麼的，現在每天都看……還有就是，我想與更有想法，更優秀的

人交談和學習”。 

 

（二）、跨文化溝通能力分析 
1.、學生主要通過各種社交媒體手段做跨文化溝通 

在跨文化溝通上，主要表現為溝通意願和溝通技能。在溝通意願上，受訪中

學生無論是身處深圳還是國外，都在訪談中表現出和不同文化背景人交流的共同

意願。從訪談中，發現當代年輕人在進行跨文化溝通手段上也與當下社會環境緊

密聯繫，例如有學生通過兼職或志願者方式認識國際友人，但更多依靠社交媒體

進行跨文化溝通，例如 WECHAT, FACEBOOK, LINE 等。 

CLQ談到她主要是通過 FACBOOK和國外朋友溝通，通過社交網路認識的朋友

比在國內朋友更談得來，和他們更有共同的話題，“我有一個好朋友，已經在網

上聊來 5年了，我們真的很要好，最近我要飛過去和這位朋友見面”。WZH在訪

談提到因個人很喜歡阿拉伯文化，曾在名為target交友網站在和中東朋友聊天。

LYC很熱衷於攝影，因此他在攝影 APP裡的一個群裡和來自五湖四海的攝影愛好

者學習交流，“不同文化下的攝影者對於角度的選取，喜歡的主題都是很不一樣

的，大家都是不認識的但是大家的興致很高。我覺得我們這一班人就是因為共同

的興趣而周到一起來”。儘管年輕人對跨文化溝通的意願都很高，但是個體間文

化語言方面的技能則有較大的差異。有些受訪中的學生認為他們和國際朋友溝通

很受制於自己的英語水準，“我想去做一些國際 NGO的志願者，能交到更過的朋

友但是我英語不太好，就放棄了”（LYC）。 

2.、跨文化交流機會個體差異較大 

儘管學生一致表現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和不同文化的人士接觸和交流，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有些受訪的個體在較為的缺乏跨文化交流的經驗。受訪的學

生 ZZH說：“我對對德語很感興趣，進大學後在課餘時間一直在學德語，大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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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看到學校通知說，選拔學生去德國交換一年，我想都沒有想，第一時間就報

名。但是，很可惜，這個項目是優先第一的學生，我是大二的。我想，學校也會

優先德語學生吧，畢竟全校才 3 個名額。在學校 PK 了好幾輪，還是沒有去成，

還是挺遺憾的”。另一受訪的學生 YZH也談到，“學校現在有超過 70個留學生，

我們也很想和這些留學生交流，但是好像學校沒有什麼活動讓我們和他們交流。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能接觸到他們。最近是我們老師請了師兄 Nemo 回來給我們講

課，他是土耳其人，他講一個外國人在深圳創業的故事特別有趣。我希望能有更

多這樣的講座”。 

跨文化交流需要更多的場域，部分原因是由於學校提供的機會和場所不足，

也有原因是學生本身的原因。“我到英國人生地不熟的，在深圳一起念書的小文

先我早半年去，我就去和他合租了，這樣生活會方便很多…….在英國還是中國

人交流得多，還是能談得來些。不過這樣，我的英語能力就有點難提高”（WHZ）。

在結束深圳的中澳國際商務專業轉到波士頓讀本科和研究生的 WNX說，“波士頓

是一個人與人距離很大的城市，大家都很忙。我也下了課還要打兩份工，也沒有

很多時間去認識朋友，所以這邊玩的就是幾個中國好友。房子也是和中國人一起

合租，房東是移民來了好久的香港人，大家都畢竟容易溝通”。在波士頓上學的

這位學生儘管性格開朗，英文程度很高，但她更傾向於華人圈子的生活。也有學

生認為出國就是要體驗完全不同於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因此到國外念書只選擇與

國際學生合租房子和做小組作業，如在澳洲讀人力資源專業研究生的 WL說，“我

這次出來念書，就想好了要在一個文化多元的環境裡生活和學習，所以選學校的

時候也考慮到了這一點，選國際學生多的大學，而不是本地學生多的區域性很強

學校。選擇住和做小組作業我沒找中國同學，都是外國人”。 

 

（三）跨文化適應能力因經驗開放性和目的性差異較大 
1.、經驗開放性 

經驗開放性屬於人格特質，在學生裡表現差異較大。受訪的學生 WL說:“我

本身即是一個思想比較開放，容易接受新鮮事物的人，我在澳洲讀研究生倒沒有

遇到適應上的問題。我一去就要求仲介幫我找和外國人一起住的房子，因此我住

是和外國人，學習也是和外國人一起，一起玩的基本是外國人。因為學校也是很

好的大學，口碑也很好，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比較多。相對於本地學生，我更多

是和國際學生玩和學習，如日本、德國、印度、菲律賓。接觸多了，我們就有了

一個玩的小團體，經常做飯帶去聚餐什麼的…….我的體驗就是，和他們一起文

化比較多元，感覺很不一樣，比如聊到結婚的話題，東西方的區別還是很大的”。

在和這些外國人學習和生活，也極大的改變了 WL 的世界觀，她說：“你要更開

放，更主動交朋友，你就不會生活在一個小圈子了，不會想要呆在同一個地方生

活而沒有改變，你會看到更多的挑戰，你會在想很多事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由於個人的早期經歷、家庭的影響和個人氣質等，有個別的學生在跨文化

適應的問題上遇到了較大的困惑和困難。例如學生 ZYF,該生在深圳讀書時，老

師普遍反映該學生英文程度相對高，口語很好，也很喜歡和同學以及老師交流。

但是 ZYF到澳大利亞半年後就輟學了，在談到為何沒有完成學習提前回國這件事

時，她說:“我去的那個學校是一個小鎮，可以說人煙都沒。每天一個人默默坐

公車去買菜，再默默坐公車回家做飯，沒有什麼人跟我說話，總是一個人。最後

我整個就崩潰了！ ”談到為何沒有朋友時，她說:“我就沒看到投緣的人，之前

的同班同學又還沒有來，我就一個人”。在學習上，她的課程也是全部掛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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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的狀態就是崩潰了，也完全顧不上學習了”。最後，ZYF和家人商量後

決定終止在澳洲的學業回國工作。從學生的留學經歷看，我們可以看出學生是否

在精神上完全獨立的能力，以及是否有開放的心態去適應新環境，是否有承受孤

獨壓力失敗的能力直接會影響到跨文化學習的效果。 

2.、跨文化學習的目的性 

在進行跨文化學習時，有些學生目的很明確，但有些學生則較為迷惘。不同

年齡段、社會閱歷，也對跨文化學習的能力有較大的影響。例如國際中澳的第一

屆學生 XJX，他大一時就確定目標畢業就出國去念金融和投資，因此在深圳讀書

期間儘管班裡的學習氣氛不濃，他一個人花了很多時間在圖書館，並通過各種方

法學習英語和金融，這也為他在後來在澳洲讀書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不僅在澳洲

修完了會計和金融的碩士雙學位，畢業回國先後在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和沃爾瑪工

作，目前是沃爾瑪風險管理總監。XJX在回憶如何適應澳洲的學習生活時候談到，

“在外面讀書我覺得自控力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澳洲的上課基本就是兩種，

lecture，就是教授上的大課,, tutorial 是小組討論課。學不學和學得好不好

全看自己。感受最深的是 Commercial Law （商法），完全沒有接觸過類似的東

西，老師上課也是講故事一樣，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很痛苦。考試還是閉卷的！

我讀的那個學校好在有一個很好的師生交流平臺，所有的學生都可以在上面問老

師問題，而老師的回答所有的學生也能看到。因此，我在那邊學習，就是不斷地

問”。XJX讀的是雙學位，學習非常緊張，他說在澳洲的生活基本就是不停的學

習，和老師和同學交流，我們看他的學習經歷也能看到他也是有一個適應過程。

“尤其是在和國外同學一起做小組作業，如何在一個教授規定的範式寫論文……

因為學的東西差不多，也要按教授的要求做，衝突並不大。但是，我記得我們當

時倒是剛開始為 reference driven(文獻導向)，還是 logic driven(思維導向)

討論爭吵了很久，最後才確定主心骨應該是思維”。 

在跨文化學習的目的上，如果有兩段留學經歷的學生往往在第二次出國時目

的性要比前一次要強得多。例如 WL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WL先是在中澳國際完

成了專科學習，畢業隨即到了學校合作的澳洲院校讀本科，後回中國工作 3年後

再到澳洲讀碩士。在談到兩次到澳洲學習的經歷時，WL說:“第一次出國念書的

時候，沒有工作經驗，當時不成熟，也沒有特別的目的，就想那個文憑。就和中

國人住一起，收穫也不是很大。課程學習也印象不深，當時也沒想很認真學習。

打工也是在中國餐館。學校本身也學生背景也不多元，都是當地的學生比較多，

我們是很難融入當地學生的”。WL 在深圳的教育行業工作了三年後，再申請澳

洲的學校時得到了排名前十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選擇的是人力資源管理。WL

說：“讀研究生相對明確要做什麼，我想要和以前不一樣的生活。我和外國人一

起住，一起玩，一起學習。我很清楚的記得，一個德國的女孩，拿 high 

distinction(注:澳洲成績中的最高等級)的，她會和我聊她的學習方法，她和我

交流她的論文是怎麼寫的。我感覺這些國際學生上課非常的積極，他們已經有一

套自己的學習方法，中國學生還是應試的。像我很好的德國朋友，他說他父母在

他很小的時候就會讓他讀不同的報紙，同一條新聞看不同報紙的觀點，然後評論。

他們是會看很多不同的東西的”。 

跨文化學習經歷對中國學生最大的收穫是在這個過程裡你可能會找到屬於

你的學習方法,“以前和中國學生一起，學習資料都會共用，會互相幫忙。但是

和國際學生一起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筆記和複習資料，這樣就迫使你獨立，

找到自己的學習方法”(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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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體在文化智力存在較大差異 
文化智力由 Earley 和 Ang(2003)提出，其概念被界定為“個體有效應對和

處理不同文化差異的能力，反應了個體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和處理資訊、作出

判斷並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以適應新文化的能力”。在受訪的學生當中，大部分

學生都能明確覺察到文化環境的差異，從而調整自己生活方式以及學習方法。但

是也有個別學生在較為缺乏認知文化差異的能力並保持較低的自省水準。例如受

訪的學生 SJW（該生在完成國際中澳合作學歷學習到澳洲悉尼攻讀本科）說“我

現在超級懷念在深圳讀書的日子，那時的老師多好啊，老師總是樂意和我聊各種

話題。現在我下課找老師問問題，老師都不理我，還說，下了課就是我的時間”。

SJW嘗試送禮物給某一任課老師，被該老師拒絕，後在社交網站上找到該老師帳

號，並在上面留下大量留言，該老師最後給了學生管理部寫了投訴信說該生騷擾

了她的生活。該女同學在憶及這段經歷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老師我才送禮物

給她的，她卻說不不可以。她還說我們關係不可乙太近，因為她是老師，我是學

生，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不能太近。我真的是不能夠理解”。 

在 SJW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 SJW把她在中國與人交流的方式和思維帶到

了新文化環境裡，而她並沒有意識到文化的差別，她也缺乏有意識的自省。缺乏

有意識自省也導致了她在澳洲遭遇一連串學習上、生活上的困難時，自己無法獨

立正確的面對問題。這是受訪中較為特殊的一個，在文化距離較大的文化環境下

無法正確的運用語言（儘管她的英文很流利）和行為以適應人際交往。但大多數

受訪學生在認知智力和行為智力上都表現良好，都能做到尊重他國宗教信仰、生

活習慣、社會規範等方面。其中就包括，這些學生去到美國或澳洲時會考當地的

駕駛執照，並在訪談中著重提到美國、澳洲和中國的交通規則的異同，說他們是

如何很嚴格的按照當地規則開車等。又如談到和別人租房子，對於從深圳到異國

讀書的學生來說也是一大挑戰，受訪的學生也在生活中的磕磕碰碰中找到與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找到相處之道，如其中一個受訪學生說的“東京的房租很貴，房子

很小，我就和另外一個臺灣女生一起住，我們作息時間不一樣，但是大家儘量遷

就吧。她也很不容易”(TX)。 

 

五、基於“工作績效理論”的國際商務人才跨文化能力培養

策略 
“工作績效理論”（Campell, Mccloy, Oppler,&Sager,1993;Motowildo, 

Borman&Schmit,1997）指出個體固有的基本特質是通過“適應性特徵”影響各種

績效結果。“適應性特徵”包括：明示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程

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和動機(motivation)。明示性知識是關於事

實、原理、目標的顯性知識；明示性知識只有加上“如何做事情”才能變為程式

性知識，因為程式性知識包括各種感知的、認知的、人際的、 以及自我管理方

面的技能；動機是三種因素裡最重要的一個，因為除非個體願意運用其知識 施

展其才能，否則績效不會發生。在國際商務專業的培養裡，學習個體的跨文化能

力培養是為了企業能有更好的績效，因此在制定國際商務人次的跨文化能力培養

上，我們也可以參考“工作績效理論”。 此外，“工作績效理論”的核心思

想——個體固有的基本特質通過三個適應性特徵（明示性知識、程式性知識、動

機）正好對應跨文化能力的維度和要素。因此本文以工作績效理論作為理論基礎，

結合以上豐富的質性材料，提出以下國際商務人才的跨文化能力培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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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發內在學習動機和鼓勵經驗開放性相結合培養 
在學界廣泛認同的一個觀點是學生內在學習動力是良好學習效果的最重要

的預測變數。而在我們的訪談資料中證實了這一點。例如受訪學生談到讀完專科

直接到澳洲讀本科（目標不明確，內在動力不強）和工作了三年後到再到澳洲讀

人力資源管理（目標明確）兩段跨文化學習經歷由於因為目標和內在動力的不同

獲得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學習體驗和效果。除了啟發和説明學生確立未來目標，鼓

勵學生保持經驗開放性也非常重要，因為經驗的開放性反映的是個體對新事物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從訪談中，我們發現儘管大多數國際商務專業的學生對新鮮事

物有好奇心，希望瞭解各種文化，但由於家庭或特性特質的各種原因，也由少部

分的同學對學習新的東西表示處冷漠的態度。“我覺得到處都差不多啊，沒什麼

有趣的”。從筆者的觀察學生對未來或未知世界以抵禦的態度很有可能是因為目

標不明確以及自信心不足。因此，在學校多安排跨文化交流活動，創造機會讓學

生在不同文化碰撞和交流中看到世界的不同和不同的可能性，激發學生的學習熱

情和增強交流的信心。 

 

（二）提供表達經驗開放性的情境 
從本研究的質性訪談材料看，大部分的學生都持有經驗性開放的態度，都傾

向于瞭解不同文化，對新鮮事物有好奇心。但是，受訪者也都談到了，平時生活

的環境，包括學校都缺乏讓可以讓他們可以和不同文化人交流的機會和平臺。要

鼓勵學生保持經驗開放性的態度，學校、 企業、 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形成合力

創造一個自由表達交流的對話場所，讓年輕人能夠與各種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對

上話。學校可加強對外合作，與國際不同高校開展跨文化意識教育，拓展學生的

國際視野和積累國際交流的經驗。如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與耶魯大學合作的“耶魯

－嶺南全球領導力專案”，該專案已經進行了 4 年，2016 年 4 月中山大學嶺南

學院又啟動與牛津大學“牛津－嶺南全球領導力專案”，兩個專案都旨在培養學

生跨文化溝通能力思辨思維和社會責任感。 

 

（三）著重培育學生的文化智力 
文化智力是個體有效應對和處理不同文化間差異的能力（Earley&Ang，2007），

文化智力比較高的人遇到新情況往往能應對自如，能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細微之處，

並很快化解衝突。這對於國際商務的實踐顯的尤為重要。缺乏文化智力，在國際

交往中無法調整文化知識，和正確運用語言和行為的例子屢見不鮮。如受訪的一

女同學缺乏人與人之間的界限感，不遵守澳洲當地的社會生活和學習的習慣，而

導致了任課老師讓學校出警告信給該女同學。因此，在培養學生的跨文化能力上，

我們需要有意識的並著重的培養學生的文化智力。培養學生的文化智力，可以從

文化智力的四個維度入手： 

1.、培養學生的元認知智力（metacognitive intelligence） 

培養學生的元認知能力指的是培養學生在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相互交往時，

個體應具備感知覺察文化差異的能力。在教學活動中，我們需要培養學生思考與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時的規則以及相互作用。通過與學生分享多元價值取

向的哲學觀，讓學生在思想認識上理性看待世界——“信仰理性並非單指信仰自

身理性，應更為仰賴他人理性”（卡爾·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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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養學生的認知智力（cognitive intelligence） 

培養學生的認知智力可通過各種學習手段讓熟悉不同環境下的特殊規範、 

實踐、習俗；培養學生對不同文化的經濟、法律、社會系統的理解。大量的案例

分析、理性討論可有效增強學生的認知智力。 

3.、培養學生的動機智力（motivation intelligence） 

動機性文化智力是個體適應不同文化的驅動力與興趣點。高動機性文化智力

的人容易發自內心的關注文化情景，並自信能有效適應不同文化。在培養學生的

動機智力時，我們可以從語言以及知識積累入手。外語的掌握會直接影響到溝通

的效果，如果學生外語水準較為熟練流利會讓他們有更多的內在動力在不同文化

情景下與人交流。跨文化交流語言是工具，更重要的是個體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

因此在我們培養學生國際商務專業的跨文化的能力時，可以從績效這個目的出發

著重培養學生的商業敏感度、商業戰略分析等能力。 

4.、培養學生的行為智力（behavioral intelligence） 

行為性文化智力指的是，當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相互交往時，表現出合適的

語言與非語言行為的靈活性。我們需要培養學生能基於語言與非語言的能力在不

同的情境中表現恰當的行為，比如說話得體、語調適中、舉止優雅、表情自然等。

角色扮演、視頻學習，交換學習，參加遊學項目等可達到提高學生行為智力的目

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國際商務專業人才的跨文化能力研究模型： 

 

 

 

 

 

 

 

 

 

六、結語 
跨文化能力作為國際商務人才核心素質，在商務和文化等領域具有廣闊的應

用前景和巨大現實需求。本文通過質性的研究方法深入瞭解國際商務學生在跨文

化語境中學習和生活體驗，從跨文化認知、跨文化溝通、跨文化適應進行了描述，

提煉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類屬。並在分析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激發學生內在學習

動機和鼓勵學生經驗開放性相結合；學校和社會各界應多提供學生表達經驗開放

性的情境；著重培育學生的文化智力三個行動策略。本文通過質性的方法展示了

跨文化能力的多維動態性特點，關注了學生跨文化能力的動態發展特徵，進一步

豐富了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從實踐的角度看，以豐富質性材料為基礎提出的

國際商務人才跨文化能力的培養策略為企業和社會提供實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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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企業項目為引導改革教學體系研究 

 
李愛菊 王廷梅 羅映霞 

北京聯合大學 

 

摘要 

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行業企業需求的應用型人才。畢業

生專業對口是我們最理想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最有效的路線就是校企合作：

學生在校期間參與企業專案，瞭解企業工作流程，重點是綜合運用所學知識，預

經歷“實習”階段，初步具備企業所需知識、技術、能力，畢業後順利從事本專

業工作，並獲得較好的崗位和理想的薪資報酬。 

校企合作是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提升學生應用能力的核心手段。

在教學實踐中，指導學生為我國新興行業“自助售貨機行業”定制開發了一款

“自動售貨機雲平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自助售貨機雲平臺”）。企業真實

專案的開發，促進了我系軟體技術/軟體工程專業的教育教學改革。 

項目開發過程中，我們發現專業培養方案及授課內容與企業實際技術技能要

求有較大差距，本文以企業專案為引導對教學體系、教學內容進行了有益的改革

研究。包括兩個方面：（1）原先的教學體系籠統，針對性弱，應據工作崗位設置

專業方向，按技術工種培養專業人才；（2）原先的教學內容陳舊，重點不突出，

本文以 Java 實訓課為例介紹了課程內容改革方案。以上努力，希望助力院校深

化校企合作，提高教學品質。 

 

關鍵字： 企業專案，教學體系改革，校企合作，職業教育 

 

Research on Syllabus System Reform 

Guided by Enterprise Project 

 
AijuLi, TingmeiWang，YingxiaLuo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oal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train the practical type graduates for 

enterprises who meet the needs of software industries well. It is the most ideal that 

graduates would work in their specialized fields such as software fields.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is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We offer chances that students could work in a real project from some 

company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the workflows, use the technologies learned to 
                                                             
15 項目：教學經費-5E.專業建設-電腦多媒體技術，高職教育課程優化與整合的研究與實踐，橫

向課題《學生實訓管理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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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 every day’s problems, master different kinds of skills needed in job and when 

they finished school, they can find a better job and earn more money than others who 

have never done this.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is one of key poi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 major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actual application 

ability. In our process of practice teaching, my students and I wrote a program called 

Vending Machine System (VMS) for the new Vending Machine Industry. VMS lead 

us to ponder how to reform teaching system in software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gramming,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big span between 

content of courses and the real need of industry. This essay mainly focused on two 

points: (1) The syllabus system included too many things to focus techniques needed 

by industry. This thesis introduces how to set major fields according to work positions. 

(2) Course content is outmoded and can’t focus the core techniques. In this paper, the 

content of Java training course is re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erprise need. By 

doing this, it can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in 

cultivating the personals demanded in society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Enterprise Project, Syllabus System Reform,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Enterprise, Vocational Education 

 

前言 

高等職業教育包括高職（3年）+專升本（2年）兩個階段，其教學目標都是

培養適應行業企業需求的應用型人才。具體到軟體技術/軟體工程專業，其目標

是培養瞭解軟體發展流程，熟練掌握至少一門開發技術，能夠從事軟體專業相關

工作的技能型人才。畢業生專業對口是我們最理想的培養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

最有效的路線就是校企合作：學生在校期間參與企業專案，瞭解企業工作流程，

重點是綜合運用所學知識，提前經歷企業“實習”階段，初步具備企業所需知識、

技術、能力，畢業後順利從事本專業工作，並獲得較好的崗位和理想的薪資報酬。 

校企合作是高等職業教育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提升學生應用能力的核心手段，

也是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重點研究內容之一。在前期實踐教學中，我們指導

部分優秀學生綜合應用 Java 開發技術為我國新興行業“自助售貨機行業”定制

開發了一款“自動售貨機雲平臺管理系統”（以下簡稱“自助售貨機雲平臺”）。

此項目有三個主要特點：（1）新一代的自助售貨機是自 2012年興起的集機電一

體化、ARM 板設計製作、Android 嵌入式開發、軟體系統及手機 APP 開發於一體

的綜合性專案，專案發展迅速，市場前景廣闊；（2）雲平臺屬於自助售貨機軟

體輔助管理系統，較傳統軟體功能明確，業務邏輯簡單，學生易理解，上手快；

（3）自助售貨機涉及軟硬體，綜合性強，可吸納更多師生參與，校企合作可持

續發展性好。目前，我們已初步完成雲平臺第二個版本的研發。 

項目開發過程中，我們發現專業培養方案及授課內容與企業實際技術技能要

求有較大差距，本文以企業專案為引導對教學體系、教學內容進行了有益的改革

研究。包括兩個方面：（1）原先的教學體系籠統，針對性弱，應據工作崗位設

置專業方向，按技術工種培養專業人才；（2）原先的教學內容陳舊，重點不突

出，本文以 Java 實訓課為例介紹了課程內容改革方案。以上努力，希望助力院

校深化校企合作，提高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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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項目介紹 
該自助售貨機雲平臺是基於 Java 開發技術的 B/S 結構的 Web 系統，主要負

責管理生產廠家所出售的所有自助售貨機。經過與廠家多次溝通，多次現場觀摩

自助售貨機運行機制，並參考市面上先進的各個公司的自助售貨機，我們整理出

該自助售貨機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幾部分：運營管理、商品管理、人員管理、統

計分析及系統管理等部分。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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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助售貨機主要功能 

表面上看，該系統是一個傳統的管理軟體，實際上，該軟體的設計難點是

Web 系統與自助售貨機嵌入式系統的交互介面問題（這個功能在圖中沒有給

出）。 

在專案開發過程中，教師帶領學生組成開發小組，綜合運用多門課程學習的

java物件導向知識、java開發框架、JQuery 及 web頁面技術。學生在專案開發

中，查閱了大量的資料，自學了很多課上沒有接觸過的知識，並自己想出了很多

好的解決方法。本次企業專案的開發使得我們認識到：（1）軟體技術/軟體工程

專業所設計的教學體系是先進的，是目前軟體行業使用的最新技術。（2）但是，

教學體系中設計的課程中，並不是所有課程都是先進的，有些課程並沒有圍繞行

業核心需求，有些課程並不適用於所有專業，有些課程並沒有開設。（3）同時，

有些課程的教學內容不是最新的，教學內容的講解方法也是脫離企業實際專案的。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對現有教學體系進行了分析，並結合企業專案開發，嘗試對

軟體技術/軟體工程專業課程體系進行了改革嘗試。同時，也結合本專案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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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對 Java實訓課進行了教學內容的改革嘗試，希望對讀者有借鑒意義。 

 

二、教學體系現狀分析 
目前，我系高職專業設置軟體技術專業，專升本設置電腦科學與技術專業，

其中，電腦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培養方向只有一個就是軟體工程。在目前的教學體

系中，主要設計思想是“4+3+5”，即“講授 4種必備技術”、“分為3個階段”、

“經過 5 個實踐”。“講授 4 種必備技術”是指培養軟體人才重在為學生講授

“程式設計技術”、“軟體工程技術”、“資料庫技術”、“系統網路技術”，

使得學生瞭解軟體發展最基本的四項技術，為將來選擇不同的專業方向做準備。

“分為 3個階段”是指人才培養分為專業基礎課、綜合技術課、專業實踐課等三

個階段教學。“經過 5個實踐”是指在人才培養過程中，主要從 5類主要的實訓

實踐課程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C語言程式設計實訓、C/S企業級軟體系統開發、

B/S 企業級軟體系統開發、工程實踐、頂崗實習/畢業綜合實踐。課程體系設計

如圖 2所示。 

圖 2 課程體系 

這個教學體系的設計比較理想，並有普通本科教育設計的影子。本教學體系

在四種技術授課中，共涉及 10門課程，為學生打下專業理論和基礎技術的基礎，

為學生將來選擇不同的專業方向提供支撐。這 10 門課程大概需要 2 個學期的時

間。在綜合技術培養階段，學生主要學習 Web應用開發技術、嵌入式開發技術、

資料庫管理與維護、網路系統管理方面的課程。實際上，以職業教育的評價標準

來看，這四個技術可以獨立為四個培養方向。每一個方向的核心課程是不一樣的。

學生大約需要 2至 3學期來掌握其中一個技術的核心課程。所以，這個教學體系

實際上應該是開設不同的專業方向。在目前我系師資力量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應

該本著辦好辦精的原則，重點開設一個專業方向，而軟體技術/軟體工程專業可

選擇“Web應用開發技術”或者“嵌入式開發技術”中的一個方向。而資料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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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技術可僅作為其他方向的核心課程。至於電腦網路技術在實驗室條件明顯不夠

的情況下可暫時不開設。 

在專業實踐課階段，主要側重 5類實訓實踐課程的教學（這些實訓課是穿插

於各學期開設的）。但是，實踐課程的教學內容比較單一，並沒有真正結合企業

項目，並將企業項目拆解為教學案例，所以，實踐教學的深度和力度都欠缺。這

並不是教學體系設計的不夠先進，實際上，這種設計模式是完全以就業為導向的，

以企業崗位群為藍本來設計的。關鍵點在於課程體系的設計沒有以專業方向的職

業崗位技能點為大綱，在具體課程設計上嚴格遵循企業對人才的技能需求。下面，

我們以企業定義工程師的技能要求為依據重新設計課程體系和課程內容，嘗試進

行更適合市場的教學改革。 

 

三、課程體系改革 
  以企業專案為引導，在學校課程體系設置中，應充分考慮企業實際工作崗

位、工作崗位職能對人才的需求。在企業專案中，軟體技術/軟體工程專業目前

比較熱門的主流崗位有：前端工程師、Java工程師、Android工程師、PHP工程

師、運維工程師等職業崗位。根據我系的師資力量，結合我系教育教學特點，我

系目前課程體系可設置三個專業方向：前端工程師、Java工程師、Android工程

師。並根據企業專案開發所需技能，充分調研企業崗位技能要求，設置專業基礎

課、專業核心課和專業實踐課。如圖 3所示，為本文嘗試提出的課程體系方案。 

 
圖 3 課程體系方案 

說明：圖3所示課程體系只是一個示意性質的方案，並不是實際的執行方案。

圖中僅僅描述了該專業方向的核心專業課程，並沒有描述非主要的專業課，請讀

者注意。右側的學期安排也僅僅是示意表達，並不一定是真正的課程執行學期。

在本文中，從研究的角度討論根據三個專業方向設置課程，為專業課程體系設置

提供一種設計思路。 

 

四、教學內容改革 
課程體系的改革是從宏觀上設計每個專業方向的專業課程設置，真正能夠保

證課程體系執行到位的還是每一門課程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因為每一門課程

教給學生具體的知識，並引導學生逐漸瞭解所學專業，瞭解將來要從事的工作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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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掌握工作所需技能。因此，進行教學內容的改革勢在必行。 

我系在 2015年與上海尚強公司合作，引進該公司《Java程式設計基礎》實

訓課程的設計思路和專案教學方法，並使用該公司的 SPOC教學平臺，在高職 2014、

2015軟體專業及 2015電腦科學與技術（專升本）的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訓課上

先後試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果。 

該課程的教學內容設計思路是：（1）針對每節課教師講授的知識點，提供

3-4課驗證性案例，幫助學生先理解基本知識點內容；（2）整個課程使用了“消

滅泡泡糖”遊戲專案，每一次課指導學生做該專案的一個部分，每一部分對應使

用上課的知識點。該項目的教學方法比較新穎，該公司將整個項目開發完成，每

一堂課，將本課需要學生練習的代碼去掉，引導學生補充這部分代碼，以達到學

生每堂課完成任務都能體驗完整遊戲的感覺。這樣，學生在專案開發中非常感興

趣也能立刻獲得成就感，既充分練習了知識點，又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望。 

該專案設計的另一個優點是，每一次課程的練習都儘量使用新的方法以練習

新的知識點，而不是多個實驗都使用同一種方法。這樣，既保證了學生多方面練

習了課上教師所講授知識，又保持了學生的興趣，同時還引導學生打開了程式設

計的思路。由於該課程設計版權歸上海尚強科技有限公司，本文不便於公開課程

設計內容，僅為讀者提供思路。 

 

結論 
本文結合企業專案實際工作經驗，思考研究高等職業教育的教學體系建設和

課程內容改革方法。在現有的教學體系中引入企業項目崗位和企業崗位職能來衡

量職業院校現有的教學體系，發現現有的教學體系大而全，但缺乏專業技能針對

性，培養出的人才與企業所需相差較大。本文結合企業專案對崗位職責的需求重

構教學體系和課程內容及教學方法，是一次專案教學的深入實踐，為高等職業院

校的實踐教學改革提供了借鑒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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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應用型本科教育之道：培養學生專

業能力維度的思考 

 
蔡翔華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摘要 
   上海被定位為世界第一梯隊城市,正式寫進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長江三

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將在長三角城市群中進一步發揮引領作用，在帶動整個

區域的發展同時帶來巨大的人才需求紅利，而這些生產、管理、服務、創新等領

域的人才需求正是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合理依據和驅動力。應用型本科教育的

本質要求高校立足自身定位和辦學特色，培養符合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

具備高素質、強能力、重應用、寬視野的人才，更好的服務地方行業和產業的發

展。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型的實質就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應用型人才不

僅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更要有較強的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高校應從可持續發

展的角度，通過跨學科交叉融合，促進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強調學生的學習與實

習並重，強化學生探究性能力的訓練，培養具備較強專業素質、職業素質和國際

視野的人才。 
 

關鍵字：應用型本科 人才培養 專業能力 
 

A Consideration about training student 

profession ability from the aspect of 

return to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AI Xiang hua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P. R.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positioned as the first-class cities in the world, formally 

written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evelopment plan, will further take a 

leading role and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n will 

bring huge demand for talents in produc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innovation. 

The needs of talents provided a strong driving force and reasonable basis for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Essentials for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quired universities cultivated talents with high-quality, high capacity, 

wide field based on its location and features to meet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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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reform of model of talent training. Applied talents not only have a theoretical basis, 

should also have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 and creative ability. Universities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versatile talents. Both emphasize learning and internship at 

the same time emphasizes inquiry skills training to develop the strong occupational 

quality,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wid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the talents.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   talents train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引言 
     應用型人才培養作為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三種類型之一，其歷史可追溯到

中世紀的大學，在我國也可溯源至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福建船政學堂。在發

達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中，應用型高校和應用型人才培養都是其高等教育的重要

組成部分。 

    伴隨著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和升級，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普遍遭遇發展瓶頸，

學科門類齊全但特色不夠鮮明，同質化辦學傾向明顯，畢業生就業能力弱，高校

培養的人才與社會需求所應具備能力水準不適應等現狀和問題突出。隨著供給側

改革進一步深化，引領我國經濟結構不斷轉型升級，據測算，我國當前經濟、產

業結構轉型最緊缺的就是具備高級技術技能的應用型人才，人才的需求缺口有

2200萬至 3300萬人。 

    國家三部委在 2015 年聯合發文，部分高等院校走上了轉型之路，高校轉型

發展實質上是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到嘗試轉型應

用型人才的培養，許多地方本科院校將辦學思路調整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把辦學定位轉到培養應用型人才上來，解決人才供給的機構性矛盾。 

    誰能夠培養與用人單位需求匹配度高的人才，培養具備高素質、強能力、重

應用、寬視野的應用型人才，就必然會受到學生和社會的青睞，贏得區域經濟社

會發展帶來的人才需求紅利，同時更好的服務地方行業和產業的發展。 

 

1、 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1.1 人才培養與用人單位需求之間的矛盾 

    隨著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加快，“中國製造 2025”的提出，先進製造業上升

為國家戰略，製造業企業對高技能人才需求量總體在上升，用人單位對高端應用

型人才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反觀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現狀，目前中高層次應用

型人才比例嚴重不足，先進製造業、智慧製造業對人才的專業能力和素質要求很

高，很多崗位元不僅需要學生具有精細化的“匠人精神”，還需要具備獨立思考

和探究的能力。只通理論，缺乏實踐經驗，只在乎皮毛，不知道深入研究，沒有

思考能力，很多畢業生來到用人單位元後還需要"回爐再造"，增加了用人單位的

用工成本。 

    用人單位表示：“這和產業調整有關係，技能等級在往上走，先進設備、機

器人、自動化，高精設備應用增加，產業鏈向中上游集聚，這就更需要有技術。” 

而出現培養的人才與用人單位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和高校的教學模式和課程設置

有關，如果老師自己也不知道企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教學只注重理論，不和實際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6/666e901a672c79d1/1.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6/6/666e901a672c79d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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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教出來的學生就容易教條化，也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研究的能力。 

  

1.2 學科專業佈局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 
     上海的經濟發展長期以來基本上走的是“高投入、高投資、高消耗、高污

染”的粗放型道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保證上海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

內在要求。近期上海被正式寫進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

規劃》，定位為世界第一梯隊城市,將在長三角城市群中進一步發揮引領作用，上

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誌是實現創新驅動和城市轉型發展，這對於應

用型人才的需求更加強烈，從上海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趨勢來看，現代資訊產業

將與金融服務、汽車製造、現代貿易，機電設備製造和現代生物醫藥等產業高度

融合，成為“互聯網+”時代上海新的支柱產業，越來越依靠各類專門技術人才，

而這類人才正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定位，同時這些生產、管理、

服務、創新等領域專門人才的需求正是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合理依據和驅動

力。 

 

    1.3 應用型人才培養是教育發展佈局的需要 
    去年 12 月份，上海市發佈了《上海高等教育佈局結構與發展規劃（2015－

2030 年）》和《上海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5-2030 年）》，其中重要一

點就是規劃佈局了本科以上層面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高校建設，提出，上海將建設

一批行業特色鮮明、專業設置與職業崗位聯繫密切、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高水準普

通本科院校。在此背景下，複合型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迅猛增長，這就要求地方

本科高校培養更多的創新型、複合型和應用型人才，著力建設應用技術型本科教

育，以培養專業知識和技術應用人才為主體，不斷強化學校在提升服務區域經濟

發展的能力。 

 

2、回歸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的內涵 
    應用型人才培養作為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三種類型之一。中世紀大學以應用

學科為主, 課程和教學內容設置強調實用性, 畢業生主要從事非學術性和非研

究性工作, 大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和訓練專業性應用型人才;在我國應用型人才

的培養始於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校福建船政學堂, 通過廠校一體的辦學體制, 

培養造船與駕駛領域的專業人才, 畢業生多成為中國近代船政事業的先驅, 其

人才培養過程符合近代高等教育分系科、專業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特點。 

    按照高等教育分類，應用型人才既區別於精於理論研究的學術型人才，也不

同於擅長實際操作的技能型人才，他們擁有足夠的理論基礎和專業素養，具備紮

實的理論素養，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同時能夠理論聯繫實際將知識應用於實際，

解決實際中的技術難題。應用型的內涵應體現在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有效結合

上，體現在能夠適應社會多樣化的需求、熟練運用知識解決生產實際問題上。 

    應用型人才培養不僅要以地方經濟社會需求為導向制定教學課程體系，使學

生通過在校的理論課程學習，較為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基礎理論知識，

為學生未來的職業發展奠定專業基礎；更重要的是在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過程中堅

持以能力培養為本位，培養學生理論聯繫實際，應用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術解決實

際問題的實踐能力和一定的創新能力，使學生最終具備紮實的理論基礎、專業能

力強、綜合素質高等特點，這才是應用型本科教育培養人才的目標定位。 

    應用型本科教育伴隨著科技發展和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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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得到明晰和回歸，應用型本科教育是以培養知識、能力和素質全面協調發展，

面向生產、管理、服務、創新的應用型人才為目標定位的高等教育，而應用型本

科高校就是主要提供應用型本科教育這種服務產品的重要載體。 

  

3、應用型人才專業能力培養的途徑 
 

3.1跨學科交叉融合，培養複合型人才 
    首先應突破專業佈局，打破人才培養模式雷同的局面，彰顯特色，對接區域

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對人才培養新需求，按照“面向應用、資源分享、特色為先、

鼓勵交叉”原則，以學科大類或專業群為依據，調整學科佈局，實現跨學科交叉

融合，為培養複合型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奠定基礎。    

其次加強通識教育，設立通識教育中心，架構符合應用型人才培養特徵的通

識教育課程體系，增加通識教育課程在人才培養的權重，拓展通識課程教學資源，

培養學生既要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又要有一定的非專業素養，如身心素質、責任

心、道德感、意志品質等，專業素養與人文素養兼具是應用型本科人才高素質的

體現。 

增設培養學生文化底蘊和人文素養的課程，設置培養學生職業信用的各類輔

修課程，增加拓展專業知識和提高就業創業能力的技能型課程，還可以給有意繼

續深造者開設更深程度的課程等。 

同時發揮第二課堂的作用，鼓勵專業教師對學生的課外實踐活動進行合理引

導，鼓勵專業教師共同參與各種學習型社團活動，指導學生參加各種專業競賽和

跨學科知識和技能競賽，鼓勵教師跨學科專業積極參與指導各類各級大學生創新

創業專案等。 

 

3.2 強調學習與實習並重 
    現有的教學模式主要是教師通過課堂講授，學生主要通過各種考試來掌握課

程所教授的知識點。如此培養的學生不能很好地適應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不能滿

足用人單位對人才能力和素質的要求。 

    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應圍繞產業進行對接，滿足社會對應用型人才在知識、

能力和素質等方面的要求。如在人才培養方案的設計上，要主動邀請行業、企業

人士參與人才培養方案的制訂工作，以實現社會對人才選擇的無縫對接，以應用

為中心，以職業為導向，建立和健全實踐實習教學體系；從實現知識向能力的轉

變來看，則要把應用能力作為核心，從所應具備的職業能力入手，分析職業能力

所需要的知識，從而構建出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相適應的理論知識、實踐實訓、技

能操作等以突出應用能力為主的課程體系。 

     將“以能力為中心”貫穿於應用型人才培養，以適應地方經濟社會和產業

發展需求為目標，以培養技術或實踐應用能力為主線，可以採用增加實踐課程在

教學環節中的比重，除校內外實習基地和實訓基地，還可以利用現有的大學科技

園區和產學研合作單位，增加學生在校期間的實習機會和經歷，也可以通過學生

社團、社會實踐活動等多種形式，探索更多的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的途徑。注重理

論與實踐結合、工作與學習結合，按能力培養要求設置課程模組，確保實踐教學

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遵循教育基本規律，系統規劃教學體系，將實驗、實訓、實

習與理論教學並舉、並重、並行，強化校企合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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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素質專業人才 
     對擁有全球化視野和國際視野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這與應用型人才專業

能力培養中宣導的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吻合的。我國高等校在國際化人才培養過程

中遇到諸多困難，此時我們應該針對這些問題和挑戰研究對策，將挑戰變成發展

機遇，利用自身優勢與海外院校進行合作，利用網路公開課和慕課等形式積極引

進國外優質教育教學資源。以國際院校合作為根基，以課程體系的國際化為突破

點，以師資國際化為保障”，推動學校國際化人才培養體系的完善. 隨著教育國

際化的發展趨勢，完善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顯得尤為重要。 

     開拓本科層次中外合作辦學專案，引進海外先進教育資源，擴展海外名師

的引進，增加學生參與國際職業資格證書的學習與培訓。擴大交換生專案的類型

和規模，拓寬經費資助管道，大幅提升學生海外學習、實習數量。加強全英文專

業和全英文課程建設，探索實施以“學分互認、學生互換、教師互派、學位互授

聯授”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化教育模式，力爭要更多的學生擁有各種國外（境外）

學習或實習經歷。 

 

結語 

   應用型本科教育在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理論基礎的學習，

更要著重學生較強的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通過跨學科交

叉融合，促進複合型人才的培養，強調學生的學習與實習並重，強化學生探究性

能力的訓練，培養具備較強專業素質、職業素質和國際視野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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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模文化融入工程碩士倫理教育的 

價值思考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李丹 

 

摘要 
勞模文化涵蓋勞模精神、勞模形象等豐富的內容，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

值。本文試圖通過對勞模文化融入工程碩士倫理教育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分析，論

證勞模文化的價值能充實現階段工程碩士倫理教育的理論和實踐體系，獲得工程

倫理教育品質的提升。 

 

關鍵字: 勞模文化 工程碩士倫理教育 價值思考 
 

勞模即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簡稱，他們是各系統、各行業的傑出代表，

身上體現著社會對某一類勞動方式、勞動精神的最高評價。勞模文化是在社會大

文化環境的影響下，經過勞模這個集合體長期實踐與創新所形成的整體價值觀念、

信仰追求、道德規範、職業精神等的總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5 年慶祝“五

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我們要始終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彙聚強大正能量。”

利用勞模文化中蘊含的豐富人文價值，提煉勞模精神的榜樣教育模式，説明工程

倫理提升教育成效，具有重大時代意義。 

 

一、新形勢下提升工科類院校工程倫理教育必要性 
近幾年，教育部推行了一大批教育項目改革試點，如：“卓越工程師培養計

畫”、“服務國家特殊需求專案試點”，這些項目和計畫旨在面向社會和某一職

業對未來人才培養的定位，同時對未來工程師的倫理素養有了更具體的要求：卓

越工程師不僅體現在工程技術上的卓越，同樣也應該具備良好的職業信用、職業

操守和職業道德等工程倫理素養。(彭宏偉、李曉平、賈學軍，北京工業大學實

驗學院北京 中國科教創新導刊 2011（32）實施工程倫理教育推進“卓越計畫")

這些倫理素養的培養正是工程倫理教育的應有之意。新形勢下，社會對工科類高

校開展工程倫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 

今年 5 月，全國工程專業學位元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教指委）

在下發的檔中指出：從工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課程體系看，包括思想政治教

育在內的基礎和專業理論知識已較為完備，課程教學要求也比較規範，但是有關

職業道德方面的課程知識，雖然少數院校已開設了相關課程，但總體上還比較薄

弱。 

教指委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強調“要從前瞻性育人與全面育人的高度看待

加強工程倫理教育這一工作”。不論從幾十年的教育實踐，2009 年以後的生源

特點，還是從培養未來工程科技人才的要求上看，進一步加強工程倫理教育已成

當務之急。特別是致力於轉型為現代應用科技大學的工科院校，重視研究工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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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於學生內涵的培養已成為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部分。大多數高校通過開設工

程倫理相關課程來普及工程倫理知識，傳遞與建設工科大學內涵建設相匹配的職

業素養理念，但成效不明顯。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如下兩點： 

 

（一）工程倫理教育專業教師隊伍缺乏系統的培養和建設。 
由於工程倫理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在我國開展研究的時間不長，相對應的專

業人才缺乏。這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倫理學專業教師不懂工程專業與工程專業

教師不懂倫理學的矛盾。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工程倫理教育教學的開展都是通

過兩類教師來完成的。一類是倫理學專業的教師，這類教師的特點是基礎理論功

底紮實但工程專業知識匱乏；另一類是工程專業教師，這類教師懂得工程類的專

業知識但倫理理論功底不足。這兩類教師的授課都會導致理論和實踐脫節，問題

闡述不深刻，無法讓學生真正理解工程與倫理的核心關係與本質。 

 

（二）工程倫理教學內容和模式單一難以體現工程倫理教育的多

科性和交叉性。 

從研究範圍而言，工程倫理有其規範性的維度和描述性的維度。1. 作為一

種社會實踐活動，工程必然具有其內在的倫理維度。對工程的倫理維度的研究（實

踐倫理）構成了工程倫理學的主要內容之一，也即辛津格和馬丁所說“工程倫理

是對在工程實踐中涉及到的道德價值、問題和決策的研究”。2. 作為一種職業，

工程師應當具有其自身所獨特具有的職業倫理。這種與眾不同的職業倫理也應當

成為工程倫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無論工程倫理是什麼，它至少是一種職

業倫理”。[1]這兩個方面呈現一致性，表現在工程師的職業活動本身就是一種

社會實踐活動。這要求工程倫理教學內容中必須體現大量豐富和生動的案例以及

教學實踐活動，否則難以體現工程倫理的社會實踐屬性。 
 

二、勞模文化與工程倫理教育的內在關聯 
馬克思主義認為，價值屬於關係範疇，從認識論上來說，是指客體能夠滿足

主體需要的效益關係，是表示客體的屬性和功能與主體需要間的一種效用、效益

或效應關係的哲學範疇。價值作為哲學範疇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和概括性。所以任

何一種事物的價值，都包含著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其一是，該事物的存在對人

的作用或意義；其二是，人們對於這種價值的認識和評價。共同價值觀決定了勞

模的共有特徵，包含經濟價值取向、社會價值取向、倫理價值取向。 

社會學家艾君在《勞模永遠是時代的領跑者》一文中對“勞模文化”一詞有

全面的闡釋。他指出，勞模是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勞模是時代的永遠領跑者。

勞模，是一種人倫之理、人生之道；勞模，意味著一個時代的人生道德觀念和價

值取向。[2]勞模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涵蓋了勞模精神、勞模形象等諸多

方面。勞模精神是勞模文化的本質，是勞模文化的核心；勞模形象是勞模文化的

外化，是勞模文化的載體。從勞模文化中提煉出來的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有效

地補充了工程倫理教育關於職業道德體系知識的缺失。 

 

（一）勞模文化的演進順應了工程倫理教育的發展要求。 
邁克 W 馬丁在其著作《工程倫理學》中談到，學習工程倫理學的直接目的

是增強一個人有效地處理工程中道德複雜性的能力。[3]工程倫理教育培養的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5678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3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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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應該具有如下特點：擁有高深的專業知識、獨立的判斷能力、自我管理和協調

一致的服務意識。它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工程決策和設計、實施過程中關於工

程與社會、工程與人、工程與環境的關係合乎一定社會倫理價值的思考和處理。

工程教育包含的內容不光體現在對學生進行職業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還包含培

養從業人員具有良好的職業精神和職業責任感。工程師們背負著社會期待，應展

現最高標準的誠實與正直。他們身上承擔的社會責任隨著社會演變不斷變化。 

早在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英國對工程師的道德要求都集中在對雇主的忠誠

上。到了現代社會，隨著工程技術發展到電子、資訊時代，工程技術與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自然環境緊密相關成為時代的特徵。對工程師的責任要求除了履行

好自己的職責外，工程師還應當把公眾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4] 

同樣，在每個時期，勞模文化會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被時代賦予不同的

內容，勞模形象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勞模大多出現在艱苦行

業，耳熟能詳的勞模有鐵人王進喜似的鋼鐵英雄，有掏糞工時傳祥似的傳奇人物，

還有無私奉獻焦裕祿似的人民好公僕。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踏實肯幹、兢兢業業、

幹一行愛一行的精神教育了一代代社會主義接班人。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發展，

社會對勞模的要求有了新的變化，新時代的勞模應是科技創新的探索者、是現代

工業文明的先驅，能代表符合新的工業時代道德價值取向。 

研究每個時期勞模身上體現出來的職業特點有助於更好地瞭解工程倫理教

育的研究物件，確立工程倫理教育的培養目標，以期理解特定時代職業精神和職

業責任感的內涵。 

 

（二）勞模文化的內在屬性符合工程倫理教育的本質。 
勞模文化擁有完整的邏輯體系。勞模精神作為勞模文化的內在屬性，是勞模

文化生長和繁衍的根基；通過共同價值觀和精神外化於形的是勞模形象和勞模品

牌，這是勞模文化的外在範式。勞模精神是一種民族精神，是由整個優秀的勞動

人民群體在一系列的生產活動中沉澱下來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愛崗敬業、無私

奉獻、刻苦專研的優秀品德的集合。“以知識創造效益、以科技提升競爭力，實

現個人價值、創造社會價值”成為新時期勞模共同的價值追求。[5]儘管每一個

時期的勞模都具有不同的內容，但這個群體所體現的本質特徵具有唯一性，就是

主人翁的責任感和艱苦創業精神，忘我的勞動熱情和無私的奉獻精神，良好的職

業道德和愛崗敬業精神。 

工程倫理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遵循某種道德準則或規範，實

現道德價值的最大化，以工程造福社會、造福人類為終極目標。工程倫理教育通

過對未來的工程師進行專業的倫理教育，提高工程技術人員的綜合素質和道德水

準為目標。其本質是結合大學生的專業進行倫理教育，為提高未來工程技術人員

的整體道德水準，以期達到人類與自然與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 

可以說，勞模是工程倫理守則的最佳踐行者。專業技術意味著道德責任，原

因是社會十分依賴工程師盡責履行專業技能，從而使社會大眾能夠得到重要的服

務。美國學者傾向於工程倫理是工程師的職業道德。可見二者在本質上的屬性不

謀而合。 

 

（三）勞模文化的外在範式使工程倫理教育培養目標具象化。 
道德理論或者內心準則往往是抽象的。挖掘勞模文化中的職業素養、職業信

用、職業信仰等等道德規範，把勞模身上體現的職業精神提煉滲透到工程倫理教



135 
 

育中，把工程倫理教育中的某一具體內容進行理性的具象化設計，讓學生在教學

上能感知工程倫理教育中關於工程師倫理規範的要義。 

德性倫理學重視道德楷模的作用，德性倫理主張：“一個行動是正確的，當

且僅當它是一個有德性之人，按照他的品性，在此情境中會採取的行動。” [6]

高國希 雷鋒精神 德性倫理與榜樣力量第二頁）勞模是一個具象化的道德楷模，

是一個時代的道德標杆。勞模的光榮事蹟本身就是一部鮮活的、值得深度挖掘和

研究的工程倫理教案。認真學習勞模的先進事蹟，可以生動地看到一個人如何奮

鬥的歷程，潛移默化地體會到凝結在此過程中的價值取向。總結下來，勞模的特

點有：1. 不斷學習鑽研業務知識，精益求精；2. 具有一顆執著之心。做事一絲

不苟，嚴格按照標準規範行事；3. 責任與奉獻。這裡面包含對每一項工作任務

都認真負責，滿懷信心和勇氣擔當責任，懷著信賴、忠誠和感恩之心對待自己成

長的集體和社會，並負責任地作出選擇，以主人翁的態度、懷著使命感對社會作

出貢獻。經過歲月的不斷沉澱，各行各業湧現出來的學習型、知識型、技能型、

專家型勞模，不僅是單位裡的一流員工，是行業中的精英，是優秀一線工作者的

翹楚。他們所擁有的除了有形的成果和外在的榮譽，更有不斷超越自我、實現職

業與人生境界同步提升的博大情懷。[7]用這樣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對學生進行具

象化的施教，才能達到溫潤靈魂的目的。 

 

（四）勞模文化的社會實踐性有助於提升工程倫理的實施效

果。 
亞裡斯多德在其《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指出，“德性是隨時間推移在實

踐中逐步發展的。”工程是一種實踐活動，現場感非常重要。工程倫理的第一大

特徵是實踐性。當代倫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從理論建構向現實情境轉變。

工程倫理教育是實現知識和經驗連結的重要載體，也是踐行和貫通多元價值觀的

有力保證。開展工程倫理教育不能只關注於理論知識傳授，更要注重倫理踐行與

道德實踐。[8] 

勞模文化是中國特色的歷史產物，是生產實踐的產物。中國的勞模現象最早

出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迄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在世界上，前蘇聯與朝鮮

曾有過類似的勞動競賽運動，但由於各種原因，持續時間不長。唯獨中國的勞模

現象得以堅持發展，其歷史之長、範圍之廣、內容之豐、作用之大、影響之深，

可謂碩果僅存、獨樹一幟。[9]長期以來，勞模文化集聚了大量豐富的實踐內容，

利用勞模文化建構的價值體系充實工程倫理教育的內涵，深度挖掘勞模長期在工

作崗位上積累起來的工作經驗、工作技能和職業精神，使其轉化為工程倫理教育

實踐活動中的重要內容，對於提升工程倫理教育的實施效果有積極意義。 
 

四、 勞模文化開闢工程倫理教育新路徑 

 
（一）引入勞模文化，探索以職業精神為核心的工程倫理教育課程體

系。 
優秀的文化是一種軟實力，能對人產生一種深遠的影響。勞模以自己的聰明

才智和奉獻精神為企業生產經營做出了貢獻，以自己創造性的勞動成果和取得的

輝煌業績推動著企業不斷向前發展，以自己的崇高思想和先進事蹟，為企業職工

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和光輝的旗幟。勞模精神是企業文化中的閃光點，更是企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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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無形資產。深度挖掘勞模文化中的職業素養、職業信用與職業信仰，在設計

教學大綱與教學內容時融入勞模文化的精髓，透過對工程倫理教育中某些抽象化

內容進行的具象化設計，讓學生在教學中感知工程倫理教育的要義。 

 

（二）成立勞模工作室，構建以實踐為主導的工程倫理產學研合作平

臺。 

為充分發揮勞模資源在工程倫理教育中的作用，工科學校可以依據自身人才

定位，成立以新時代勞模領銜命名的專家工作室。聘請勞模作為該平臺的校外導

師，發揮其專業特長、創新優勢。並以此為契機，集聚一批行業企業內的領軍人

物及學科領域的知名學者，構建以實踐為主導的工程倫理產學研合作平臺。一方

面，學生可以在此平臺中完成專業實踐教學的各個環節，比如：實驗教學、生產

實習、工程訓練、專業認知、畢業設計等等；另一方面，通過對學生實踐中的指

導，零距離讓學生體會到勞模的職業精神、工作態度與人生信仰，讓學生在過程

中達到“知情意”三合一道德實踐的和諧統一。 

 

（三）加強勞模文化建設，構建全方位的工程倫理教育育人體系。 

育人體系是一個全方位多維度的概念，學生和教師都包含其中。學校應結合

校園文化建設，重視勞模精神的培育、提煉和弘揚，發揮榜樣教育的力量。從教

師角度而言，強化教師的職業理想和職業道德建設，引導教師以教書為榮、以教

學為樂，為人師表、言傳身教，努力建設一支熱愛學生、熱愛教育事業，既有較

高學術水準、掌握先進科學技術，又有較豐富的生產技術實際知識和較強的動手

能力，既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從事科研的實際能力，又有企業工程技術經驗的師

資隊伍，這是人才培養的關鍵。老師們用人格魅力和知識學養教育感染學生，把

向上精神傳遞給學生。這支高素質有特色的師資隊伍是正是勞模成長道路上的引

路人。 

從學生角度而言，通過多種形式的勞模精神宣傳教育，喚起工科學生追求知

識、服務國家特殊需求的熱情；通過勞模文化的薰陶，不斷激發工科學生傳承勞

模精神，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新時代的勞動模範。比如：素有“勞模搖籃”的上海

第二工業大學利用自身勞模校友資源，通過成立勞模文化研究中心、創辦勞模大

講堂、創建勞模紀念館、打造勞模文化長廊、組織學生開展勞模訪談等等系列活

動，聚焦立德樹人，發揮勞模的價值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品牌文化的育

人功能，在全校範圍內營造“學勞模、傳承勞模精神”的校園文化氛圍，取得良

好的社會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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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l Workers’ Culture includ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which contains rich contents, such as the spirit of model worker and a model 

workers’ image.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Model Workers’ Cultur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Model Workers’ Culture integrating 

into the master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It can enrich the current master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yste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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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學分制下專業導師管理的探索 
 

劉偉琴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摘要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層次化，經濟發展的快速推進，我國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也

越來越高，對高校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高校在教學中實行完全學分制度，這

種教學方式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同時完全學分制下對學校的管理也提出了

挑戰。本文主要在完全學分制下對專業導師進行管理方面做探索。文章從完全學

分制下的教學模式展開，闡述學校實行完全學分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管理

在完全學分制中的重要性，從而提出如何提高專業導師管理能力的理念。 
 

【關鍵字】完全學分，專業導師，管理 

 

Explor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under 

Complete Credit System 

 
Liu Wei Qin    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deepe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fast advancement of economy,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for higher quality talents，new challeng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re also presented.. This teaching method of complete credit system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tudents.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in the field of 

the management of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under the full credit system. I launch with 

the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expoun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carrying out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in schools, and outstand the 

importance of management in the complete credit system, with the purpose of putting 

forward the idea of how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Key word】Complete credit，Professional instructors， Management 

 

一、前言 
党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

年規劃的建議》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教育改革發展發出了新動員令，明

確提出“提高教育品質”這一主線，推動我國教育事業進入以品質為核心的內涵

發展階段，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創新精神、實踐能力。所以，高校改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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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模式以提高教學品質是學校的重要方針，當前越來越多的學校通過實行全學分

制的形式提高教學品質。從我國部分學校和美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家長時間的實

行來看，全學分制是高等教育中一種可行的教學模式。但是，實行全學分制需要

學校加強教學和學生管理等方面的配合管理，其中，專業導師的選擇及管理也尤

為重要。 
 

二、完全學分制下的教學模式 
目前普通高校通常實行的是學年學分制，每個專業的教學計畫分為基礎課和

專業課及一定的選修課，大部分的課程是必修課，選修課是供學生自主選修的，

學生在規定的修業年限內修完學分就能畢業。我國高等學校推行完全學分制主要

是從20世紀9O年代後期開始的，先是國內一些重點高校進行了推行完全學分制的

嘗試。完全學分制旨在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把修滿最低

總學分作為畢業標準，學校大量開設選修課，學生可以制定自己個性化的學習計

畫，自主選擇學習內容和課程進度，自主選擇教師，完全學分制完全打破了學業

年限，可以縮短或延長修業年限，在規定的年限內修滿最低總學分後即可畢業。

完全學分制強調“ 學”， 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學生的個性差異和興趣發展，

學校的教育觀念是“ 個性化教育”，其核心是注重目標管理，淡化了班級和年

級的概念。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對2016年的新生實行完全學分制，學校規定學生在新學期

開學二周內可以通過試讀適當調整所選課程，學生還可以跨專業選課，規定學生

應跨專業選課2～4分。為了保證學生對所選課程的合理性，學校規定學生的學業

方案需要經過專業負責人、教務處認可以後方可實施。課程有先修後續關係，必

須獲得先修課程的學分後，方能進入後續課程的學習，學校規定普通本科修業年

限為3～6年，高職為2～2.5年。 

 

三、完全學分制對專業導師的要求 
完全學分制下學生能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選課，但是對於學生尤其是新生來

說，對於自己的專業設置及未來的發展還是瞭解地不夠深入，需要教師根據學生

的自身情況逐步去引導，而且每個學生的學習基礎和愛好等情況都不一樣，所以，

學校要選取足夠的具備一定條件的專業導師進行專業上和思想上等方面的指導，

專業導師是學生在學習期間的一根指揮棒，用自己的能從學習上和生活上引導和

啟發學生，所以遴選專業導師和管理培養專業導師非常重要。專業導師一般需要

具備以下幾項能力。 

 

（一）指導學生瞭解專業 
學生進入學校對自己所選的專業不怎麼瞭解，專業導師必需及時給學生進行

專業介紹，使學生瞭解該專業在企業中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學校的培養目標和

培養計畫等內容，讓學生瞭解該專業在學校所開設的主要課程和任課教師的情況，

該專業的就業形勢，未來的發展方向，需要考什麼證？如何去考？考研的話需要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如何去準備？總之，專業導師要讓學生瞭解在校期間需要做

什麼，制定未來的發展目標，增強學生專業學習興趣和專業認同感。 

 

（二）指導學生選課幫助學生制訂個性化學習方案 
完全學分制下學生可以自己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選課，但是，專業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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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有先修和後修的問題，不能盲目地進行選課，比如要選財務會計這門課，必須

先要掌握會計學原理這門課，學生不能盲目地進行選課，專業導師需要耐心地進

行指導，有些學生學有餘力，想多選幾門課，甚至進行跨專業的選課，專業導師

一定要參與並指導學生選課，幫助學生制訂合理的個性化學習方案。 

 

（三）指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職業素養 
教育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經過學校和家庭的通力合作讓學生成為一個正派

的人，一個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學校一方面可以設置相應的課程教授這些東

西的，另一方面必須借助日常生活與課堂的融和。專業導師應關心學生的全面發

展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學生吃苦耐勞

和愛崗敬業的精神，培養學生們的慷慨、寬容、善良以及公平等美德，關心他人

和自身的福祉。只有具備了這些職業素養，學生將來工作中才會不斷發揮自己的

聰明才智，才能從努力地工作和學習中得到不斷地成長。 

 

（四）指導學生科學學習 
學生進入大學以後的學習方法與高中有很大的區別，在高中階段學校往往為

了應試，通過大量的做題來提高教學品質，而在大學期間，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

學生自己在課外預複習，以及進行課外知識的積累，所以學生一進入大學專業導

師應當馬上跟進逐步對學生進行引導。引導學生端正學習態度，使他們養成良好

的學習習慣，幫助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能力；説明學生完善符合自

身特點的知識能力結構；為學生解讀免修、免聽、輔修、提前畢業等有關學籍管

理制度並給予充分的指導；對學生到國外交流做出指導；對學生未來考研和考證

等方面提出指導方案。 

 

（五）指導學生參與科研立項、創新計畫、學科競賽等各類科技活動 
完全學分制培養的學生要具備一定的創新能力，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知識結構

的基礎之上，還必須進行創新能力的培養，讓學生參與到自己的課題中去，指導

學生參與創新專案的申請和研究，積極指導學生的學科競賽和科技競賽，讓學生

從參與競賽中進一步鞏固專業知識，融合知識體系，增強積極進取，團結協作的

精神。 

 

（六）關心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專業導師要運用不同的方式，不斷地與學生進行溝通，充分瞭解學生，嚴格

要求學生，在溝通中及時發現學習有困難的學生，並幫助他們尋找問題，制訂改

進措施，提出努力方向。對受到學業警告的學生給予更多的幫助和指導，制訂課

程重修計畫，落實學業幫扶措施。 

 

四、完全學分下如何培養專業導師的能力 
 

（一）加強專業導師師德師風建設 
大學培養的人才是否合格，首要標準是思想政治素質是不是合格。黨的十八

大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立德”強調的是做人的根本，“樹人”強

調的是人才培養目標的全面性，將兩者結合，才能構建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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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目標體系。16習近平同志強調：“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落實立德

樹人，教師是關鍵，專業導師既是學習上的導師，又是人生的導師，應該是學生

最密切的連絡人之一，一言一行都影響著學生的思想和行動，所以專業導師對學

生的立德教育也是關鍵之中的關鍵。但是，專業導師對學生做好立德教育，首先

自身要具備良好師德，這樣才能承載重任，所以學校要高度重視專業導師的師德

師風建設，利用一切政策導向，調動專業導師教書育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讓每

位同學感受到學校教育中大愛的力量，這是我們摯愛的大學的道德價值觀也是大

學讓人敬仰的地方。 

 

（二）注重對專業導師的人文精神教育 

學校要注重對專業導師的人文精神教育，提高他們的生命價值和生命品質。

專業導師一般是兼職的，大部分是專業教師兼任，還有部分與專業相關的管理人

員參與，他們本身肩負著相應的工作，專業導師的工作又是比較重要和繁瑣的，

需要耐心細緻地對待工作，工作過程中也常常會遭遇各種各樣的外在壓力。所以，

學校在注重專業導師的專業素質和技能水準的同時，還要關注教師的精神文化、

知識涵養和心理健康，營造良好的校園人文環境，合理的時間安排等。這樣專業

導師在工作中才能體現合作、共用、和諧、幸福的價值取向，放下“主導者”、

“權威者”的觀念，做到“以生為本”，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引導啟發學生。 

 

（三）培養專業導師的專業能力 
完全學分制後需要教師向學生介紹專業培養目標、專業結構和協助學生選課，

所以專業導師也要對專業進行深入的瞭解，在制定專業的計畫中專業導師要適當

參與到專業計畫的制訂中，完全學分制需要不斷根據市場的需要增加和減少一定

量的課程，專業導師一定要瞭解具體的情況，瞭解每一門課程的基本內容和設置

的目的。專業導師需要瞭解一定的專業和操作技能，不斷地進行學習更新自己的

知識結構，學校要為專業導師創造條件，通過培訓、會議、下企業、創業、討論

和研究等多種方式提高專業導師的專業水準。 

 

（四）增加專業導師跨學科跨校際的交流 
完全學分制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跨學科進行選課，選什麼課？這門課

程有哪些內容？選修這門課還需要其他什麼基礎？這些專業導師都需要瞭解清

楚，否則一旦選擇不合理，浪費學生的精力和時間，如果大量的學生要更改選課

的話給教務管理上也帶來麻煩，雖然學校規定可以在兩周之內可以試讀，試讀後

覺得不合適可以進行調整選課，但是在專業導師的指導下，學生最好還是在試讀

之前對所選的課就應該有充分的把握，所以，在選課上專業導師的指導是非常重

要的。學生還可以跨學科選課，專業導師還需要對其他相關專業進行瞭解，瞭解

專業的培養目標，瞭解開設的。對於專業導師來說，平時要注意進行跨學科的交

流，現在二級學院下面根據管理的需要，有的是按照系部來設置，下面再設置具

體的專業，有些學院按照專業來分。完全學分制下最好是按照系部來劃分，而且

一個系的範圍可以設置得大一些，這樣能促進專業之間的交流。學院通過一定的

方式讓整個學院的教師和專業導師對學院的專業設置、培養目標和就業形勢等情

                                                             

16陳霞玲, 2015:《美國創業型大學組織變革路徑研究》, 《復旦教育論壇》, 第 05期, 第 106-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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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向教師做交流，增加跨學科的交流的機會，鼓勵並創造條件讓跨學科的教師一

起進行科研合作。 

另外，學校在專業上和專業導師的日常管理上在校際間進行交流。完全學分

制下有些學校還給學生創造條件，學生還可以在同城或附近的學校跨校選課，每

個學校都有不同的專業和特色，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實際需求進行選課。學校應

該充分利用有利的條件，利用好各個學校的資源，讓優秀的專業和教師發揚光大。

交流互動的同時也帶動校際之間專業和學科的發展，國家應充分利用好教育資源，

同時適當進行資源配置上的改革。 

 

（五）增強專業導師的國際視野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國際化越來越成為國家高等教育發展戰略中不可缺

失的一環。留學生數量大幅增加， 2014 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近 46 萬，來

自 203 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38 萬名境外學生來華留學，比 2013 年分別增長 

11.09%和 5.77%。 2013/2014 學年，美國國際學生總數超過 88 萬，較上學年增

加 8.1%；其中，中國內地學生比上學年增長 21%，占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 31%；

就讀本科的中國內地學生增長了 18%。17 

隨著交流生的日益增長，各高校相應地改變了教學計畫和管理方式，但是隨

著完全學分制的實行，面臨著外國留學生選課的問題，所以，對這部分的專業導

師一定要具備一定程度地英語口語能力，通過交流要瞭解外國留學生的來源、背

景和愛好，關心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經過充分地交流給他們制定學習的方案。同

樣，高校也有部分的學生到國外去交流，回國後對照培養計畫根據情況認定學分，

對於此類的學生，專業導師應該幫助他們一起考慮選擇什麼樣的學校比較合適， 

如何選擇專業，以及在留學期間選擇什麼樣的課程，留學期間，專業導師要進一

步通過各種聯繫方式關心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動態。此外還有不少的學生選擇畢業

以後到國外深造，畢業以後到外資企業就業，所以專業導師，一定要具備國際化

的視野，瞭解留學動態，瞭解社會對國際化人才的需求和發展，這樣你才有能力

去引領不同的學生最求更高的目標，專業導師通過到國外進修、訪問、留學和參

加國際會議等方式充實自己的能力和國際視野，學校應該給予班導師一定的政策

上的傾斜。 

 

（六）增強專業導師的科技創新能力 
2015 年 11 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

施意見》有關精神 ，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是國家實施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迫切需要，是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促進高

校畢業生更高品質創業就業的重要舉措。 

學校應創造條件提高專業導師的科技創新能力，給專業導師提供激勵機制進

行科研，鼓勵跨學科交流和研究，成立校級跨學科研究中心，配備專兼職的教師

進行研究，做大學學術資源的整合者和大學知識的轉化者。還要堅持創業與學術

發展的統一，推動教師關注行業和產業的發展與需求，鼓勵教師深入企業提高科

技轉化的成果成立技術轉讓服務部門，為教師的創業提供支援和服務。學校還要

專門成立負責戰略規劃、 對外聯繫、 開展對外業務等的組織，這些組織發揮市

                                                             

17劉華才, 2015:《堅持立德樹人需要大學領導的責任擔當》, 《中國高等教育》, 第 12期, 第

3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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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謀劃、廣告、行銷等功能。美國創業型大學的行政部門在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同

時，也在尋找創業的空間，因為它們往往比教師更容易接觸到社會資源。18 

 

（七）設置良好的專業導師考核機制 
落實好合適的專業導師以後，一定要完善考核機制，考核的內容主要按照專

業導師的職責，從熟悉學生的基本情況、指導學生行為規範、指導學生選專業、

指導學生選課、指導學生學習、指導學生科技活動和指導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

創業或就業規劃等方面著手。專業導師的考核評價分為個人評價、學生評議、系

部和學院評價四個方面，考核的原則堅持評價與自我評價相結合、定性與定量考

核相結合，堅持透明公開、客觀公正、注重實績和和可操作性。對考核優秀的專

業導師給予在年度評優、職稱評審和職務的晉升上給予傾斜，另外還要給予物質

上的獎勵。 

 

四、結束語 
完全學分制下，專業導師的作用很大，他起著聯繫師生之間的橋樑，是學生

學業和生活上的引路人，所以從師德和專業上對專業導師的培養非常重要，當然

完全學分制是需要教務、學生和黨務等部門的通力協作才行，完全學分制由於其

教育方式的特殊性，給學生帶來積極性，同時給學校的管理工作帶來了壓力，也

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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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大學學生人格發展狀況調查 
 

晏甯，周志成 

(北京聯合大學，北京，100101) 

摘  要 

應用型大學在學生來源、培養目標以及培養途徑方面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北

京聯合大學是一所典型的應用型大學。本研究將以北京聯合大學為例，通過與

12所北京地區高校 2011-2013級新生的卡特爾 16種人格因素測驗資料的橫向對

比，以及北京聯合大學 2014屆畢業生的卡特爾 16種人格因素測驗追蹤調查，考

察應用型大學學生心理特點、成因，並嘗試提出相應的對策與建議。 

調查顯示，我校學生在創造性人格方面得分較低、自我懷疑程度較低、情緒

穩定性強、環境適應能力較強、性格外向、處事風格偏理性。深入分析發現，獨

立性和對新經驗的開放程度是影響我校學生創造性人格發展的兩個主要因素；自

我要求和外部要求的提升是我校學生在畢業前表現出來的自信心和情緒穩定性

下降的主要原因；良好的自律性和接受社會化標準約束的自覺性是提升我校學生

環境適應能力的關鍵所在。 

為此，在學校教育教學實踐中：第一，把學生的特點轉化為發展優勢。如：

人際交往意願強烈、性格外向、環境適應能力強等；第二，依據學生特點擬定發

展策略。如：調動學生內外部資源，促進創造性人格養成；區分不同群體，擬定

相應的自信心發展策略。第三，依據學生特點探索相應的工作方法。如：對於我

校新生處事風格偏理性的現狀，工作中的多數情況下，站在學生的角度去“曉之

以理”，要比“動之以情”更為有效；細分群體，關注工作中的盲區。 

 

關鍵字：人格 16PF 應用型大學 人才培養 

 

一、前言 

瞭解和把握學生特點是學校各項工作實踐的起點，也是開展工作研究的邏輯

起點。而人格是一個獨特的反映學生心理特點綜合的指標，從來不乏教育領域的

研究者對它的關注和青睞。 

人格作為人才素質的綜合體現，是以一定的生理特徵為基礎，以社會實踐為

仲介，個體在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自主建構的相對穩定的內部狀態與外部行為的

統一體。人格發展(personality development)是指在從出生至死亡的整個生命

歷程中，個體的人格特徵隨著年齡增長和習得經驗的積累而逐漸改變的過程。人

格的完善是一個長期、緩慢、系統的過程，學校教育是大學生人格發展的重要社

會影響因素(鐘俊生等，2010)。 

本研究通過對以下兩個問題的調查研究，歸納概括應用型大學學生人格發展

特點。第一，通過對比 985、211 高校以及應用型大學學生人格發展水準，考察

不同高校學生人格發展水準的差異；第二，通過對比應用型大學學生兩個時間點

(入學時、畢業時)的人格特徵，考察應用型大學學生在大學期間的人格發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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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二、調查物件與方法 

本研究以卡特爾 16 種人格因素測驗 (the 16 Personality Factors 

Questionnaire, 簡稱 16PF)(戴忠恒，& 祝蓓裡，1988)為調研工具。共 1777名

2014 屆畢業生參與調查。將每名學生的本次測評資料與其本人入學時的測評資

料一一匹配，共獲得 1658對有效資料。其中女生 1080人(65.1%)；北京生源 1297

人(78.2%)；本科生905人(54.5%)，高職生331人(20.0%)，專接本422人(25.5%)；

年齡範圍 19-27 歲，平均 22.7 歲，樣本主體為 1991 年生人。選取 12 所駐京高

校作為參照學校，包括 4所 985高校、3所 211高校和 5所市屬普通校。抽取其

2011-2013 級新生 16PF 資料，共 1265 份，其中女生 542 人。採用 IBM SPSS 22

進行統計分析，主要統計方法為配對樣本 t-檢驗。 

 

三、調查結果 

觀測指標主要包括：創造性人格、性格特點、情緒特點、自我認知、環境適

應能力、自我認知等。詳細結果報告如下： 

 

(一)創造能力(創造性人格) 

創造能力因素的分值高低代表一個人是否具備了高創造能力者的人格特點。

校際對比顯示，我校新生創造能力因素得分處於後 1/3的位置。 

追蹤調查結果顯示，整體上，2014 屆畢業生的創造能力水準未發現明顯改

善，但也未出現文獻報導的“創新能力水準隨著年級的提高而降低”的情況(閻

國華，2012)。分不同群體來看，本科女生創造能力明顯提升(滿分 10分，由 4.73

升至 5.00)，專升本女生創造能力降低(滿分 10分，由 4.62降至 4.36)。 

  
 

(二)性格特點 

內向與外向型因素用來判斷一個人性格內向還是外向，分值越高越外向。從

圖中不難看出，聯大學生的分值相對較高，表現出較強的外向性格特點。善於交

際與交談，不計小節，不受拘束，對外部事物表示極大的關心和興趣。這種性格

傾向的人從事需與人打交道的工作比較合適。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上，性格外向

程度略降。其中，高職女生性格外向程度降幅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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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緒特點 

該因素得分介於 4--40分之間，均值為 22分。一般不及 12分者僅占人數分

佈的 10%，情緒不穩定的程度頗為顯著。總體來看，在 13 所高校中，我校學生

在該因數上的得分最高，情緒穩定性強。意味著情緒穩定、處世冷靜，心態積極

且充滿內在動力，輕鬆興奮，有自信心，心平氣和，其精神和心理基本能保持放

鬆和穩定狀態。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上，有所降低！本科男生和高職女生群體明

顯降低！ 

  
 

(四)自我認知 

高自我懷疑者憂慮擔心、對他人的行為敏感、對自己挑剔批評、懷疑自己，

常擔憂超出自己控制的問題，容易沮喪；低自我懷疑者信任自己有應付問題的能

力，有安全感，能適應裕如，對自己滿意，能承受應激和壓力。 

低自我懷疑可以意味著諸多良好的心理品質，如自信。但我校新生在這一因

數上的極端低分，需要特別關注。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上，自我懷疑程度提高。

其中，本科男生、高職女生、專接本男生明顯提高。 

  
 

(五)環境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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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較顯示：我校新生環境適應能力較強。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來看，環

境適應能力增強(均分由 22.59提升至 22.82)。從入學時的情況看，專接本學生

最高，本科生次之，高職學生最低。從變化情況看，本科女生環境適應能力均明

顯提升。 

  
 

(六)處事風格 

校際對比顯示：綜合來看，我校新生在這一維度上的得分較高，意味著他們

處事風格偏理性，具有理智、客觀、務實的品質，更關注現實。追蹤調查顯示：

整體上，理性成分又略有增加。其中，專接本學生明顯增加。 

  
 

(七)高職男生改變較少 

追蹤調查結果顯示：高職男生群體在所有觀測指標上均未發現顯著變化。 

 

四、成因分析 

現將我校學生創造性人格、自我認知與情緒穩定性以及環境適應能力變化影

響因素分析如下： 

 

(一)創造性人格 

獨立性和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是影響創造能力的一對非智力關鍵指標。 

校際對比顯示，我校新生獨立性指標得分極低。獨立性得分低未必是件壞事，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校新生與人合作的意願強烈。僅就發展創造能力來

說，較高的獨立性水準則是必要條件。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來看，我校 2014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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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獨立性明顯改善，但其得分仍處於低分區域(滿分 10 分，低於 4.5)。分

不同群體來看，只有本科女生略有改善，專接本女生甚至出現較大幅度降低。 

  
校際對比顯示，對待新經驗的開放程度處於較高水準，這是我校學生發展創

造能力的優勢所在。追蹤調查顯示：整體來看，我校 2014 屆畢業生對於新經驗

的開放程度明顯降低，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創造能力的發展。如下圖所示，

2014屆畢業生各個群體對新經驗的開放程度呈現出強烈的向低分集中的趨勢。 

  
 

(二)自我認知與情緒穩定性 

關於自我認知和情緒穩定性變化的原因，可以做如下推測：畢業前夕，自我

抱負水準和外部要求有所提高。面對內外部要求的提高，能否成功應對的不確定

性增加，出現憂慮擔心、缺乏和人接近的勇氣等情況，進而伴生對他人的信任、

坦誠、開放程度降低，以至於不是那麼信心十足。由此導致焦慮體驗的增加以及

情緒穩定性下降。 

本科男生和高職女生的自我懷疑、懷疑他人和焦慮體驗三個方面顯著增強，

而情緒穩定性顯著降低。這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上述推測，即：學生在畢業前表現

出來的自信心和情緒穩定性的下降，根源在於自我要求和外部要求的提升。 

 

(三)環境適應能力 

分析影響環境適應能力的諸多因素發現，本科女生的這種變化得益於她們對

兩種標準的遵從和奉行。一是逐步建立了清晰的個人標準(自律)，如：追求完美、

重視秩序、強調計畫、注重細節等；二是遵從社會化標準的自覺性逐步提升(他

律)，如，法律、道德、規則等。其他群體在這兩方面均無顯著變化，因此，良

好的自律和接受社會化標準約束的自覺性使得她們的環境適應能力在所有群體

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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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1.我校學生人格發展特徵鮮明。校際比較結果顯示：我校新生創造性人格維

度得分較低，性格外向特點極為突出，情緒穩定性極高，自我懷疑程度極低，環

境適應能力較強，處事風格偏理性、客觀、務實。至畢業時，我校學生性格外向

程度、情緒穩定程度略降，自我懷疑程度增加，環境適應能力增強，處事風格更

理性、客觀、務實。 

2.獨立性和對新事物的開放程度是制約我校學生創造性人格發展的主要因

素。增強學生獨立性，保持和增強他們對新事物開放的態度，培養和保持他們對

人、對事、對物的好奇心，是現階段我校提升人才培養品質的關鍵環節之一。 

3.對於我校大多數學生而言，更適合從事需要人際互動的工作，而不太適應

需要高度精細和精確性的崗位。這是由我校學生極端外向的性格特徵所決定的。 

4.我校畢業生焦慮體驗和情緒穩定性的變化是由於內外部要求提高的結

果。 

5.良好的自律性和接受社會化標準約束的自覺性是提升我校學生環境適應

能力的關鍵所在。 

6.高職男生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群體。該群體的自信心水準較低，且在所有觀

測指標上均未見顯著變化。 

 

六、對策與建議 

瞭解教育物件的現狀和特點是育人工作的起點。現就前文所述學生人格發展

情況，建議如下： 

 

(一)揚長：把學生特點轉化為其發展優勢 

我校學生人際交往意願強烈，外向型性格特徵明顯。從“人職匹配”的角度

講，他們中的大多數更適合與人打交道的崗位，而不太適合從事需要高度精細和

精確性的工作。為此，需要把培養學生人際交往能力、溝通與合作技巧乃至領導

力作為學生綜合素質提升的重中之重來抓，並將其作為核心能力滲透到學科教學

中去。對哪些本身就要求與人打交道的學科專業學生(如：師範、經管、旅遊等)

而言，更是如此。同時，這一點也要在學生的職業生涯教育中給予充分考慮。 

我校學生環境適應能力較強，這有助於他們在新環境下儘快進入角色並脫穎

而出。這也是學校制定人才培養目標和工作實踐中，要予以充分考慮的。 

 

(二)補短：依據學生特點擬定發展策略 

1．發展學生創造性人格的策略 

根據上述調查結果，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促進學生創造性人格發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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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加強通識教育，增加學生接觸專業之外的新事物的機會，以保持和強化學生

對新事物的開放的態度。第二，我校新生對待新經驗的開放程度處於較高水準，

結合這一優勢，進一步調動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推動個體產生探索行動，從而

將潛在的創造性轉化為現實。第三，訓練學生獨立完成工作的能力，培養合群而

有主見、堅持而不固執的品質。針對我校學生，尤其是女生而言“獨立精神”以

及“和而不同”的品質尤為重要。 

2．發展不同群體自信心的策略 

(1)面向全體學生，加強生涯教育，減少不確定性，降低焦慮體驗 

既然學生在畢業前表現出來的自信心和情緒穩定性的下降，根源在於自我要

求和外部要求的提升，那麼應對之策也就清晰明瞭。除開設生涯規劃必修課之外，

加強個體生涯規劃輔導，引導學生“早規劃、早探索、早準備”，減少畢業時“盲

目擇業，倉促就業”的情況，進而降低由此帶來的焦慮體驗和自信不足。 

(2)針對部分群體，強化自信心訓練 

高職學生，尤其是高職男生群體，表現出相對較低的自信心水準。針對這部

分學生，可以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論為依據，來擬定訓練策略。如：第一，説明

學生設置合理的目標，設計實現目標的路徑，以及提供其他必要的幫助，以增加

首次成功率。第二，説明學生尋找一個“與自己情況相近的人”作為榜樣，這樣

一個具有可比性和參照性的榜樣，可以增強他們實現同樣目標的自信心。 

 

(三)研究：依據學生特點探索相應的工作方法 

根據學生特點採取相應的工作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我

校新生處事風格偏理性，表現出較高的理智、客觀、務實的品質，更關注現實。

那麼，工作中的多數情況下，站在學生的角度去“曉之以理”，要比“動之以情”

更為有效。做到“曉之以理”，講明白“是什麼”、“為什麼”要比“做什麼”、

“怎麼做”更重要，這兩點講不清，自然也就沒有做的動力，甚至產生抵觸。 

細分群體，研究不同群體特點，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例如：在本次追

蹤調查的觀測指標上，高職男生群體沒有任何明顯變化，這或許提示我們工作中

還有盲區，需要今後的工作中，對這個群體要予以特別關注，深入瞭解他們的特

點、探索適應他們的教育策略和教育規律，幫助他們成長成才，實現學校的育人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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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Yan Ning, Zhou Zhiche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pplied universities have relatively high similarities in sources of students, 

teaching objects and teaching method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UU) is a typical 

applied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taking freshmen from BUU as examples, compared 

their results of 16PF with other freshmen from another twelve universities in 

2011-2013 in Beijing, as well as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and factor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applied university, and tried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advises. 

This survey revealed that, our students had relatively low scores in creativity, 

self-doubt and high scores in emotion relativity and environment adaptation, and had 

more extroverted personality and more reasonable styles. The thorough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dependence and 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 were two critical factors 

on creativity in our students; the higher self-request and external request were two 

main causes in declining of their confidence and emotion stability before graduation; 

well self-discipline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receiving social standards were two key 

points in improving our students’ environment adaptation. 

Therefore, in teaching practices, firstly changing our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into 

development advantages. For example, high 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extrovert personality and strong environment adaptation;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ma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irdly, exploring corresponding 

methods in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For instance, based on our 

students’ reasonable styles, in most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enlighten them with 

reasons, instead of with emotions, and subdivide groups and pay attention to dead 

zones in practices. 

Key words: personality   16PF   applied universities   talent fo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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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應用型本科學生就業競爭力之關鍵

-  

品德教育的養成與落實 

 

鄭道明 陳隆昇 

朝陽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 

 

摘要 

    對應用型本科大學而言，縮短學用落差，培養出適合業界適用之人才，對於

國家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助益。因此，就業力的培養與提升，在應用型本科教育

中，可謂是重中之重，為人才培育的首要目標。在歐美各國與我國的就業報告中，

明確指出，正確的工作態度，諸如「主動積極的態度」、「責任感」、「自我學習」、

「解決問題」皆是產業主求才的主要考量重點，如何培養兼具專業技能與良好工

作態度之人才，是應用型本科大學的關鍵任務。本文中，我們以本校為例，分享

了在培養學生就業力的關鍵，即是品德教育的養成與落實方法，包含勞作教育與

服務學習課程的實施。正因為堅持落實品德教育，朝陽科技大學的畢業生才能在

各項就業調查，穩居企業最愛之列。 

 

關鍵詞：就業競爭力、品德教育、勞作教育、服務學習 

 

Abstract 

For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learned in 
schools and needed in industries, and to build suitable human resource for 
enterprises, are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Therefore, in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training and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can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imary tasks. According to the employment reports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ll indicated the right attitude, such as “positive attitude”, “responsibility”, 
“self-learning,” “problem-solving” and so on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industries to 
recrui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nsequently, how to train students to have bo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ood work attitude, is the critical mission of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In this work, we tak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YUT) as example. We’ll share the key point of training students for enhancing their 
competences. Implemental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including labor education 
and service learning, has been provided to illustrate it. Because we insist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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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annual employment survey, CYUT alumni are 
often ranked in top list of enterprise favorite employers. 

 

Keyword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Moral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Service 
Learning 
 

1. 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青年的就業力往往是各國關注的重點，因此行政院參考聯合國「世界青年行

動綱領」)The World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Youth)之政策面向，與先進國

家之青年政策，於 104年訂定「青年發展政策綱領」(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2015)。

綱領中點出要建立青年六力，分別為「健康力」、「創學力」、「公民力」、「全球力」、

「就業力」與「幸福力」。其中，就業力訴求「學用有專精，快樂就創業」，希望

青年能發揮所學專長，獲得合宜薪酬，開創屬於自己的志業。2016年 Cheers雜

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發現當前企業面臨人才短缺的最大原因為「學用落差大」，

次要原因是「人才流動率高」；而企業目前的因應做法，首先是「加強培訓需要

的人才」。連帶地，向來強調產學合作與實作精神的應用型大學，愈發受到企業

青睞。 

社會對於大學辦學優劣的評價中，校友的表現佔了相當大的份量，畢業校友

能獲得企業愛用，可反映出大學辦學的績效，特別對應用型本科大學而言，更是

如此。培養出適合業界愛用之應用型人才，對於國家產業的發展有極大的助益。

因此，就業力的培養與提升，在應用型本科教育中，的確是重中之重，為人才教

育的基礎。 

何謂就業力?簡單來說，就是由學習而得的個人獲得工作、保有工作、以及

做好工作的能力。 核心就業力即是指有利於就業的態度與個人特質、自我行

銷與職涯管理能力、具有學習的積極意願、並能反思所學(Harvey et al., 2002) 。

 就業力技能可定義為：「個人所需具備的技能，其目的不只為了就業，也為

了讓個人能在企業內進步，以實現個人潛能，並成功對企業的策略方向做出貢獻」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在現今知識經濟下，本科生的能力要求

為「團隊合作、能在不明確的環境中進行協作、問題解決、能處理非例行程序、

能擔負決策責任、溝通技能、以及能從較寬廣的脈絡來理解工作場所的發展」

(OECD, 2001)。我們也調查了英美等先進國家，對於大學生的核心就業素養，詳

如表一。其中，4個國家以上均列為核心就業力者計 6項：溝通能力(6次) 、適

應能力或問題解決能力(6 次)、團隊合作能力(6 次)、自我發展與管理(6 次)、

原創力(5次)、工作抗壓性(4次)。 

 

表一 各國大學生核心就業素養 

美國 1.基本技能(閱讀、寫作、算數)2.溝通能力(聽、說)3.適應能力(問

題解決能力、創造性思考)4.自我發展能力(自尊、動機、目標設定、

職業生涯規劃)5.團體效能能力(人際關係能力、團隊合作、協調能力

)6.影響能力(理解組織文化、分享領導力) 

英國 1.工作抗壓性 2.口語溝通技巧 3.精確度與注重細節 4.團隊合作 

5.時間管理 6.適應性 7.原創力 8.獨立工作能力 9.負責任與做決定 

10.規劃、協調與組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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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1.問題解決能力 2.獨立工作能力 3.口語溝通技巧 4.工作抗壓性 

5.責任與做決定 6.團隊合作 7.自信、決斷力與毅力 8.適應性 9.原

創力 10.精確度與注重細節 

澳洲 1.溝通能力 2.團隊合作 3.問題解決能力 4.原創力與進取心 5.規

劃與組織能力 6.自我管理能力 7.學習能力 8.科技能力 

日本 1.問題解決能力 2.與工作配適度 3.口語溝通技巧 4.精確度與注重

細節 5.適應性 6.團隊合作 7.工作抗壓性 8.專注力 9.時間管理 

10.原創力 

臺灣 1.工作態度 2.穩定度與抗壓性 3.表達與溝通能力 4.專業知識與技術

5.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6.團隊合作能力 7.基礎電腦應用技能 8.發掘

及解決問題能力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6 年之「大專生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中，雇

主認為最重要的 8項核心就業力技能包括「良好工作態度」、「穩定度與抗壓性

」、「表達與溝通能力」、「專業知識與技術」、「學習意願與可塑性」、「團

隊合作能力」、「基礎電腦應用技能」、「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其中「良好

的工作態度」是大專畢業青年與企業雇主對於就業力一致認同的八大關鍵能力的

首位。總而言之，不管是歐美培養大學生的就業素養或行政院調查呈現的核心就

業競爭力，都指出溝通能力、適應能力或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等大學生

的基本工作態度培養，是形成就業競爭力的關鍵。這些關鍵態度的養成，就仰賴

品德教育的養成與落實。 

    而產業界重視之「核心就業力」究竟為何呢？依據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6 年之「大專生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雇主認為最重要的 8 項核心就業

力技能包括「良好工作態度」、「穩定度與抗壓性」、「表達與溝通能力」、「專

業知識與技術」、「學習意願與可塑性」、「團隊合作能力」、「基礎電腦應用

技能」、「發掘及解決問題能力」。此外，外語能力也被視為重要的核心就業技

能。行政院青輔會亦另外委託 104 調查中心進行「98 年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調

查報告」若以雇主優先重視前 10 名能力來觀察，最重視的為「良好個人工作態

度」、「穩定度及抗壓性」與「表達與溝通能力」，此三項亦是企業僱主所認為

高等教育學生在職涯準備較不足的前三名。 

    此外，根據 Cheers 雜誌在 2009 年 5 月所公佈的「台灣 1000 大企業人才策

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中發現，企業主最重視的前三項能力包括「學習意願強可

塑性高」(88.5％)、「穩定度與抗壓性高」(81.4％)以及「團隊合作」(62.8％)。

2010 年四月份 Cheers 雜誌「2010 年台灣 1000 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

查」提出企業重視新鮮人的 8 項能力指標：1.專業知識與技術/2.國際觀與外語

能力/3.創新能力/4.解決問題能力/5.融會貫通能力/6.團隊合作/7.穩定度及抗

壓性/8.學習意願強。104 人力銀行晉麗明副總經理於慈濟大學舉辦「97 年度服

務學習與品德教育研討會」演講時表示，企業家篩選七年級生的條件，最喜愛的

排行榜前五名分別是：「主動積極的態度」、「責任感」、「虛心學習的精神」、「承

受壓力的能力」、「相關科系畢業等」。綜上，再次證實除專業能力外，「態度、品

德」亦是企業用人時所重視的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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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在高等教育中有效養成就業力 
    在 2006 年，行政院青輔會「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小組所做成的「大專

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中指出，在國際經驗中，就業力教育應該以所有學生為

對象，廣泛而有系統的落實於整個大學的教育內容之中，讓所有學生都有充分機

會利用在學期間發展其就業力。英國學者 Harvey 等人(2002)的研究亦明白說明

，要在大學內進行廣泛而有系統的就業力教育，應當注意以下四個重點：(1)在

一般課程中融入核心就業力養成，讓所有學生都有充分學習機會，而不是只侷限

於少數專業課程或學程。(2)重視「從工作經驗中學習」。(3)協助學生建立「學

習歷程檔案」。(4)提升職涯輔導單位功能，使其能有效支援就業力教育系統的各

個層面，包含對在校生與畢業生的服務，及與教職員、雇主的互動合作。 

   當前社會及政府部門有關「縮短學用落差」之議題，除重視如何縮短企業人

才需求條件與學校所開課程及教學內容外，縮短學生對職場認知之落差，亦是推

動就業措施有效執行的重要關鍵。為提升學生的就業力與職場競爭力，本校透過

各單位共同推動相關措施，強化學生之軟實力： 

（一） 訂定學生四大核心能力(1)專業與實務能力、(2)資訊科技應用能力、(3)

溝通協調與團隊工作能力、(4)自主學習能力，即兼具業界所重視之專業能

力及就業軟實力之培養。 

（二） 培育學生就業軟實力(態度、品德)之作法 

    1.學生良好態度之養成 

      為培養本校學生成為專業知能與職業倫理兼備的優質人才，達

成「畢業即就業，上班即上手」的目標，本校藉由引導學生積極參

加實踐活動的學習過程中，透過順從、同化和內化三個階段來養成或改

變態度，辦理相關活動及措施如下： 

(1) 培養勤勞負責的生活習慣：勞作教育、夜間整潔 

(2) 培養關懷社會的服務精神：服務學習、志工團體、自治團體、幹部研習 

(3) 培養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生涯規劃、獎助學金、獎勵制度、專業競賽、

專業證照、職場知能、職場實習 

(4) 培養自尊尊人的公民素養：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春暉教育、法治教育、

住宿公約、懲處制度、安全教育 

(5) 培養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合唱比賽、啦啦舞比賽、社團活動、班級經

營 

(6) 培養樂活健康的生命態度：健康自主、衛生教育、生命教育、課外活動、

藝文活動 

(7) 職場倫理之養成：為推展生涯及就業輔導工作，協助學生了解自我，建

立正確的職場工作態度，針對高年級學生辦理「社會新鮮人望遠鏡研習

坊」，透過安排電話禮儀、職場情緒管理、職場 EQ、職場新人禮儀、職

場餐桌禮儀、職場倫理與人際關係…等議題之講座，提供學生職前教育，

讓學生進入職場時即能擁有雇主喜愛的軟實力特質，以爭取競爭優勢。 

    2.辦理提升學生就業力相關措施四大面向 

(1) 協助生涯適性探索，確立未來發展方向 

以生涯全程為藍圖，針對大學生涯之發展任務推展不同年之生涯/職

涯輔導活動，規劃學生在校期間之適應、探索、定向之輔導方案。 

(2) 推動專業技能認證，累積就業競爭實力 

開設專業證照輔導班、獎補助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獎勵學生參加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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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競賽獲獎。 

(3) 厚植職場就業知能，促進生涯轉銜發展 

     校外實習制度、職涯諮詢顧問、業界導師、社會新鮮人研習坊、就業

講座、學生生涯與學習歷程檔案、大三班級職涯輔導、職涯種子教師研

習、企業說明會暨校園徵才活動、多元就業服務網 

(4) 落實畢業流向追蹤，強化雙向回饋功能 

     畢業生畢業後之流向追踪與滿意度調查結果是本校重要之外部回饋

來源，除作為各項校務發展策略參考外，並據以規劃相關輔導措施及活

動之參考，以協助學生因應就業市場之需求，適性發展，有效提升學生

就業競爭力，本校建置建置完善畢業後短中長程流向追踪，分別於學生

畢業時、畢業後 3個月、畢業後 1、3、5年進行職涯流向調查，以掌握

學生畢業後之發展；另亦辦理雇主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提供作為學校

教學或課程規劃調整的重要參考。 

(5)全面推動校外實習及實施滿意度調查 

      依據青輔會 2006年之「大專生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無論在校

或畢業青年均認為，就業力養成的有效方式依序為見習實習、輔導考取

證照、打工工讀等，顯示青年已認知多從事職場體驗是提昇就業力的有

效途徑。 

      本校為協助學生提升專業實務技能並熟悉及培養相關就業知能，積極

推動校外實習制度，幫助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增加就業適應力，並於實

習結束後辦理校外實習學生與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學生之調查問卷內

容，包含校外實習課程是否可以培養學生自己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

是否有助於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等 12 題量化指標題項及開放式之建議題

項；實習機構調查問卷則包含實習學生工作態度(服從程度、團隊精神、

主動性)、解決問題能力、表達及溝通能力等 7題量化指標題項及開放式

之建議題項，期透過建立雙向回饋機制，瞭解本校學生對於相關職能自

我評價及機構之意見，以即時調整本校實習或對學生態度培養之相關輔

導措施。 

3. 品德教育推動 

 

    現今的大學生，因為在此階段，離家至外地求學，既無家長隨身規範，修習

的課程也遠低於高中職階段，常常沉迷網路遊戲、學習動機低落。且習慣用網路、

通訊軟體、社群媒體與人互動，缺少應對進退之能力。而且，隨著高教體系的擴

張，大學生人數的暴增，大學教育由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也造成大學生素質

的下降。大學生脫序、失禮情形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三大儒之顧炎武云：「士大

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假設高教體系教出來的學生，連基本禮節都不懂，應

對進退之節失據，那麼國家的前途堪憂。台灣大學校長李嗣涔曾說：「大學是社

會良心的最後堡壘」，因此，大學有責任在學生進入社會的最後關卡中，加強品

德教育。教育部亦訂定品德教育促進方案(教育部 99年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哪如何實踐呢?古人的作法，或許可以提供一個解決之道。宋朝理學大師朱

熹在《〈大學章句〉序》中提及「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由此可知，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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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育中，灑水掃地，酬答賓客，是學習的基本內容之一，這提供我們實施品

德教育的一個師法古人的可行方向。 

    本校之品德教育以本校校訓「勤學、敦品、力行」為宗旨，在推行策略上，

由「禮」、「勤」作為品德教育的起點，藉由「禮」、「勤」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與

學習的態度，透過學生親身體驗，從服務中學習，塑造正確價值觀，培養學生知

書達禮、認真負責、具備健全人格，提升優良品格與道德文化素養，使學生未來

出社會為企業所愛之人才。 

    本校的品德教育的架構，可分為以下四項: 

(1) 融入正式課程：在通識教育、中英文等課程，教授品德的經典文章。專業科

系中，亦在實習或就職前，開設職場倫理等等。目前現有通

識教育中，其教授課程與品德教育相關者，達 3成以上。另

外，每個學生在畢業前，亦需修習職場倫理課程(陳恆霖、

陳嘉皇，2010)。 

(2)勞作教育：藉由勞作教育，養成學生動手動的習慣。目前「勞作教育」課程(何

孟興 1999; 何孟興 1998; 呂宗麟, 2000; 曾騰光, 2002)，在本校開課比

率達 100%，在大學一年級休息，必修零學分。此外，每學期定有「勞作教

育日」把「勞作」當成「教育」融入學生生活，培養學生勤勞、惜福的觀

念， 達生活教育之向下扎根。 

(3)服務學習：教育部為落實公民社會精神，積極推動服務學習，期許學生從服

務中學到助人利己亦利他的認知與態度，進而建立助人最樂的價值觀(胡憶

蓓, 2011; 張雪梅, 2002; 黃玉總等人，2011; 黃春枝，2003)；此外，服

務學習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育與新的教學方法，自服務中得以培養學生

良好的態度、正確的價值、良善的溝通能力及面對問題施以解決的能力等

新世紀之核心能力，讓學生由之學習與反思，近而達至知、情、意、行並

重的教育目標。因此，本校在大學二至四年級，開設有學分的服務學習課

程，利用所學的專業能力，回饋社會，藉以學習關懷服務之精神，激發學

生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愛護校園及關懷社區，培養關心公共事務之能力，

強化學校與社區之良性互動關係。 

 (4) 課外活動(非正規教育)：即透過社團辦理活動方式，養成學生良好的品德

(傅木龍，2000)。如在寒暑假派遣團隊至偏鄉國中

小服務、關懷社區老人、協助弱勢兒童課後輔導等

等。此外，除了本地服務之外，本校亦推行「國際

志工」。自 2009年推動至今，派遣 177位學生志工

前往越南、緬甸、中國大陸、柬埔寨、印尼及坦尚

尼亞，服務人數達 8,136人次。藉由與世界各地弱

勢民族交流溝通，實際體驗貧窮、生病、天災人禍

等，培養學生正確的生命價值觀，進而增進其對世

界各國之了解並擴展其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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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朝陽科技大學勞作教育、服務學習及校外服務(含)國際志工推進過程 

     

    以下小節，分別針對勞作教育、服務學習及課外活動等涵養品德作法加以說

明。 

 

3.1 勞作教育 

 

勞作教育為大一必修零學分正式課程，其課程目標為安排全體學生參與校園

清掃工作，以落實勞役均等及勞動無貴賤之分的觀念，並提升本校學生基本勞動

能力與建立愛校惜福之校園文化。希望在持續性參與校園清掃與落實環保節能觀

念的境教涵養中，培養良好生活習慣及責任感。此外，勞作教育以團隊方式進行，

希望透過不同院系混合編組、輪調、小團隊合作及學長姐輔導機制，來增加互助

合作機會以發展人際互動及溝通協調能力。在實作學習上，我們希望培養學生守

時、互助、手腦並用、建立肯彎腰做事的態度，在潛移默化中養成良好之工作態

度。我們並且規劃反思活動，讓學生在討論及分享的過程中，去感受不同角度的

觀點與解決問題的模式，並在同儕認同中肯定自我以促進個人成長。 

    在組織層級上(如圖二)，本校成立「服務學習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學務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各院院長及行政相關一級主管擔任委員，審議方

案、訂定勞作教育方針及興革事項。執行單位則由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組統籌、

規劃與執行。由導師協助輔導學生參與勞作教育相關活動，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

組相關師長擔任勞作教育實際指導。由班代擔任班級課堂講授之課程助理。實作

助理則由勞作教育小組長負責小組輔導及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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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朝陽科技大學勞作教育課程組織架構圖 

 

    實施類型上，區分為基本勞作教育與團體勞作教育。基本勞作教育由日間部

四技一年級新生修習，為期 1年，週一至週五每天半小時，分別於早(7：30起)、

中(12：20起)、晚(17：30起)三個時段實施，每學期含三梯次(每梯次約一個半

月)，學生得選擇不同時段組合後安排至不同區域施作，工作內容包括清掃教室、

廁所及維護校內各大樓及周圍場所的環境衛生等。團體勞作教育則為日間部二技

生、轉學生及外籍生修習，為期 1年，實施方式為每週兩節進行校園內草坪的維

護，以及每學期兩次校外社區服務，服務項目包括淨山、掃街活動及社會福利機

構之弱勢族群服務等，修習團體勞作教育，表現優異者遴選擔任勞作教育小組長，

目前計有印尼、馬來西亞、越南、中國大陸等國籍學生修習勞作教育。 

    身心障生參與勞作教育對其個人、同儕與小組長都是一種學習，因此鼓勵其

參與，並依學制安排修習基本或團體勞作教育，建立與導師及資源教室之聯繫與

合作，訂定身障生輔導工作注意事項，小組長須學習與身心障生溝通及互動之技

巧，並隨時留意其過程中之反應與感受，安排同儕協助，增進同儕情誼，依其特

性安排適合之工作內容、場所與時段。 

    在課程規劃方面，可分為 PDCA四個階段 

(1)擬定計劃(Plan)：結合學習方向與執行內容訂定課程目標、辦理種子教師研

習、擬訂各區域服務計畫、準備階段(甄選實習小組長及小組長培訓、學生勞作

時段預選、班級講授課程) 

(2)清掃學習(Do)：現場實作講授課程、服務階段(校園環境清掃、鄰近社區環境

清掃、社福機構清掃服務、全校勞作教育日活動)。 

(3)資訊管理系統(Check)：勞作教育課程即時資訊管理系統(課程管理資訊系統、

導師資訊系統、學生資訊系統)、反思階段、成績評量。 

(4)課程改善(Action)：尋求問題解決方式，良好方式則訂為參考標準，尚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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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問題進入下一階段處理，或訂定試辦新法再進入下一個 PDCA 循環，繼續進

行改善。實施 5階段改善機制、反思統整與問卷回饋、檢討與改善服務計畫、慶

賀階段(成果報告、各項獎勵與表揚)。 

 

 

 

 

圖三、朝陽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模式 

 

圖四、朝陽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改進模式 

 

3.2 服務學習 

本校以「向日葵精神」推廣服務學習(如圖三)，期望學生發揮「關懷、踏實、

熱情、專業、責任」的態度從事服務，從校園清潔打掃做起，延伸至鄰近社區、

社會福利機構，進而從事國際服務學習。提升學生的社會與公民責任，養成學生

主動求知與互助合作之學習態度，培育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由各系所及通識學

院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目前全校各系皆已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

必修課程，透過準備、服務、反思、慶賀的步驟，使學生於學習中融入社會關懷，

以專業融入服務工作，建構服務奉獻社會的價值觀，並鼓勵社團活動融入服務學



161 
 

習內涵，運用社團技能進行社會服務，深化人際互動與社區參與之學習。服務學

習課程持續改進之模式如圖四。 

每學年度由通識學院所開設之至少一門服務學習通識課程，供全校學生選修。

並鼓勵社團活動融入服務學習內涵，運用社團技能進行社會服務，深化人際互動

與社區參與之學習。依教務處課務組規定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其授課內容中至

少包括 6 週共 12 小時以上至校外服務施作，並繳交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之課程

大綱及計畫書後實施。校外社區服務方面，本校將反思等學習內涵融入「社區服

務活動」辦理含社區掃街、淨山及機構服務。並將反思等學習內涵融入活動檢討，

除開拓學生視野增加學習層面，並獲社區民眾及服務機構一致好評。 

    此外，本校亦結合學生社團，積極辦理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在學生社團完善

發展的基礎下，本校更透過服務學習概念之引導，鼓勵學生社團加強與鄰近社區、

社會福利機構及偏遠地區中小學之互動，以促進學生對社區關懷與鄉土文化之情

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與國際志工交流，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以

善盡地球公民的責任，並讓學生在「做中學」的過程中學習經驗與成長。藉由各

系學會及社團舉辦營隊及社區關懷計畫，讓社區小學之學童建立生命教育、品德

教育等觀念，並且關懷協助社區之長者，讓學生們可以體會協助人的快樂，同時

也能透過活動促使社會擁有更多的關懷及愛，讓全校師生都可以將這份愛融入生

活。表二及表三為本校近三學年來，開設的服務學習課程數及服務機構之績效。 
 

表二、102-104 學年度服務學習課程統計表 
學年度 系所數(含通識) 課程數 教師人數 授課學生數 

102 23 51 110 3,158 

103 23 53 114 3,200 

104 23 52 126 3352 

總計 69 156 350 9,710 

表三、102-104 學年度服務學習機構服務績效一覽表 

學年度 社福機構 基金會/協會 國高中小學 其他 服務人次 服務時數 

102 10 13 12 7 7,644 22,520 

103 12 14 10 8 7,681 25,906 

104/1 10 12 11 8 4,058 16,013 

總計 29 45 37 26 19,383 64,439 

 

4. 品德教育推行策略與成效 

    為貫徹品德教育施行之成效，並持續提出改進之作法，本校設立校級之「品

德教育推行委員會」，由校長主持，針對品德教育執行現況進行檢核並研擬推動

方案，以精進品德教育之落實。此外，我們並運用品德教育十大推動策略推動品

德教育(教育部 99年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分述如下: 

(一)納入教育計畫：將品德教育納入本校 2013-2018年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行政團隊的道德領導：每學期初由校長帶頭親自進行「禮貌運動」及「勞

作教育日」，以身教代替言教。 

(三)增進教育專業知能：積極參加校內外品德教育知能研習與進修，作為學

生品德、情感與行動的引導者。 

(四)整合校外資源：結合學生社團推展品德教育，為中區唯二連續 6 年

(2011-2016)榮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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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 2015年第五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五)將品德教育納入學科領域教學：利用全民國防課程宣導品德事項，及菸

害防治、紫錐花運動、智慧財產權等，強化學生品德知能。 

(六)重視學生群體：每學期辦理新生交流座談會及幹部交流座談會，由學生

發聲與師長交流、溝通，進一步對學校提出具體精進建議。 

(七)發揮品德教育境教：於校園電子看板、電視牆、廁所一隅、試卷紙，播

放、張貼品德標語，透過潛移默化的品德教育達境教功效。 

(八)多元品德認知：藉由節日辦理閱讀、經驗分享、體驗等活動，瞭解品德

核心價值與思辨能力之重要性。 

(九)自主的校園文化：2015 年度起開辦「誠實商店」，藉由師生捐贈之物品

構成流通平台，將販賣所得用於急難扶助金，協助學生安定就學。 

(十)建構反省與檢核機制：每年度召開「品德教育推行委員會」，以檢核品

德教育實施狀況與歷程。 

    另外，為了營造具品德氣氛之優質校園文化，並結合社區資源以發揮境教之

功能。我們具體作法如下: 

(一)每學期舉行禮貌運動競賽，將禮節融入學生團體，促進學生在禮貌具體

力行的表現。 

(二)將品德教育延展至國際，辦理「海外服務國際志工」至印尼、越南等偏

遠鄉村服務，建立關懷人群無國界之理念。 

(三)為培養學生多元學習管道，結合社會福利團體，提供學生服務、體驗的

機會，強化服務中學習，建立「服務有品」人文素養。 

 

5. 品德教育的成效 

    先成為一個基本的人，之後，才培養學生成為專業的人才。品德教育的必要

性是如此重要。近年來，本校品德教育的初步成效如次: 

(一)身體力行：由校長及師長發揮典範領導，早晨向同學、師長問好，除增進

師生間互動，同時啟發學生對禮節的重視。僅 104 學年度禮貌運動共計辦

理師長、學生禮貌運動計 60場次；學生 132 場次，約 13,000餘人參與。 

(二)融入課程：「勞作教育」課程，開課比率達 100%，每學期定有「勞作教育

日」把「勞作」當成「教育」融入學生生活，培養學生勤勞、惜福的觀念，

達生活教育之向下扎根。 

(三)環保永續：將環保議題納入品德教育之一環，結合社團辦理綠色手工藝

DIY、社區清掃等活動，提升學生環保意識。 

(四)品格扎根：於新生入學講習，將品德教育列入重點課程，增列「朝陽人宣

言」，由學生會會長帶領全體新生宣示，以身為朝陽人自我約束行為規範，

計 5場次，約 3,272人參與。 

(五)品德教育榮譽事蹟： 

由於推動品德教育績優，本校近年獲得相當多的肯定，摘列如下: 

    ▲榮獲 2014、2016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中區唯二連續 6 年(2011-2016 年)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

畫。 

▲榮獲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第五、六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2015、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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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社會工作系顏瑋婷榮獲 2014年總統教育獎。 

▲本校保險金融管理系邱惠萱同學榮獲 2016 年總統教育獎。 

    此外，也因為落實品德教育，所教育的學生，投入職場後，深獲雇主及社會

各界肯定。光 2016年，即獲得以下人力銀行調查佳績: 
     1111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本校排名中部科大第 1。 

     1111 人力銀行企業最愛大學調查，本校畢業生職場表現勇奪私立科大

第 2名。 

     《遠見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畢業生居私立科大第 2名。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畢業生居私立科大第 2名。 

    因為落實品德教育，朝陽培養的學生，工作態度好、勤勞、肯努力學習、願

意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且有著勞動的好習慣。自然在專業技術能力差別不大，

但工作態度普遍需要加強的新生代中，脫穎而出，僅 21 年的辦學歷史，即成為

各項企業最愛的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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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法”課程教學改革與創新之研究 
 

孟琪副教授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摘  要 
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高等教育尤其是應用型高等教育中“物流法”課

程的迅速興起和廣泛關注，但通過對“物流法”課程的教學過程和效果的考察，

發現其教學理念需要更新，教學方法和手段有待于完善，因此針對“物流法”課

程的教學改革與創新提出幾點建議。本文通過探討根據教學需求自編物流法教材、

物流管理專業法律類課程的設置、物流法課程課堂教學的改革、借助多種教學手

段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擴展學生的知識面以及通過類比法庭、實訓軟體開展實

踐教學的創新模式等若干方面提出“物流法”教學改革與創新的具體建議。希望

通過本文能夠引起各方對“物流法”課程教學改革與創新的重視，並以此推動教

學效果和品質的大幅提高。 

 

關鍵字：物流法、教學改革與創新、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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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Law”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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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makes the rapid rise 

and attention to "logistics law" course in higher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pplied 

higher education, but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effect 

of the "logistics law" course, we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concepts need to be upd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need to be perfect, so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logistics law" cour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logistics law" course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editing the logistics law teaching 

book according to teaching requirements, the setting of law courses in the logistics 

management profession,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logistics law" course, 

through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xtend th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by simulating court, training software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mode.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can cause the 

parties t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logistics law" course and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quality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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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任何一個領域的秩序的建立都離不開法律的規範和調整。

物流是指物品從供應地向接收地的實體流動過程。它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將運輸、

儲存、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資訊處理等基本功能進行有機結合。

儘管物流是一門新興學科，但是，由於它與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綜合實力的提

高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因此受到企業界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其中當然包括法

學界。 

物流法律規範是指調整與物流活動各環節有關的社會關係的法律規範的總

稱。訖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的物流法律，所有的相關法律規範都散

見於其它與物流有關的法律、法規中，這樣不利於物流活動的調整和規範，對於

學習相關法律規範也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另外物流法律規範的範圍廣泛、內容複

雜、技術性強並有時涉及國際物流問題的特點更增加了學習的困難。 

 

一、物流法課程教學改革的必要性 
21 世紀是我國實現“法治”的新時代，“依法治國”成為歷史的必然。樹

立良好的法律意識、自覺遵守國家法律、維護法律權威業已成為 21 世紀人才評

價標準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動和維護依法治國有效運行的重要保障。對於物流管

理專業的學生來說，學習和研究與物流有關的法律規範是相當必要的，但是由於

法律規範本身條款眾多，比較枯燥，一般的學生學習興趣不濃，所以針對不同層

次的學生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 

法律作為一門理論聯繫實踐，以理論為基礎，並密切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課

程，而且學生對法律知識的掌握不僅要求只瞭解相關的法律原理和具體的法律規

定，更需要學生能夠運用學習的法律原理及相關規定分析並解決實際問題。但是

一切的基礎都在於對基本法律理論及知識的理解之上的，所以大多數的學生都會

具有傳統的“偏見”認為物流法一定是一門又枯燥、又難學、又無實際價值的學

科。為了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改變學生的傳統“偏見”，對物流法課程教學的

改革勢在必行。 

過去單一的“粉筆+黑板”的“滿堂灌”的教師課堂單向講授的教學模式，

過於注重對法律理論知識的拘泥講解，淡化了學生運用法律原理解決實踐問題的

能力鍛煉，造成理論和實踐的脫節，課堂氣氛沉悶。“物流法”課程在學生的心

目中可能僅僅淡化為一門課，幾個學分而已，並不是將物流法作為今後進入社會，

步入工作崗位應該掌握的處理各種相關事務的基本方法和途徑。過去的課堂教學，

往往以教師為主體，以教案為核心，重理論、輕實踐，重理性、輕感性，重結論、

輕過程。這種傳統的填鴨式的應試教育的教學模式很難實現法制宣傳教育的重大

社會作用。 

進行物流法課程教學改革，筆者認為，首先要結合企業實踐操作，接觸一些

企業實際案例，讓學生們覺得“物流法”的重要性、實用性和必要性，然後再通

過案例教學法，組織分析討論，以類比法庭的形式，進行角色扮演，運用法律原

理、法律知識處理實際案例，解決實際問題，以鍛煉和增強學生利用法律知識分

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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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物流法課程教與學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根據學生需求、結合學生層次編著適合學生的物流法教材 
由於我國的經濟相對不發達，物流業的發展剛剛起步，無論在實踐中，還是

在學術界還沒有形成關於物流法律規範的統一認識，也沒有形成相對成熟的制定

相關法律規範的基礎，對於物流本身及其法律規範還處於學習和研究的階段上。

所以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目前在我國制定並實施一部完整的物流法的時機還不

成熟。 

我國現行的調整物流的法律規範都散見於各種與物流各環節有關的法律、法、

規章和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及技術規範、技術法規中，數量多而且內容複雜。所

以有關物流法的書籍數量極少，而且大部分相關書籍不適於做大學教材。針對這

種現狀為了滿足物流管理專業學生對物流法教材的需求，必須結合學生的水準和

實際需要制定物流法教材。 

實踐中物流是根據需要將運輸、儲存、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

資訊處理等各個環節結合的產物，而且其中每一個環節都對物流的操作有很重要

的意義，都必須受相關法律規則的規範和調整，所以物流法的學習要針對上述幾

個方面進行，除此之外，還要介紹有關物流法的基礎知識和物流企業的組織形態

及運作規則等內容。 

一般物流法的教材應該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1.物流法律規範概述 

2.物流法律關係主體法律規範 

3.物流各環節法律規範 

（1）物流採購與銷售法律制度 

（2）貨物運輸法律制度 

（3）倉儲與配送法律制度 

（4）貨物搬運裝卸法律制度 

（5）貨物包裝與流通加工法律制度 

（6）與物流各環節有關的保險法律制度 

除此之外，還可以根據需要增加有關國際貨物流通中涉及的海關通關法律制

度、商品檢驗、檢疫法律制度和與解決物流爭議相關的各種程式法律規範，比如

仲裁、訴訟等法律制度。 

為了幫助學生鞏固所學習的知識，除了課堂使用的教材之外，還應配套編著

習題集、案例集和試題庫等相關資料。 

 

（二）物流法課程設置的建議 
物流法是與物流活動各環節有關的各種社會關係的法律規範，所以涉及的內

容相當廣泛，專業性也比較強，所以講授之前應該具備一定的法律基礎，並建議

在學習了相關物流環節專業知識之後再開設物流法課程，並將物流法課程設置為

每週三個學時，以利於學生有充分的時間接受和掌握物流法知識並能夠得到比較

充分的實踐訓練。 

1.開設物流法課程之前的法律知識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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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法律關係是指物流法律規範在調整物流活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體的權

利義務關係。主要涉及物流法律關係的主體——物流企業、物流法律關係的內

容——物流主體的權利和義務、物流法律關係的客體——包括流通的貨物、物流

行為和與此有關的智慧財產權等。 

建議在學習物流法課程之前最好開設《法律基礎》、《經濟法》課程，原因是： 

（1）《法律基礎》課程屬於大學必修的公共基礎課程，根據教育部的有關規

定一定要在大學一年級期間設置，其中與物流法密切相關的是民法理論，因為物

流主體屬於平等的民事主體，參與物流活動在當事人之間一定會產生相應的民事

權利和民事義務，一旦違反法定或約定義務必然要承擔法律責任，這些都是民事

法律規範的基礎理論，有了之前的準備工作，學習物流法時，分析物流活動中物

流企業享有的權利、履行的義務及承擔的責任都會容易得多。 

（2）物流企業在我國主要表現為各種公司形式，比如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

有限責任公司，還有可能表現為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等形式，

這些都是《經濟法》中關於社會經濟組織形式的相關內容，有了這些基礎，更有

利於進一步掌握物流企業的組織形式、運作規則及管理制度等內容。 

（3）物流活動大多通過簽訂合同在物流主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法律關

係，而合同法律制度內容多，權利、義務、責任關係複雜，學習了合同法的基礎

知識之後，再掌握結合物流環節簽訂的合同，接受起來會更容易，否則直接講授

物流合同再補充基礎合同理論課時上會造成緊張，不利於學生理解相關內容。 

（4）實踐中，在物流企業間、物流與客戶間由於違反合同、侵權等原因而

導致的法律糾紛經常發生，往往通過仲裁、訴訟等救濟手段來解決，如果要求學

生全面瞭解物流法律知識，學會分析案例，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甚至組織類

比法庭進行實訓等都離不開對上述內容的掌握，如果有了《經濟法》課程作基礎，

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2.建議在制定物流管理專業教學計畫時，考慮將物流法的課程設置每週三個學

時。 

    一方面，物流法律規範的內容比較多，物流法律關係比較複雜，需要比較多

的時間進行講解，更重要的是法律知識的掌握有賴於法律實踐的應用，學生不可

能實際接觸到真正的案件，一般通過案例分析來進行實踐實訓，需要一定的課時

進行配套，還可以在適當的時機組織 1-2 次類比法庭，讓學生更真切的感受到法

律的價值及適用效果。 

 

（三）物流法課程課堂教學的改革 

法律課程教學改革應以社會為課堂，以校園為背景，通過社會實踐活動，理

論聯繫實際，找到法律與社會現實的互動軌跡，為學生走向社會創造切實可行的

條件，敢於接受社會的衝擊和洗禮，成為“依法治國”中“依法行事”的自覺公

民。 

建議課堂上滲透案例分析，採用類比法庭的教學模式。法律教學案例是教育

實踐過程中的故事，是對現實生活經驗的“解讀”。它能引起閱讀案例人的反思，

深入思考教學實踐中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教育者認為，只有掌握了分析法律案例

的方法和技巧，就能從他人的經驗中進行高效的學習，經驗證明這種案例教學法

能夠取得明顯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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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法課程教學改革，一定要從切實調動學生的主動性、自主性、創造性入

手，以學生為本位，教師為主導，教與學相互融通，進行啟發式教學，而有效的

教學方法之一便是案例教學法。 

案例教學法的應用要注意幾個問題： 

1.要選擇合適的教學案例 

    大多的教學案例是將源自生活的案件經過再加工而編造出來的，與社會實踐

有一定的區別，只能讓學生通過課堂練習測試學習效果，很難更真切的感受社會

實際情況，而社會中物流法律關係往往比較複雜，所以想讓學生較快的適應實際

情況，最好的辦法是使用物流企業實際發生過的案件進行訓練，但是這些案件都

是企業的秘密資料，在使用時必須修改這些案件資訊，使複雜的案件相對簡單化，

物流企業名稱抽象化，這樣既不會洩露企業的秘密，又可以使學生接觸到實際案

件，可謂兩全其美。 

2.注重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 

    在分析討論案例時，教師要引導並鼓勵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維和推理，鍛煉

培養其邏輯思維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掌握一些分析研究案

例的方法和技巧。現實生活中的物流法律案件多種多樣，案情千變萬化，但是分

析研究的方法基本相同，只有掌握了這些方法和技巧，無論應用於什麼案件當中

都是可行的。所以教師在安排案例分析討論時，要時刻注意對法律實例的法律理

論分析引導和法律原理滲透，要讓學生們學會舉一反三，同時應在課前佈置案例

分析的內容，要求學生查閱有關資料，做好充分的準備，並將學生討論情況作為

平時成績的評定，案例分析的內容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鼓勵學生投入大量的時

間和精力放在案例分析上。 

3.實踐模擬法庭教學 

    為進一步加深對法律實體問題的感性認識和理性思考，掌握法律事件中所涉

及到的法律原理、法律規定，熟悉法律訴訟程式，在進行案例分析時可採用類比

法庭庭審的方式進行，進行類比法庭教學，即模擬法庭庭審氛圍，由針鋒相對的、

不同利益的當事人對司法實例運用法律規定進行唇槍舌劍的辯論。 

模擬法庭教學一般可通過兩種途徑進行： 

（1）進行虛擬的模擬法庭教學。不設置實際的法庭，不著裝，學生們只是

針對案例，分屬於不同利益的當事人進行積極的辯論分析，教師則以法官的身份

居中引導、裁判，並及時指正； 

（2）組織實際的類比法庭教學。選擇實際發生過的案件，並佈置法庭現場，

同學們可以著裝，分別扮演、律師、原告、被告等身份的角色實際出現在“法庭”

上，模擬法庭庭審氛圍，通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程式進行現場教學。將學生

分組，在學生中分配角色，待學生們對案件熟悉後，以合議庭開庭的方式根據法

律規定對案件的事實和適用的法律作出裁判。採用這種形式，可以極大地調動學

生們參與教學的主動性、積極性，鍛煉其邏輯思維能力、思辯能力、語言表達能

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經實踐證明學生們的興趣極大，且形式生動活潑，

課堂氣氛活躍，課堂效果明顯。 

 

（四）確立物流法課程教學中學生的主體地位 
進行物流法課堂教育的改革主要是培養和提高學生掌握法律知識並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自我學習的積極性和教學效果，使學生更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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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接受法律知識。實際上在物流法的教與學的過程中，應將學生確立在主體的

地位上，而教師只處於是幫助、引導學生學習的輔助地位。 

1.物流法課堂教學要面向全體學生，使每個學生都有參與鍛煉的機會。 

物流法課堂教學要從全體學生出發，給每個學生以主動參與教學活動、表現

和鍛煉能力的機會，使學生能夠在課堂教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感受到學習的樂

趣，並在豐富法律知識的同學受到情操的陶冶。這就要求教師不要機械地單向地

給學生灌輸法律知識，把學生當成記憶的機器，而要充分發揮教師的引導地位，

指導學生正確的進行閱讀、分析案例，培養學生們獨立駕馭法律知識的能力，使

學生能在自主學習的基礎上發揮潛能。 

2.從學生實際出發，重視學生的個體差異。 

由於學生的基礎、智力水準都有顯著的差異，因此每個學生的理解能力和興

趣的側重點都有所不同，這是一個客觀事實。教師如果想使自己的教學活動與學

生產生共鳴，就要全面地瞭解教育對象，從學生的個體差異出發，充分發揮每位

學生的優勢，在課堂提問、討論時兼顧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充分調動學生的積

極性。 

3.培養學生學習物流法的主動性 

培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就是要使學生的學習過程變成學生主動獲取、主動

發展、積極自願地參與教學的全過程，使學生由被支學習變主動學習。正確引導、

巧妙啟發，讓學生更多地自己動腦、動口、動手去解決問題，使學生由始至終地

積極地參與課堂教學，只有讓學生全身心的投放到課堂中才是最好的教學效果。 

4.營造平等、民主的課堂氣氛 

融洽、和諧的師生關係是發揮學生主體地位的保證。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平

等交流、共同參與、積極交往應貫穿於整個教學活動中。由於物流法律案例涉及

很多社會關係和物流環節，內容豐富、生動的案例材料，既可以保證課堂氣氛較

好的保持在輕鬆的環境中，又可以通過案例分析，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的能力。 

總之，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是物流法課程教學中推進素質教育的關鍵，也

是不斷培養和提高學生學習能力的有效途徑，對於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改善

課堂教學氣氛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五）借助多種教學手段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擴展學生知識面 

為了進一步增加物流法律課堂教學的生動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擴展學

生的知識面，我們可以採用多媒體等高科技教學手段進行教學，將法律知識的講

授以電子資訊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說幻燈片、錄影、CD 光碟的形式圖文並茂

地展現於課堂，可以在短時間內傳播大量的資訊，這樣有利於吸引學生，激發學

生的創新思維，也可讓學生獲取最大的信息量，拓展學生的知識面。 

另外借助校企合作的“勝利果實”，帶領學生到物流企業進行實地參觀，並

向企業專業人員諮詢物流法的使用情況，更真實、更生動、更直接；還可以請企

業法務部門的專家到學校做講座，更可以擴展學生的知識面。 

 

三、進行物流法課程教學的改革對授課教師的要求 

進行上述課堂教學改革對授課教師的自身素質會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教

師要徹底轉變教育觀念，加深對素質教育、創新教育、終身教育等教育觀念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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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和理解，並自覺地貫徹實施這些觀念；其次，教師應以社會發展和社會需求為

導向，盡力掌握完備的法律知識和相應的科學知識，提高專業學術水準，並具備

收集處理資訊、獲取新知識、分析和解決新問題的創新能力和社會實踐活動的能

力；再次，教師應具備基本的社會公德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有強烈的事業心、高

度的責任感、不斷進取的毅力、團結協作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自覺地將堅定

的法律信念滲透到教學工作中去，影響學生，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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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工程教育和應用型本科院校專業建設需要探索新的培養模式，以滿足培

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知識型、高技能創新人才的需求。發展應用技術教育

產教融合，增強學生職業發展能力，創新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模式、探索發展本科

層次職業教育，是地方本科院校主動融入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路徑選擇。本文介

紹了我校機械工程專業中本貫通教育試點改革的背景，7年一貫制教育培養模式

的總體設計思路以及專業能力實現模型與課程體系建設的工作過程，並提出了教

學改革實施過程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及相關建議，為我校和上海市其他中本貫通專

業提供可參考的建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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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der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n the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must explore 

the new training mode in order to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of cultivating the 

knowledge, high skill and innovative talented person.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to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make som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nhanc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evelop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and explore undergraduate level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aching reform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jor in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presents som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which can be provided for 

reference in other major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the universality of the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connection, 

capability system 

 

一、 前言 

 

（一） 機械工程專業開展中本貫通教育試點改革的背景 

近年來，我國正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和“中國‘智’造”進行轉

變，隨著產業結構的突破提升和科技水準的不斷提高，特別是機械製造業數控技

術的普遍應用，使企業對機械工程應用人才的類型、知識與能力結構等具體要求

都發生了顯著變化。要進一步推進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必須加強先進製造業人才

特別是具有創新能力的數控技術專業人才的培養與開發，將“技術技能型、複合

技能型、知識技能型”為特徵的職業技術人才的培養作為人才戰略來實施。 
但目前國內機械工程專業由於專業設置和培養模式定位不夠明確、課程體系

的設置和銜接不夠合理，特別是現有的數控技術專業能力培養沒有充分考慮製造

業企業對緊缺型數控人才的崗位要求，致使所培養的數控專業人才的綜合技術能

力和職業素養嚴重不足，從而無法滿足企業和社會的實際需求。因此，開展培養

符合國際先進製造業數控技術人才發展的體系研究，建立機械工程（數控技術）

中本貫通人才培養模式將是必要而緊迫的任務。 

為了貫徹國家和上海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促進中等職業教育

與高等教育有機銜接，構建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課程、培養模式和學制貫通

的“立交橋”，加快培養適應本市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知識型、高技能創新人才，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與上海市工業技術學校本著突破提升和科學發展，就機械工程

（數控技術）專業中本貫通培養模式進行合作，達成了一致的認識，並共同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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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貫通培養模式建設平臺。 

（二） 本專業中本貫通培養模式總體設計思路 

1. 機械工程（數控技術）人才需求調研及培養模式比較 

通過對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上海日立電器有限公司、上海匯大機械製造

有限公司等一批製造業企業的調研，進一步清晰了機械加工等製造業企業對數控

技術緊缺型人才的需求狀況，各企業對數控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職業遷移和能力要

求在逐步提升。資訊技術突飛猛進，高集成、智慧化的新工藝、新設備、新產品

不斷湧現，產業升級對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更長培養週期。 

以行業和崗位要求為導向，按照培養層次、適應崗位、知識和技術培養需求、

經驗、社會與市場需求列出中職、高職、本科、專碩的人才需求調研，並進行“中

本貫通”培養模式能夠解決目前人才需求市場上的人才培養規格及職業崗位分

析。我們得出結論：目前在數控技術應用類的崗位需求上，未來對掌握數控加工

與工藝程式設計技術和數控設備維護技能的複合型高端現場工程技術和管理人

才的需求越來越多，越來越迫切。 

對中職培養、本科培養、中本貫通三種培養模式進行比較。中職培養，操作

技能與就業有一定優勢，工程基礎理論薄弱，職業發展與遷移能力不足。本科培

養，學制較短，專業歸屬感低，通識課程比重較大，理論基礎有優勢，專業實踐

和技能培訓少，動手能力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差，綜合技術能力和職業素養

不足，不利於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與用人單位需求有差異，畢業後需較長的“磨

合期”才能適應崗位工作。而中本貫通培養，社會吸引力大，生源均衡，“一體

化”設計提高了人才培養效率，理論基礎紮實，專業技術有優勢，人才職業發展

能力強，可滿足當前和未來製造業企業對緊缺型數控人才的崗位要求，並且培養

週期較長，十分有利於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 

2. 中本貫通 7年一貫制教育培養模式總體設計思路 

根據調研結果與我校機械工程專業的特色，我們確立了中本貫通 7 年一貫制

教育培養模式的總體設計思路，主要包括： 

（1）7 年一貫制培養模式可在人才培養的最初階段明確培養目標，突出職

業技能，強化職業信用。使職業教育提前介入，並設置了專業能力和學歷層次的

向上通道，更能適應行業企業用人單位對生產與服務一線要求的富有職業特色的

應用型人才的實際需求。 

（2）7 年一貫制培養模式強化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模組化和項目引領式

教學，在一貫制培養的不同階段建立切實的校企合作培養模式，接受符合職業技

術應用型人才所需的特色培養，為推進職業教育體系的改革創新提供新的思路和

範例。  

（3）7 年一貫制培養模式，在培養計畫上重視 3 年（中職）與 4 年（本科）

之間的一貫制連接，在課程與實踐性環節上進行一體化設計，解決目前中職教學、

中職升高職教學、中職升本科教學中的相互獨立，而在課程教學上互不銜接，在

職業技能培養時間上不夠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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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養理念必須遵循以下 5 點：（1）以中本貫通“一體化”設計為原則，

培養 “李斌”、“徐小平”式的技術技能型人才；（2）以職業崗位能力需求為

導向，強化工程技術與崗位元技能的培養，進行工學交替、產學研合作教學模式

一體化設計；（3）符合學生心智特徵、認知規律及終身發展需求，進行知識、能

力、職業素養一體化設計；（4）強調人才培養內涵，進行理實一體化課程體系設

計，配以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變革；（5）注重人文素養、勞模精神的培養，課內

外教學活動一體化設計。 

 

二、 中本貫通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與課程體系建設 

在做了大量的前期調研和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圍繞 7 年一貫制的課程設置一

體化、師資隊伍一體化、實踐實習資源與管理一體化、教學管理一體化、育人一

體化的“五個原則”，完成了機械工程（中本貫通）專業培養目標定位、能力體

系分析、課程模組設置和具體教學計畫初步制定，主要工作過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培養模式一體化課程體系建設工作過程 

 

機械工程（數控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為：培養具有機械工程基礎

理論知識，並具有數控程式設計與零件數控加工、數控機床故障診斷與維護、數

控加工生產組織與管理、品質控制與生產優化等應用能力，能在生產第一線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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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控技術應用有關崗位的複合型高端現場工程技術人才。 

為完善機械工程（中本貫通）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建立完整的 7 年一貫制

的教學計畫，應當明確該專業能力實現的模型，即建立中本貫通專業能力培養與

課程模組矩陣，初步設計出建立在 7 年一體化原則基礎上的包括能力標準、課程

大類、教學實施（7 年）的機械工程（中本貫通）專業人才培養實施框架。該專

業培養的人才能力體系分為兩大類：核心能力與專業能力。核心能力，指除專業

能力外學生須具備的從事任何職業都應具有的綜合能力和素養，是一種基本的和

基礎的能力。專業能力，指從事專業工作的技術和方法，與職業特性密切相關的

能力。按照以下兩個原則建立中本貫通專業能力培養與課程模組矩陣。 

1） 堅持能力體系與知識體系並重，更加注重職業情境中實踐能力的養成，

培養學生在複雜工作過程中作出判斷並採取行動的綜合職業能力。 

2） 以職業崗位能力需求為導向，符合學生心智特徵、認知規律及終身發展

需求，注重人文素養、勞模精神的培養、強化工程技術與崗位元技能的培養。 

為此，我們首先發展了機械工程中高貫通專業建設思路，構建了機械工程（數

控技術）中本貫通專業能力實現模型，如圖 2 所示。 

 

 

圖 2 機械工程（數控技術）中本貫通專業能力實現模型 

 

貫通式一體化課程體系建設分為兩大類分別進行，一類是通識基礎課程，一

類是專業課程。通識基礎課一體化設計，語文類、英語類、數學類、物理類課程

成立由 2 所學校相關任課教師組成的教學組，研究適用於中本貫通教學模式的授

課內容的側重性和融合性，充分發揮中本貫通一體化的優勢，體現出學生培養時

間上的水乳交融。所有通識基礎課授課內容要結合專業特點，側重工程實際應

用。 

專業課程一體化設計，需要進行專業知識梳理，通過刪減並增等方法進行課

程體系重構；進行專業課程模組化和課程群（類）設計；依據認知規律與能力培

養的連續性原則，進行一體化課程階段與銜接關係設計；強調理實一體化的核心

課程建設，重理論基礎，強實踐技能；強化職業資格證書在一體化課程體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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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融合其技能考核內容和要求，科學確定要達成的知識、能力、素質等

教學目標；加強課程內涵建設，革新教學方式和教學方法。 

課程設置從職業需求出發，課程內容以職業能力為基礎，構建模組化課程體

系。教學達成目標以職業標準、行業規範為參照，實現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相對

接。以校外實習基地為依託，加強校企合作共同建設試點專業的實踐課程體系，

實現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相對接。教學活動推行理論實踐一體化，教學方法鼓勵

形式多樣化。根據以上幾點，著重設計開發以“核心課程”為主的模組化課程體

系，包括課程類（群）的模組化與課程內知識點的模組化。 

 

三、 中本貫通培養模式實施過程中的思考 

 

中本貫通培養模式的實施，需要中職學校和本科院校進行深入合作，真正將

貫通式的培養方案落腳在一體化課程體系中，並著重加強以核心課程為主的課程

建設，將中本貫通的精髓和優勢真正體現在課堂教學，使中本貫通培養模式發揮

其固有潛力，使該培養模式下的學生真正受益。本著這樣的目的，機械工程中本

貫通專業著力打造貫通培養 5 個一體化舉措，具體如下： 

教學管理一體化，在貫通培養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下，對教學工作統一規劃、

統一標準、統一管理。兩校聯合成立專門的工作組織機構，聯合成立各相關職能

部門，聯合成立品質監控委員會，並邀請來自合作企業的主管及校外職教專家參

與，確保教學工作規範、科學、高效開展。七年制中本貫通培養具有接受教育對

象年齡小、可塑性大、有效教學時間長、知識能力培養的系統性強等特點，貫通

培養過程中，結合專業特點、學生特點，有針對性地組織實施教學和管理。 

師資一體化，成立聯合教研室，定期組織教研活動，開展貫通培養的教育教

學改革、課程開發等。課程組對接研討（通識課程組、專業課程組）、中職校與

高校一體化教學團隊建設；按課程大類成立教學組，課程負責人建立對接關係，

定期舉行說課活動，便於同類課程任課教師互相瞭解各自負責模組的教學內容。 

教學過程一體化，聯合招生選拔，兩校教師共同參與招生選拔工作。聯合教

學設計，教學組共同進行課程群（模組）的教學一體化設計。課程標準與內涵建

設：建立課程學習目標或成果（知識目標與能力目標）與能力培養標準貢獻矩陣；

核心課程標準和課程大綱擬定；圍繞課程學習目標設計教學任務和教學方法；建

立課程考評機制和評分標準；教材建設：進行一體化課程教材建設（教材選擇自

編規劃、數位化教學項目案例庫建設等）；聯合探討進出口規範，進行一體化貫

通式可有效執行的招生、畢業以及培養階段銜接方案的規劃。 

實踐實習資源與管理一體化，開展基於人才培養目標的校內外實驗、實踐

條件和基地建設。實踐條件建設：校內外實踐基地與科技園區建設、企業兼職師

資隊伍建設。本科院校與中職學校共用實驗室和企業資源，中本貫通專業學生在

中職階段可使用本科院校實踐實習資源；本科階段可利用中職與產業相近的優勢，

加強產學合作，安排學生企業認識實習等。 

在實施過程中，我們進一步思考中本貫通專業建設的預期成果與目標，主要

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完整的以行業需求與職業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標準體系，包括體現行

業需求和職業導向的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模式人才培養方案標準、機械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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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貫通教育模式課程標準以及開發較為成熟的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模式人才

培養運行機制； 

（2）發展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模式高職業教育能力的師資隊伍，該隊伍

應是一支老中青結合、高職稱、高學歷和高實踐技能的可持續發展師資隊伍、實

踐技能明顯提高的雙師型師資隊伍、學校教師與企業工程師共同構成的雙結構師

資隊伍； 

（3）開發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模式全套理論教學方法與資源，包括：適

應於職業教育的全套課程標準、適應於中本貫通教育模式的精品課程與重點課程

2-3 門、適應於職業教育的教學方法與網路教學資源；建設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

育模式校內實驗與實踐硬體資源，進一步完善機械工程中本貫通教育模式專業校

外實踐基地，開發完成校企聯合共同培養學生的方案、標準及實施計畫、開發基

於企業實際專案的課程實踐教學案例及系列教材、開發基於企業實際專案的畢業

設計項。 

 

四、 總結 
中本貫通培養模式在人才培養的最初階段明確培養目標，突出職業技能，強

化職業信用。使職業教育提前介入，並設置了專業能力和學歷層次的向上通道，

更能適應行業企業用人單位對生產與服務一線要求的富有職業特色的應用型人

才的實際需求。 

強化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模組化和項目引領式教學，在一貫制培養的不同

階段建立切實的校企合作培養模式，接受符合職業技術應用型人才所需的特色培

養，為推進職業教育體系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範例。 

貫通式的中本貫通教育，在培養計畫上重視 3 年（中職）與 4 年（本科）

之間的一貫制連接，在課程與實踐性環節上進行一體化設計，解決目前中職教學、

中職升高職教學、中職升本科教學中的相互獨立，而在課程教學上互不銜接，在

職業技能培養時間上不夠等問題。特別適合於目前數控技術應用類崗位需求中對

掌握數控加工與工藝程式設計技術和數控設備維護技能的複合型高端現場工程

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培養要求。 

通過本教學改革項目的建設，能夠完成在適應產業行業要求、教育教學內容

基礎性、知識結構和課程體系貫通式一體化優化、產學研合作等原則基礎上的機

械工程（數控技術）中本貫通專業的培養目標定位、培養方案制定、核心課程建

設等工作，解決目前中本貫通專業中亟待解決的諸多問題，並為我校和上海市其

他中本貫通專業建設提供可參考的建設經驗，努力打造“中本貫通教育模式示範

性教改專案”。 

 

[1]夏建國，趙軍，“從結構到建構：論中本貫通的實踐邏輯”， 教育與職業，

7，pp.14-16, 2016,4. 

[2] 林克松，王亞南,“ “中本貫通”政策的邏輯、隱憂及理性實踐”, 河北師
範大學學報，18,3,pp.54-59,2016,5. 

[3] 孔平，李然，謝銀月，薑萌,“中本貫通下數學導學案的教學實踐研究”,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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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曉佳,陳嵩,占小梅,“上海市首批中職—應用本科貫通培養模式實踐研

究”，職教體系，pp.36-40,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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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PDCA 的《技術交流》課程的建設與

實施 

 
賈立新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工學部 上海 201209） 

 

摘要：本文借鑒了 PDCA（英文 Plan(計畫) 、Do(實施) 、Check(檢查) 、

Action(處理) 4 個詞第一個字母的縮寫組合）品質環的理念，在 IHK 數控與機

械切削師（德國模式）的《技術交流》課程中得以充分地運用。在計畫（P）、實

施（D）、檢查（C）和處理（A）的四個階段裡，不論是在一個學期中的一個子課

題還是專業的四個學期中的全過程教學中，《技術交流》課作為一個平臺，它為

培訓模組和學習領域提供了交流的舞臺，技術上的答疑解惑，團隊層面的相互協

作。四個學期的《技術交流》課是在螺旋式逐層遞進，它給予每位同學從“啞巴，

不會說”到“大聲說”再到“精准說”的歷練，它提升了每位同學的動手能力、

繪圖能力、查閱手冊的能力、歸納與總結的能力，以及撰寫技術檔的能力。更進

一步的是組織教學的老師面臨著更大的挑戰，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關鍵字： 技術交流 課程建設 PDCA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course based on PDCA 
 

Li-xin jia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hangHai  

201209 

 

Abstract 

This Paper was drawn lessons form the concept of quality circles,the PDCA (which 

w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first letters form words Plan, Do, Check and Action) to 

fully be used in the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course of IHK ZM 

(Zerspannungsmechatroniker) (Germany pattern). In the four stages of Plan (P), Do 

(d), Check (c) and Action(a), both in a sub-subject of one semester an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four semester’s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e course of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is played as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raining module and 

learning areas, for Technical FAQ, and for team work. Four semesters’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course progresses step by step, it gives each student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s from a dumb, a junior to a speaker, a senior, it promotes each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drawing ability, the ability of searching manuals, ind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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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bility, as well as the ability of writting technical files. Further, teathers who 

organize teaching are faced with greater challenges, and obtained the unprecedented 

pressure.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 course construction , PDCA 
 

一、背景 
     PDCA 迴圈由美國品質管制專家戴明( W．E．Deming) 於 20 世紀 50 年代

初提出，又稱“戴明環”，是品質管制或品質改進的科學方法和程式。[1]PDCA 是

英文 Plan(計畫) 、Do(實施) 、Check(檢查) 、Action(處理) 4 個詞第一個字

母的縮寫組合，PDCA 迴圈包括計畫、實施、檢查和處理四個階段，以解決問題

為導向，PDCA 管理迴圈不停地運轉，原有的品質問題解決了，又會產生新的問

題，需要繼續解決，如此迴圈不止。[2] 

     《技術交流》課程是一門技術基礎課程，開設于高職的 IHK（數控與機械

切削師）專業，該專業是我校借鑒德國的雙元制模式建立的。[3]在專業的課程設

置上，最為強調的是知識的積累源於動手實踐，培訓模組（動手實踐）與學習領

域（理論知識）的比例約為 6:4，“做中學”，“學中做”是 IHK 專業的精髓。

不論是課程體系，還是課程目標，甚至課程內容上均是螺旋式上升，由易到難，

由簡單到複雜的逐層遞進。IHK專業的這些課程和知識的串接和融合都是需要一

個共同的平臺，這個平臺就是《技術交流》課程。[4] 

 在開設這門課程之前，需做充分的調研。縱觀國內的各個高校相關專業均沒

有開設這門課程的。可以說《技術交流》課是我校的獨創。 

 課程教學過程都是從課題佈置、課題實施、課題檢查、課題處理及修改，而

這一過程與 PDCA的四個階段相吻合，做到了無縫對接。 
 

二、架構 

 
（一）、總體定位 

 《技術交流》課服務於各個學期的教學模組，包括動手實踐的培訓模組和理

論教學的學習領域，將各個學期的知識點融合在《技術交流》課程之中。 

 

（二）、教學目標： 

表一 IHK專業主幹課程與技術交流課的教學目標之關係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IHK數控與機械切削師專業主幹課程 

專 業 主

幹 課 程

（ 培 訓

模組） 

■培訓模組 1：

用手動工具加

工零部件 

■培訓模組2：

用普通機床加

工零件 

■培訓模組3：

夾具的準備、裝

配和調整 

■培訓模組 4：

生產設備維護

■培訓模組5：

選擇加工刀具

和確定加工參

數 

■培訓模組6：

生產設備的故

障排除 

■培訓模組 7：

■培訓模組8：

數控加工的準

備 

■培訓模組 9：

數控加工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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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養 加工步驟的監

控和優化 

專 業 主

幹 課 程

（ 學 習

領域） 

 學 習 領 域

1：用手動工

具加工零部

件 

 學 習 領 域

2：用普通機

床加工零件 

 學 習 領 域

3：簡單元件

的裝配 

 學 習 領 域

4：切削加工

方法加工零

件 

 學 習 領 域

5：技術系統

的維護管理 

 學 習 領 域

6：生產設備

的維護和檢

查 

 學 習 領 域

7：控制系統

的調試 

 學 習 領 域

8：數控機床

的程式設計

和加工 

 學 習 領 域

9：通過精加

工的方法製

造零部件 

《技術交流》課的教學目標及教學要求 

教學目

標 
PPT 製作 徒手測繪 CAD繪圖 專案實踐 

教學要求 

P 給定課題 給定零件或裝

配件，標準件及

常用件 

運用 2D及 3D的

CAD 軟體繪製零

件圖和裝配圖 

給定項目 

D 製作 PPT 徒手繪製零件

圖、裝配圖，查

手冊 

熟練運用CAD軟

體，並編制零件

加工工藝卡片 

制 訂 專 案 計

畫、實施、繪

圖，編制技術檔 

C 上講臺演講 上講臺表述 上講臺表述 上講臺表述 

A 相互評價 相互評價 相互評價 相互評價 

備註：每個學期的技術交流課均和各個學期的主幹課程融合，從簡單到複雜，逐

步遞進。不管是每個學期中的一個課題，還是一個小項目，都是 PDCA的一個迴

圈。 
 

三、實踐 
 以 14IHK 為例，本課程開設四個學期，每個學期 32 節課，每週 2 節課。至

今，恰好完成了一輪課程的教學工作。 

表二 14IHK教學實踐安排表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目標 PPT製作，技術

交流方法 

徒手繪製零件

圖和裝配圖 

CAD軟體學習 小專案設計 

教學要求 

P 1、參觀數位化

製造中心  

2、安全生產  

3、材料  

4、六角螺母製

作工藝分析 

1、裝配件拆裝  

2、零件圖和裝

配圖的表達   

3、技術要求  

4、標準件和常

用件 

1、CAD軟體的認

識   

2、CAD軟體繪製

零件圖和裝配

圖   

3、技術要求  

4、零件加工工

四個同學組成

一個 TEAM，完成

指定的項目，教

師作為專案指

導員，全程參與

專案所有階段。 

1、樹葉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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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檔編制 2、3D印表機 

3、乒乓球收集

器 

4、AGV小車 

5、刹車片熱處

理裝置 

6、刹車片整形

機 

7、三座標測量

機、8、年糕切

片機 

9、小件快遞貨

品運輸裝置等

專案 

 

D 製作 PPT 1、工量具的使

用 2、機械原理

和零件實驗  

3、徒手繪製零

件圖和裝配圖 

1、CAD軟體安裝 

2、CAD軟體操作

3、工藝檔編制 

四個成員組成

團隊，一個人為

組長，其他三個

人配合。從查閱

資料、制訂方

案、方案論證、

機械設計、電氣

設計、裝配圖和

零件圖繪製、技

術檔撰寫到彙

報材料準備，全

過程按部就班

地進行。 

C 每個人上臺演

講 

每個人上臺演

講，學習用技術

語言表達零件

的內涵 

每個人上臺演

講，學習用 CAD

軟體完成零件

圖和裝配圖的

繪製，並編制工

藝卡片。 

小組成員每週

的課上就是和

指導老師交流

彙報專案的進

展情況，指導老

師及時地給予

指導，發現問

題，解答問題，

為下一步的工

作指明方向。 

A 考核，學生和教

師 組 成 答 辯

組，5 個同學一

組，每個人打

分，教師也如

此，從而給予該

考核，學生和教

師 組 成 答 辯

組，5 個同學一

組，每個人打

分，教師也如

此，從而給予該

考核，學生和教

師 組 成 答 辯

組，5 個同學一

組，每個人打

分，教師也如

此，從而給予該

考核，學生和教

師 組 成 答 辯

組，5 個同學一

組，每個人打

分，教師也如

此，從而給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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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一個綜合

評價。 

同學一個綜合

評價。 

同學一個綜合

評價。 

同學一個綜合

評價。 
 

表三  學生評分表 

姓名 課題 技術內容

30% 

PPT製作 

30% 

演講 

20% 

回答提問 

20% 

張三 六角螺母的製作 20 20 15 15 

備註 1、製作工藝

的表述 

2、圖紙 

1、內容 

2、版式 

3、動畫 

1、表達 

2、儀態 

3、口齒 

1、正確性 

2、思路清

晰程度 

3、及時性 
 

表四  教師評分表 

姓名 課題 技術內容

30% 

PPT製作 

30% 

演講 

20% 

回答提問 

20% 

張三 六角螺母的製作 22 20 15 12 

備註 1、製作工藝

的表述 

2、圖紙 

1、內容 

2、版式 

3、動畫 

1、表達 

2、儀態 

3、口齒 

1、正確性 

2、思路清

晰程度 

3、及時性 

 

表五 成績匯總表 

姓名 課題 平時成績

30% 

學生平均分 

20% 

教師評分 

30% 

技術檔 

20% 

張三  21 19 25 12 

備註 1、考勤 

2、平時上

課的參與 

3、完成作

業 

5 位同學的

評分的平均

值 

教師給出

的成績 

1、PPT 製

作 

2、圖紙的

繪製 

3、技術檔

的撰寫 

   

  學生成績的評價是課程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在 PDCA的體系中，也顯得

非常重要。在《技術交流》課程中，採取的是學生評價和老師評價的方法，其中

學生評價是由班級中推選的 5位同學給予公正地評分，同時老師也按相同的評價

標準進行評分，5位同學分值的平均值作為學生的評分，最終給出該同學一個學

期的總成績。 

 

四、結語 
 《技術交流》課程的開設是我校的獨創，在這個教學平臺上，學生們得到的

是充分的歷練，原本站上講臺不知道如何說的“啞巴”，到“大聲說”，再到“精

確說”，將自己的技術檔展示給同學和老師，將自己的專案成果分享給同學和老

師，實現了理論教學與動手能力的高度統一。有以下幾點成效： 

 1、《技術交流》課程的設置，在二年的時間內，通過細水長流、循序漸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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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方式，使學生養成機械及數控加工技能，構思創新，李意獨特，為學生提供

了一個自我技能完善的技術交流舞臺。 

 2、PDCA目標管理與《技術交流》課程有機結合，正如目標管理理論的宣導

者德魯克所言：企業的目的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同樣的道理，大學的目的

和任務必須轉化為教學的目標，使受教育者成為理論聯繫實際、動腦又動手實用

人才。 

 3、實行 PDCA目標管理，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目標體系。制定出《技術交

流》課程的設置的總目標，制定出四個學期組織實施的分目標。總目標指導分目

標，分目標保證總目標，從而形成一個目標體系。同時儘量使目標具體化、定量

化，便於檢查和考核。 

 4、對各級目標的完成情況和取得的結果，要及時地進行檢查和評估。在達

到預定期限時，對目標完成的情況進行考核。對於完成結果的檢查，必須堅持：

1）自檢，教育機構的上級對下級教師完成的目標結果進行檢查，但是更重要的

是學生本人對自己的完成結果進行自檢。2）交流，對於學生的自檢，必須採取

交流的形式，取長補短，互相啟發，共同感受“工匠”的能力就是這種感悟的結

果。3）評價，反映最終結果，要以一定形式同成績評價相結合，挖掘師生中的

先進典型，進行互教互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5、制定新目標，開始新迴圈。把目標管理看成是一個過程，目標的實現不

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經過多次反復、螺旋式發展的。目標結構確定得更加合理，

從而使相關師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實現他們的目標。 

 PDCA 目標管理理論還沒有得到普及和宣傳，付諸實施還需要對它進行瞭解

和認知，定性目標難以定量化，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易於脫離，存在一些缺點和

不足，有待進一步改進。 

 PDCA目標管理的實施與控制，使得《技術交流》課程迴圈有序，條理清晰，

學生們在這個平臺上盡情發揮自己的能量，將自己的真知灼見與他人分享，每當

看到同學們報以熱烈掌聲，投以期待眼神的時刻，站在講臺上的同學的那份滿足

感可謂溢於言表。 

 筆者在負責該課程的教學以來，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從《技術交流》

課程的教學目標和教學要求上看，它要求指導教師必須具備豐富的實踐經驗，廣

博的知識框架，以及準確的技術語言表述能力。現如今，筆者做了一定的嘗試，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筆者知曉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嘗試著充實自我，前

方的道路是曲折的，吾將上下而求索。 
 

參考文獻： 
［1］ 李傑中.基於PDCA迴圈的高校教學品質改進研究 ［J］.新餘學院學報,2015：

154-156.  

［2］陳樹公.PDCA -K迴圈:組織進行學習的新思路［J］.福建行政學院福建經濟

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56-59. 

［3］黃日強.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以能力為本位的重要特徵［J］.安徽商貿職業

技術學院學報,2012:69-72. 

［4］胡國軍,馮方,周海寶.工程製圖課程教學改革的探索與思考［J］.紹興文理

學院學報,2001: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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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真實問題探究的環境工程專業基礎

課程教學 
——以分析化學教學為例 

 
李秀麗 邴乃慈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環境與材料工程學院，上海 201209） 
 

摘要：學以致用是大學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當前學生關注度較高的

一個問題，關係到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分析化學作為環境工程專業基礎課，與後

續專業課程如儀器分析、環境監測、水污染控制工程等關係密切，但知識點較多，

涉及許多複雜的計算和公式推導，學習時容易感覺枯燥，難以深入理解。嘗試在

教學中引入環境工程真實問題，引導學生探究學習，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改善教學效果。例如，污水的化學需氧量 CODCr 是水處理和環境監測領域一個非

常重要的參數，其測定方法較多。在教學中引入“CODCr 測定方法對比”這一真

實問題，要求學生結合所學知識，就滴定法和分光光度法兩種測定方法進行對比，

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進行問題解剖，查閱資料，理論分析後設計實驗並驗證。整

個過程學生參與度高，能採用現有知識深入學習，自主完成知識體系的構建，並

最終解決問題，形成學習能力。 

 

關鍵字：環境工程；分析化學；真實問題；學習能力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based on 

actual problem exploration 
—— Take teaching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as an 

example 

 
LI Xiu-li, BING Nai-ci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P. R. China) 

 

Abstract: Study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goal for 

                                                             
 基金專案：上海市重點課程建設《分析化學》；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培育學科建設(環境工

程)(XXKPY1601)。 



186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It is also a problem the students Concerned on and has 

relationship to the way out of the students after graduation. Analytical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hich ha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subsequent specialized curriculum such as Instrumental Analysi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and so on. It has 

many knowledge point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omplex calculation and formula 

derivation which will make the learning baldness and indigestion.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ctual problem was attempted to lead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his 

method could guide the students learn by exploration, increase the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For example, the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Cr) 

of wastewater was an important parameter in the area of water treatment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re were several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CODCr. The 

actual problem of “comparison of CODCr determination methods” was led into the 

Analytical Chemistry teaching.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compare with two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titrimetric method and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learned knowledge. They need to analysis the problem, search and 

read a great deal of papers, do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n design the experiment to 

verify it. The students would participate entirely and deep learn using present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system was structured independently, the problem was 

solved finally and the learning ability was form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alytical Chemistry; actual problem; 

learning ability 

 

1.前言 
專業基礎課程是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中與專業知識、技能直接聯繫的基

礎課程，是學生學習專業課的先修課程。比較寬厚的專業基礎，有利於學生的專

業學習和畢業後適應社會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化學類課程是環境工程專

業的重要專業基礎課之一，目前大部分高校基礎化學課程內容仍未走出學科的框

架，內容的設置缺少與環境工程專業課程的銜接，課程的專業服務性不強導致學

生的學習目標模糊。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及分析化學等化學系列基礎課程涉及的

內容龐雜、理論抽象，學生普遍感覺學習吃力，學習效率不高。因此，探索適應

於環境工程專業崗位元需求的基礎化學課程教學模式對於提高環境工程專業學

生的培養品質具有重要的意義。 

《分析化學》是一門理論性高、應用性廣、實踐性強的課程，是高校環境類、

化學化工類專業學生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1]。我校環境工程專業以電子廢棄物

資源化為專業特色，為拓展學生就業方向，目前在保持原有專業特色的情況下，

增加環境監測類課程的設置。這對分析化學課程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因為分析化

學是後續儀器分析、環境監測等專業課程的基礎。作為一門重要的基礎課，有必

要通過精心的課程設計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 

 

2.學情分析 
我校從 2004 年開始開設環境工程本科專業，儘管課程結構不斷調整，但分

析化學一直是環境工程專業一門重要的基礎課。在課程內容設置上，以經典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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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析為主，主要是四大滴定分析，即酸堿滴定、氧化還原滴定、配位滴定和沉

澱滴定分析。有限的教學時數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內容都講到，只能以點帶面地

去講，但是如果只是簡單地闡述這些滴定的原理及其方法會有些枯燥，學生學完

理論知識後，並不知道這些理論知識有什麼作用，也不清楚分析化學與所學專業

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因此需要結合專業領域的實際問題豐富課堂教學內容。 

尤其從 2015 級本科生開始，學校開展學分制改革，本科各專業的總學分從

原來的 190-200 個學分削減到 150 個左右，分析化學課程的學時數也由 48 個降

為 32 個。在較少的學時數內如何把重點內容講深講透，並保持住學生學習的好

奇心，引入專業相關的實際問題，讓學生利用課外時間專研學習，最終達到理論

與實際的融會貫通，是分析化學教學改革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基於上述學情分析，本文提出基於真實問題探究的理論教學方法。以建構主

義理論作為教學設計的指導思想，提倡由學生自己建構知識的過程，強調以學生

的能力發展為本，不僅關注知識點的掌握，同時關注學習策略和分析問題、解決

問題的思路的掌握[2]。 

 

3.基於真實問題探究的教學過程 
化學需氧量( COD : Chemical Oxygen Demand)作為常規水質監測項目之一，

是反映水體污染的重要指標，也是水體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COD 的測定是環境

工程專業學生的必備技能，其測定方法主要有重鉻酸鉀回流法[3]和快速消解分光

度法[4]。在分析化學課堂教學中，氧化還原滴定一章就涉及到 COD的測定，並分

別介紹了高錳酸鉀氧化和重鉻酸鉀氧化兩種方法，但在傳統的教學過程中，一般

將 COD測定作為氧化還原滴定的一個應用示例，在學時有限的情況下，甚至作為

學生的一個課外閱讀內容一筆帶過。而在後續的環境監測課程中，一般只突出

COD測定的應用，較少涉及對其理論知識的分析，以至於高年級學生提到 COD的

測定，只知道按照 COD測定儀的操作手冊機械的進行操作，一旦在測試中遇到問

題，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也不知道怎麼解決，究其原因，還是缺乏對測試原理

的基本認識。基於真實問提探究的教學過程，就是要讓學生通過對真實問提的探

究學習，掌握理論知識的同時，能將理論知識與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探討解決問

題的基本原理，學會將理論應用於實踐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COD測試的基本原理在於：採用定量的強氧化劑（高錳酸鉀、重鉻酸鉀）氧

化水樣中的有機物，再用還原劑標準溶液滴定過量的氧化劑。由於高錳酸鉀和重

鉻酸鉀本身帶有顏色，因此也可用比色的方法判斷過量氧化劑的量，這裡面就涉

及到分光光度法的知識。因此可以將 COD測定作為一個綜合性問題，在完成氧化

還原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的理論教學內容後，提出來讓學生進行探討學習，具體

設計如下： 

（1） 問題提出 

以教師為主導提出問題。在學習了氧化還原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後，試

分析 COD測定的幾種方法，重點思考以下問題：①為什麼國標和環境標準均

採用重鉻酸鉀作為氧化劑而不採用高錳酸鉀，即測試的是 CODCr而非 CODMn，

其優勢何在？②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在原理上是否存在區別，各自的優勢在

哪裡？③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在測試結果上是否存在差異？ 

（2） 問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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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組討論開展問題剖析。 

首先查找文獻瞭解 COD測定的不同方法。學生通過文獻的查閱會發現，目前

COD 的測定主要採用重鉻酸鉀氧化，分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兩個大類[5]。而高錳

酸鉀氧化的方法較少使用，原因是高錳酸鉀氧化法受 Cl
-
的幹擾較大，因此使用

範圍受到限制，另該方法必須嚴格控制加熱和沸騰的時間，因為 KMnO4在酸性溶

液中沸騰時不夠穩定，因此使用起來也不夠方便，不適於工業上大批量分析[6]。

重鉻酸鉀氧化滴定法以我國標準 GB/T1194《水質 化學需氧量的測定 重鉻酸鹽

法》和國際標準 ISO6060《水質 化學需氧量的測定》為代表，其測定原理為:在

硫酸酸性介質中，以重鉻酸鉀為氧化劑，硫酸銀為催化劑，硫酸汞為氯離子的掩

蔽劑，消解反應液硫酸酸度為 9mol/L，加熱使消解反應液沸騰，148℃±2℃的沸

點溫度為消解溫度。以水冷卻回流加熱反應 2h，消解液自然冷卻後，以試亞鐵

靈為指示劑，以硫酸亞鐵銨溶液滴定剩餘的重鉻酸鉀，根據硫酸亞鐵銨溶液的消

耗量計算水樣的 COD值。分光光度法以上述經典標準方法為基礎，重鉻酸鉀氧化

有機物質，六價鉻生成三價鉻，通過六價鉻或三價鉻的吸光度值與水樣 COD值建

立的關係，來測定水樣 COD 值。經典的標準方法需回流 2h 消解，人們為提高分

析速度，提出各種快速分析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提高消解反應體系中氧化劑

濃度，增加硫酸酸度，提高反應溫度，增加助催化劑等條件來提高反應速度；二

是改變傳統的靠導熱輻射加熱消解的方式，而採用微波消解技術提高消解反應速

度的方法。基於此，國內外很多儀器公司開發了各自的 COD快速測定儀，一般配

備特定的快速消解裝置、分光裝置和消解試劑、標準溶液，儀器內置標準曲線，

即便沒有專業背景的人員，也能快速的上手使用。 

其次對比不同 COD測定方法的優缺點和適用性。經典標準方法的優點是氧化

率高，再現性好，準確可靠，其不足之處在於回流裝置佔用實驗空間大，水、電

消耗較大，試劑用量大，操作不便，難以大批量快速測定，不能滿足環境監測發

展的要求。分光光度法是對經典標準方法的提高和改進，利用分光光度儀直接對

消解液進行比色分析，減少了返滴定的步驟，相比於滴定時目視判斷滴定終點，

儀器測定的結果也更為精確和穩定。而 COD快速測定儀則將標準曲線內置於儀器

內，操作者只需按照廠家提供的反應試劑配置溶液，消解後置於儀器內測定直接

得到 COD結果，相比於分光光度法分析更為簡便，對操作者的專業要求也不高。 

最後，學生需分組進行課堂討論後，完成綜述報告。 

此過程大部分在課外時間進行，教師負責學生完成進度的把控和必要的答疑

解惑。 

（3） 實驗驗證 

設計實驗方案，進行實驗驗證。分析化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實驗是

驗證理論分析是否合理最好也是最直接的方法。我校分析化學實驗課是獨立設置

的，共 24 學時，一般由理論課授課老師和實驗室輔助老師共同承擔，因此理論

課老師可以較好地把控實驗課和理論課的銜接和互補問題。學生分組完成問題剖

析後，再分別設計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法兩種實驗的實驗方案，要求學生寫出完整

的實驗步驟，列出實驗需要的藥品和儀器，以及實驗的注意事項。本實驗作為《分

析化學實驗》課程中的綜合性實驗，學生用自己設計的兩套實驗方案對同一實驗

樣品進行 COD測定，並與 COD快速測定儀的測定結果進行對比，分析滴定法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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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度法兩種實驗方案測定結果的差異。 

 

4.教學評價方案的設計 
在大學基礎課程的教學中，通常以平時成績和期末考試成績綜合評價學生掌

握知識的水準，以此來評價教學效果。這樣的方法能綜合考評學生對所學知識的

掌握。但是，傳統的平時成績一般僅包括平時作業、課堂考勤和課堂提問。這樣

的形式過於單調，不能突出那些對《分析化學》比較有學習熱情及學習興趣的同

學，也不能及時考查課堂教學的效果。鄧海山提出，對於課程的教學評價可採取

總結性評價與形成性評價相結合的方式[2]。總結性評價是一種事後評價，而形成

性評價則是在教學計畫實施的過程中進行的，其主要區別在於評價的目的和作用

不同[7]。也即總結性評價就是我們傳統的課程考試或期末考核，而形成性評價則

可用於探明教學單元的實施情況，及時瞭解階段教學的結果和學生學習的進展情

況、存在的問題等，並進行分析以便於調整後期的教學工作，獲得最好的教學效

果。 

對於本課程來說，總結性評價與形成性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同樣適用。在整個

教學過程中，類似於上述真實問提探究的教學案例可以設計多個，如酸堿滴定中 

可以引入凱氏定氮法測定水中氨氮的問題；配位滴定中，可以引入污泥中多糖和

蛋白質測定的問題。在每個教學單元，可以設計多個形成性評價環節，包括文獻

查閱，問題剖析並形成綜述報告的完成情況；課間小練習；課堂提問及討論的情

況；實驗方案的設計與討論；實驗及結果分析報告的完成情況等。這些形成性評

價均記錄在案，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一部分。同時也設計多種總結性評價方式，

作為一門考試課，期末卷面考試是成績評定的主要形式，考卷中涉及各個單元教

學內容的考題的得分情況可以反映該單元的教學效果。在卷面考試中，應重視考

查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知識、技能和方法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平時成績的

評定除參考上述形成性評價和常規考勤、作業外，還注重記錄學生的活動表現，

即學生在課堂討論、課外查閱資料、撰寫報告等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參與意識、分

析問題的思路等。 

 

5.結論 
本文以分析化學教學為例，探討基於真實問題探究的教學方法在環境工程專

業基礎課程教學中的應用，對於其他相關基礎課程具有借鑒性。該方法以環境工

程真實問題為切入點，引導學生探究學習。通過查閱資料，問題剖析，設計實驗

方案，開展驗證實驗等一系列實踐操作，充分調動學生參與學習的主動性，激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體現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在此過程中，能夠讓學生

體驗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樂趣和成就感，自主完成知識體系的構建，並最終解

決問題，有利於提高學習效率，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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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電路圖論及電腦輔助計算 

 
劉亦萍，範浩博 ,張利文，廖東芳,黃濤，汪志峰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工學部，上海 201209) 

 

摘要：Matlab 是美國 MathWorks 公司開發的大型數學計算軟體，它具有強大

的矩陣計算功能和繪圖功能，已經廣泛的應用於科學研究和工程設計的各個領域. 

隨著電腦應用技術的提高，利用電腦輔助計算，求解複雜方程成為最便捷方法。

我們就是利用了 Matlab 軟體的通俗易懂，程式簡潔，計算精准，具有強大的繪

圖能力的優點來對複雜網路進行分析，並特別探索出一條對複雜網路求解的方法。

對於複雜網路,可用回路法、結點法、割集法等方法進行分析，由網路圖論和矩

陣代數系統地列出電路方程,程式設計讓電腦進行輔助分析計算，使複雜問題迎

刃而解。我們探索出的方法非常適用於電路課程的教學，在實際應用中方便有效。

本文列舉了三個實例，說明 Matlab在複雜電路分析中的應用。 

 

關鍵字：Matlab  圖論 回路法 結點法  割集法 
 

Modern Circuit Graph Theory and 

Computer-aided Calculation 

 
Yiping Liu, Haobo Fan，Liwen Zhang，Dongfang Liao，Tao Huang，

Zhifeng Wa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Shanghai Seco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P.R.China) 

 

Abstract: Matlab is the large-scale mathematical computing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MathWorks company of the United States.It has a powerful matrix calculation 

function and drawing func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design of various fields.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using the computer-aided calculation to solve the complex 

equations becomes the most convenient method.We use the Matlab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complex networks because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easy to 

understand, having simple procedures, calculating accurately and  having the 

powerful drawing ability. We especially explore a method of calculating complicated 

networks. We can use loop method, node method and cut set method to analyse  the 

complex network. Complex problems are solved by listing a series of the circuit 

equations according to network graph theory and matrix algebra and programm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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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e the result. The method we have explored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teaching of 

circuit course and it is also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This 

paper lists thre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application of Matlab in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circuits. 

 

Key words:Matlab,Graph theory,Loop method,Node method,Cut set method 

 

一、前言 
     網路圖論又稱網路拓撲學，是應用圖論通過網路幾何結構及其性質，對網

路進行分析和研究。對於複雜電路,應用網路圖論,列寫回路矩陣、關聯矩陣、割

集矩陣，匯出回路電流方程、節電電壓方程和和割集電壓方程的矩陣形式。然後

利用 Matlab 程式設計，進行電腦輔助分析，最終得到求解。 

 

二、回路法的拓撲求解及 Matlab程式設計 
    應用回路法求解複雜電路就是先選定樹，然後確定回路方向，再列出基本回

路矩陣，求出回路阻抗矩陣後，列出回路方程，求出各支路電流，通過 Matlab

程式設計求解。下麵是一實例。 

實例 1 如圖 1a 所示線性定常網路,有一個拓撲圖如圖 1b 所示，該網路處於

正弦穩態下，從拓撲圖取一個樹如圖 1c 所示。計算各支路電流. 

 
圖 1a 實例 1 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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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b  實例 1 電路拓撲圖    圖 1c 實例 1 電路拓撲圖樹     

解：用回路電路流法. 

1.基本回路矩陣 

 

 

 

  

 2.回路阻抗矩陣 

  由於           ，所以                      各支路方程為 

 

 

 

 

 

 

 

 

 

 

支路方程的矩陣形式為： 

sb VJjZV  )(   

所以 

 
 

 

 

 

 

 

 

 

 

回路阻抗矩陣為： 
T

bl BjBZjZ )()(    

 

3.寫出回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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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支路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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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算回路電流,各支路電流 

程式： 

b=[-1,0,1,0,0,1;-1,1,0,1,0,1;-1,0,0,0,1,0] 

Zb=[1/(j*4),0,0,0,0,0;0,1/(j*2),0,0,0,0;0,0,j*8,0,0,0;0,0,0,j*6,0,0;0

,0,0,0,1,0;1/j,0,0,0,0,2] 

Vs=[0;0;0;0;-j*3;0] 

Zl=b*Zb*b' 

Es=-b*Vs 

I=inv(Zl)*Es 

J=[-I(2)-I(3),I(2),I(1),I(2),I(3),I(2)+I(3)] 

Jm=abs(J) 

Ja=angle(J)*180/pi 

運算結果 ： 

J =[0.4470 - 2.6889i,0.1854 - 0.2312i, 0.1275 - 0.1589i,0.1854 - 0.2312i, 

-0.6325 + 2.9201i,-0.4470 + 2.6889i] 

Jm =[2.7258    0.2964    0.2038    0.2964    2.9878    2.7258] 

Ja =[ -80.5606  -51.2665  -51.2665  -51.2665  102.2214   99.4394] 
所以，求得各支路電流為： 

 

 

 

 

 

 

由上可見，電腦程式設計求解非常方便，解決

了多變數方程組得求解問題。 

 

三、節點法的拓撲求解及 Matlab程式設計 
    節點法是先由電路的有向圖得到網路的降階關聯矩陣，求出節點導納矩陣後，

再寫出電路的節點電壓方程，求各支路電流，最後 Matlab 程式設計計算。實例

2 就是節點法的求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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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 2 用矩陣形式寫出如圖 2a 所示電路的節點電壓方程。求各支路電流. 

 

 
                  圖 2a 實例 2 電路圖 

 

 
 

圖 2b 實例 2 有向圖 

 

解：用結點法，先選好參考節點（接地點）。圖 2b 為有向圖。 

1. 列網路降階關聯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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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結點電壓方程矩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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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各支路電流 

           ss

T
UYIUAYI  '  

4.程式 

a=[-1,1,1,0,0,0;0,0,-1,-1,1,0;0,-1,0,0,-1,1] 

y=[0.5,1,1,1,0.5,0.25] 

Y=diag(y) 

p=a*Y*a' 

Us=[-10;2;0;0;0;0] 

Is=[0;0;0;0;0;1] 

U=inv(p)*a*Y*Us+inv(p)*a*Is 

I=Y*a'*U-Is-Y*Us 

5.計算結果 

I1 = 2.4444 

I2  = 0.0000 

I3 = 2.4444 

I4 = -2.6667 

I5 = -0.2222 

I6 = -0.2222 

上例可看出，節點法不需要選樹，比回路法要方便一點，而且實際複雜網路

節點數往往少於獨立回路數，因此在電腦輔助分析程式中用節點法更方便。 

 

四、割集法的拓撲求解及 Matlab程式設計 
    割集法是先選好樹，按每個樹支確定單樹支割集，寫出基本割集矩陣，求出

割集導納矩陣，得到割集電壓方程，求出各樹支電壓。下麵是一實例。 

    實例 3 圖 3a 為線性定常網路，處於正弦穩態，給定樹如圖 3b 粗線。求樹

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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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a 實例 3 電路圖 

 
 

圖 3b 實例 3 拓撲圖 

 

解：1. 對樹支 1、2、6 取基本割集
1c  、 

2c  、 3c 見圖 3b 

基本割集矩 Q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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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割集導納矩陣 qY  

     各支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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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集導納矩陣為：    T

bq QQYY   

3 列割集方程： 

Sq IEY      SS QJI    

4.求各樹電壓： 

)(
1

Sq QJYE 


 

5.程式 

q=[1,0,1,1,1,0;0,1,0,-1,0,0;0,0,-1,-1,0,1] 

w=2,C1=2,C2=1,L3=4,L4=3,R5=1,R6=2,gm=2 

Yb=[j*w*C1,0,0,0,0,0;0,j*w*C2,0,0,0,0;0,0,1/(j*w*L3),0,0,0;0,0,0,1/(w

*L4),0,0;0,0,0,0,1/R5,0;-gm,0,0,0,0,1/R6] 

Is5=-j*3 

Yq=q*Yb*q' 

Js=[0;0;0;0;-Is5;0] 

Is=-q*Js 

E=inv(Yq)*Is 

Em=abs(E) 

Ea=angle(E)*180/pi 

6.計算結果 

E =-0.7029 - 0.1002i 

   0.0499 - 0.1212i 

  -2.2073 - 0.5774i 

Em =0.7100 

    0.1311 

    2.2816 

Ea = -171.8869 

     -67.6369 

     -165.3403 

所以各樹支電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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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

Vte

Vte

)3403.1652cos(2816.2

)6369.672cos(1311.0

)8869.1712cos(71.0

6

2

1







 

    割集法可看作是一種廣義的節點法，它在分析具有非線性電阻的電路和用狀

態變數法研究電路的過渡過程中有著廣泛的應用。 

 

五、結論 
從上述三個實例我們可以看到，對複雜網路進行電路分析時，可運用現代電

路圖論，結合電路理論，系統列出電路方程的矩陣形式， 利用科學計算軟體

Matlab 強大的矩陣、陣列計算功能及數值計算功能進行程式設計求解，迅捷、

方便地解決複雜計算問題。在教學和科研上不失為一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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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驅動教學法在工科專業實踐課程一

體化設計中的應用研究 

 
陳  進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工學部 

  

摘   要：目前在國內外推行的工程教育，主要有北美的 CDIO 教育模式和德

國的“雙元制”教育模式。該文應用系統工程學原理，研究工科實踐教學問題，

基於項目驅動教學方法，提出工科專業實踐類課程的一體化教學模式。該一體化

的教學系統工程弱化了教師個人素質而強化團隊力量，它依靠系統化、工程化的

教學案例和考試制度來保障教學品質，解決 CDIO 工程教育依賴於教師素質和

“雙元制”教育模式依賴於社會制度的問題。因此，該文對工程教育改革有重要

意義。 

 

關鍵字：專案驅動教學法 ; 工程教育 ;一體化教學; 系統工程 
 

The application of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the integrated 

design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course 

 
Chen J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mainly is 

the CDIO education mode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dual system" education in 

Germany mode. By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engineer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practice course based on the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This integration of the teaching system engineering weakened the quality 

requirement for teachers and strengthened the team, it relies on the systematic, 

engineering teaching cases and examina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t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CDIO engineering education depends on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teachers and the "dual system" education model depends on the social 

system.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 Project Driven Teaching Method;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tegrated Teaching ; System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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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工業技術水準的不斷提高，社會對工程技術人才品質的

要求也在提高，傳統的工程技術人才培養模式與快速發展的工業人才需求之間出

現較大差距。為提高本科生工程實踐能力，為社會輸送更多高品質的工程技術人

才，世界各國都在進行工程教育改革，如北美 CDIO工程教育[1]-[5]，德國“雙

元制”職業教育[6]-[11]，中國的 CDIO工程教育改革和卓越工程師計畫等。CDIO

工程教育要求參與的教師具有很好的工程領域工作經歷和豐富實踐經驗，這對大

多數高校都是不小的挑戰，因為工程經驗豐富的一線工程師很少流入高校，高校

自己培養經驗豐富工程師作為師資也不現實。這是大部分高校都沒有足夠數量的

工程經驗豐富的師資的原因，也是目前 CDIO 工程教育在國內外高校推行過程中

遇到最大瓶頸問題。中國的卓越工程師計畫借鑒 CDIO模式，學習德國“雙元制”

實習方法，把學生推向社會，由企業工程師負責學生的實習培養，期望解決這一

瓶頸問題。但是，由於社會制度和教育體系的不同，在德國行之有效的“雙 

元制”教學模式，在中國推行艱難，制約工程教育改革的瓶頸問題依然沒有解

決。 

 在工程教育改革中，無論 CDIO工程教育還是德國“雙元制”模式，“專案驅動”

教學法被普遍採用，應用到不同的工程教育理念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工程教育教

學方法、教學大綱和標準。“專案驅動”教學法在中國已有十餘年的研究應用，

從高職院校到應用型本科大學，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項目驅動教學法的教學研究論

文。然而，這些項目驅動法的教學論文或把這一方法應到具體的課程中，或研究

項目驅動教學法本身，沒有把項目驅動教學法和系統工程學結合起來，從系統科

學的角度研究專案驅動教學法在工科專業理論課程和實踐課程的教學問題，因此，

該文提出基於專案驅動的工科專業實踐課程的一體化設計教學方法，解決制約工 

程教育的瓶頸問題。為便於設計具體專案，該文以自動化專業作為物件討論和設

計一體化的專案驅動實踐課程。 

 

2、 實踐教學過程的系統工程模型與求解 
應用系統工程的原理研究工科專業實踐教學過程，得到該教學過程的系統模型和

實現教學目標的系統方法，其中專案驅動教學法是實現教學目標不可缺少的教學

方法和手段。 

從系統工程角度看工科專業的實踐類課程教學過程：實踐教學系統主要構成要素：

學生、教師、實驗室、實踐物件、實踐工具等；該系統的層次性：教師-學生-

實驗室-實驗物件和工具，層次的複雜性體現在該過程不是簡單地從上而下，或

從下而上。如圖 1所示，表示工科實踐類課程的教學系統層次：學生、教師、實

驗內容、物件工具相互影響，教師指導學生，學生自主學習工具和認識物件，教

師學習工具和認識物件，師生共同學習探討，實驗內容簡單的檢驗知識型實驗到

應用知識型實驗和創新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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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學生

工具、物
件（實驗
內容）

 
圖 1  工科實踐類課程的教學系統層次 

該教學系統的工作目標：教師以實驗室為實踐教學場所，教會學生使用工具為物

件服務，即解決工程中的實際問題。實現目標的過程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時

間上的長期性（4 年），學習上的複雜性：實踐與理論相互結合，從實踐中學習

和理解理論，學習以理論指導實踐的方法技巧，掌握實踐技能和解決實際問題的

能力。從簡單的學習型實驗到複雜的應用型實驗，實踐教學過程系統工程模型表

示如圖 2所示：理解知識型實踐教學模型和工具使用教學模型支撐應用型實踐教

學模型，應用型實踐教學模型支撐創新型實踐教學模型，工具教學模型和理解知

識型教學模型之間相互關聯。劃分不同教學模型的目的是基於不同模型有不同求

解方法,即對應不同的教學方法。 

理解知識型實
踐教學模型

工具使用教學
模型

應用型實踐
教學模型

創新型實踐
教學模型

 
圖 2 實踐教學模型關係圖 

理解知識型教學模型就是該課程對應的實驗課程內容，傳統的教學方法主要在實

驗箱上或上機完成，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試驗箱逐漸退出實驗室，正

在被以專案驅動教學法的“口袋實驗室”等類似的實驗教學取代。工具使用教學

模型是工科學生主要內容之一，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把這些內容安排在相關的試驗

中，很少被專題列出。實際上，工具實驗是做好其他實驗的基礎，所以應當作為

專題被寫入教學計畫中。從項目驅動教學出發，設計工具類實驗，不僅可以教會

學生正確使用工具，還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熱情。應用型實踐教學模型，傳統教學

方法是在專業課上安排，在內容有連貫性，而是實踐上比較分散和簡單重複，比

較枯燥乏味。按照專案驅動教學，需要教師制定具體的實踐課題，已完成課題的

方式去編排實踐教學內容，但是，如果取法系統性計畫，由各任課老師自己選擇

完成，效果因不同教師的差異而出現較大偏差。創新型實踐教學模型，在前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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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實踐教學基礎上，由教師採用項目驅動，引導思想的模式實現，沒有唯一方案

和答案，對教師的要求較高。 

因此，項目驅動教學法是實現系統工程化的實踐教學關鍵技術，無論是基礎的實

驗室，還是創新實踐都需要以專案教學為指引，以實現工程教學目標，為社會批

量培養工程實踐能力強的專業人才。為此，在工科專業實踐課程進行系統工程化

的基礎上，需要進行一體化設計的課程設計。 

 

3、 工科專業實踐課程中的一體化設計 
工科專業實踐類課程的一體化設計，把本科四年的實踐課程作為一個教學系統工

程來設計，把傳統教學中分散在各課程中的實驗，專業實驗，實習，畢業設計等

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全面考慮，研究出系統工程化的專案驅動教學的實踐教學計

畫和教學大綱。 

專案驅動教學模式在工科專業實踐課程中的一體化設計應用要點：（1）將四年的

實踐課程按照專案驅動教學模式要求，編寫 4 年的課程專案教學計畫和每門課程

的專案驅動課件，專業負責人根據當年的技術進步和出現的新技術，增加新項目，

淘汰過時的舊項目，做到緊跟業界新技術，與行業在專業技術上無縫連接，使培

養的學生無需用人單位再進行二次培養，提高學生的一次就業率。要求有 1位或

2位全才型、實踐經驗豐富的專業負責人；（2）要求教師在專業技術的具體方向

上做深入的實踐研究，成為專業工程師，不要求教師成為全才型工程師，只是某

項技術的工程師，降低難度，有足夠數量專業教師。如自動化專業，PLC技術方

向教師，可以不懂嵌入式技術方向和 PC 程式設計技術方向，但一定在 PLC 技術

造詣較深，如拿到 PLC行業證書，成為 PLC專家。同理要求其他方向教師從業證

書。（3）由於有完善的經過實踐檢驗的每門課程的教學案例，即使少數教師還沒

有達到相應的技術工程師要求，可以學習和實踐課程教案、請教同事等手段來提

高自己，通過實施編制好的教學教案來保證教學品質。（4）四年的實踐課程專案

通過一體化設計，可以做到每個專案都是事先編排好的，要用的器件和材料有時

間充分準備，專案的難易程度可控，難度和複雜度可以逐年逐個項目慢慢加大，

逐步完成較大的工程項目集成學習和訓練，並達到非常熟練程度。（5）為學生提

供某專業的多方向的選擇，幫助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技術方向，幾個技術方向從

1年級開始同時展開，持續四年的不間斷重複訓練培養，使他們熟練掌握 1項或

幾項專業技術。 

自動化專業實踐課程培養目標：（1）培養學生熟練掌握 PLC應用技術，應用 PLC

解決工程實踐問題，獨立設計 PLC硬體電路，繪製電氣圖，硬體購置和接線，編

寫程式，調試測試完成具體項目；（2）培養學生熟練掌握單片機應用技術，應用

單片機解決工程實踐問題，獨立設計單片機硬體電路，繪製電氣圖，硬體購置和

接線，編寫程式，調試測試完成具體項目；（3）培養學生熟練掌握高階語言程式

設計技術，應用高階語言程式設計解決工程實踐問題，獨立設計編寫高階語言程

式，如手機 APP開發，C++，C#，JAVA，MATLAB程式設計等，調試測試完成具體

項目。要求學生在四年中至少掌握其中一項技術。  

自動化專業專案驅動教學實踐課程魚骨圖如圖 3所示：將自動化專業實踐課程要

求的 3項技術以圖的形式畫出，便於老師和學生理解並貫徹執行。 

自動化專業專案驅動實踐教學計畫：根據 CDIO 教學大綱，按照專案驅動教學模

式，設計編寫具體課程的計畫於專案； 

自動化專業專案驅動實踐教學課堂教學案例設計：根據 CDIO 教學大綱和考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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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設計某門課程的專案驅動教學案例。 

自動化專業專案驅動實踐教學考核標準與模式：根據 CDIO 教學大綱和標準，設

計專案驅動教學的考核標準和操作模式。 

 
  圖 3   自動化專業實踐類課程一體化設計框圖 

 

4、 結論 
基於專案驅動的工科專業實踐課程的一體化設計教學方法，在教學大綱和考核標

準上，依據 CDIO 工程教育模式，在實踐教學上採用專案驅動教學方法，與現有

的工程教育模式是一致的，創新之處在於：實踐類專業課程以專案驅動模式四年

一體化設計，從大一開始實施實踐技能學習訓練；設計幾個專業技術方向，供學

生在實踐中選擇適合自己的技術方向；通過完整的專案驅動教學案例和制度設計，

不依賴於每個教師的個人素質，只要求他們按教案完成規定教學內容，以幾個實

踐經驗豐富的專業教師帶動教學實踐，以此保障教學品質，解決 CDIO 工程教育

對從業教師的實踐經驗要求過高的瓶頸問題。 

該應用系統工程學原理，將工科專業的 4年實踐教學定義為一個系統工程。從大

學一年級開始實踐技能學習訓練；設計 2-4個專業技術方向，供學生在實踐中尋

找與自己興趣愛好相同的技術方向；設計完整的專案驅動教學案例和嚴格的考試

制度，如集體備課和專案討論，內容不重複，學習內容前後無縫銜接，項目集成

訓練，機器考試和教師評分相結合；專業主任和骨幹教師長期工作在工程實踐第

一線，及時修改教學案例和大綱；這個一體化的教學系統工程弱化了教師個人素

質而強化團隊力量，它依靠系統化、工程化的教學案例和考試制度來保障教學品

質和解決 CDIO 工程教育依賴於教師素質和“雙元制”教育模式依賴於社會制度

的問題。因此，該文對工程教育改革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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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創新創業教育：非遺傳統舞蹈傳承

生態培育模式探討 

 
吳丹

19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本文在創新創業教育視閾下，結合高職院校教學優勢，探討非遺傳統舞

蹈高職傳承的生態培育模式。原生態區域、創新教學、市場體驗為生態子系統 ，

各子系統共同構成非遺傳統舞蹈的生態體系。生態培育便是以育人為核心，傳承

為目標，回歸傳統文化精神的基礎上，探索創新教育，從而建構高職非遺舞蹈傳

承模式。 

 

關鍵字：創新創業教育  非遺傳統舞蹈  生態培育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ation on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od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Dance 

 

Dan  Wu  

ShenZhen polytechnic 

 

Abstract: The essay aims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ode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an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ed with teaching 

advantag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and 

                                                             
19 【作者簡介】吳丹，女，副教授，碩士，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民間舞蹈研究、非遺舞蹈研究。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專案「深圳市沙頭角魚燈舞『主體性』文化傳承區

的建構」(項目編號:GD15DL19)；廣東省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專案「非遺傳統舞蹈納入《舞蹈

欣賞》課程研究:以深圳沙頭角魚燈舞為例」(項目編號:201401219)的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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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region,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market experience compose the ecological sub-systems, which forms into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dance.Th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is with education as the core, Inheritance as the goal, on the basis of 

returning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education, so as to 

constru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ance inheritance model. 

 

Key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dance, ecological cultivation 

 

前言 
    創新創業教育是近年來教育領域的熱門。1991 年，東京創業創新教育國際

會議從廣義上把「創業創新教育」界定為：培養最具有開創性個性的人，包括首

創精神、冒險精神、創業能力、獨立工作能力以及技術、社交和管理技能的培養
20。2010年我國教育部在《關於大力推進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和大學生自主創

業工作的意見》中將創新教育與創業教育結合，提出了「創新創業教育」的表述，

對高校創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21。它是培養個人獨立創新思維能力，

是一種素質的培養。 

十幾年來，諸多學者深入研究高校創新創業教育發展，一方面從綜合的視角，

一是結合高校人才培養的視角，提出人才培養戰略目標22。二是提出構建高校創

新創業教育生態體系23。另一方面，高職教育作為高校教育的半邊天，在創新創

業教育研究上也作出自身的努力。高職教育看似有著基礎知識不紮實、專業理論

課程相對弱化、師資建設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實際上高職院校創新創業教育

正付諸多方面的努力，並提出「官校企行」四方聯動，「產學創用」立體推進的

高職教育有效運行機制24。運用高職教育優勢，一要更新教育理念，培養創新創

業精神；二要變革培養模式，重點培養創新創業綜合素質；三要打造實踐平臺，

強化創新創業動手能力；四要推進市場化運作，提升創新創業實戰能力；五要突

出立德樹人，健全持續良性發展機制25。把創新創業教育融入到高職專業教育體

系中，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另外，有會計學、經濟學、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專

業等具體專業，以及體育類、藝術類、文化育人素質教育等領域的相關研究。 

無獨有偶，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後稱非遺）的文化工程自 2003 年聯合國

                                                             
20 王賢芳，《論高校創新創業教育體系之重構》，教改創新， 2012年第 2期，頁 118 
21
 李家華、盧旭東，《把創新創業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養體系》，中國高等教育，2010年 12期，

頁 9 

 
22
 李家華、盧旭東，《把創新創業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養體系》，中國高等教育，2010年 12期，

頁 10 
23 鄭玲童,《構建高校大學生創新創業生態體系的思考》， 教育時空 2016年第 8期，頁 125 
24
 劉洪一 《「官校企行」四方聯動，「產學創用」立體推進—關於高職教育有效運行機制的思考》，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9年第 3期，頁 115-120 
25
 劉洪一，《系統設計綜合改革——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探索實踐》，國際職業教育深圳論壇論文集，

2016，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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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第 32 屆全體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後，掀起了世界範圍

的非遺研究「學術運動」26。十幾年來高校教育也相繼承擔起非遺保護與傳承的

使命，但就具體的專業領域而言，從創業能力、創新精神的素質培養角度出發，

探討非遺傳統文化，尤其是結合非遺傳統舞蹈傳承的研究甚少。 

傳承是一種素質的養成，創新是一種實踐能力的培養，如何更好的運用創新

去傳播非遺傳統舞蹈文化或許也是我們亟需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結合高職院

校創新創業教育，及高職院校教學優勢，探討非遺傳統舞蹈傳承的生態培育模

式。 

 

一、高職非遺舞蹈傳承教育的創新與優勢 
非遺舞蹈的存在歷經成百上千年族群的傳跳，作為他者文化，各族群的非遺

舞蹈總是散發著一種神秘感，正因他們那有別於大眾群體文化的特質。吸引大眾

不斷尋求和感知他們內裡的氣息，於是旅遊文化應運而生，也成為非遺舞蹈傳承

的主流方式之一，久而久之造成文化某種程度的流失，舞蹈形式也發生變遷。另

一角度而言，非遺舞蹈是活態文化，她們的特殊之處正是處於流動的社會之中。

因此，如何平衡舞蹈文化特質的保持與社會的快速發展之間的關係，始終是非遺

舞蹈傳承在探討的本質問題。 

 

（一）.非遺傳承與創新研究 
    非遺研究中談及保護就必有傳承，一論傳承常常也繞不開創新與發展，保護

與開發等關鍵字。陳華文認為非遺保護與開發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悖論，如文化遺

產保護的投入與政府發展經濟需要的悖論，文化遺產整體保護與人們嚮往現代生

活的悖論，文化遺產的原真保護與經濟或商業利益驅動開發的環境破壞等，為此

也提出解開悖論的對策:國家和省級政府制定保護與開發利用的法律法規;實行

分級所有，控制利益集團主導;建立有效的評估監督機制;建立政府、民間公益性

投入保護機制27。保護是文化之根的保存，開發是文化發展與延續，二者是互補

辯證的存在。 

    當非遺作為一項文化產業，與旅遊文化、市場經濟結合進行傳承之時，「創

新、發展」等關鍵字也快速進入非遺研究者的研究範疇。此外，新媒體、數位化

進入非遺保護與傳承視域，非遺傳統舞蹈的資料庫建立等研究也成為創新保護的

重要手段。 

    非遺研究與教育的結合研究也是比較早的，關於這一問題，2002 年就有學

者提出大學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義不容辭，應該承擔起搶救和保護的

歷史使命;應該把文化遺產教育引入教學體系中，培養專門人才，讓他們在這項

事業中發揮作用;還應創辦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學生社團，廣泛開展有特色的校

園文化活動，開闢培養大學生民族精神的新途徑等28。因此，非遺進校園的實施，

為傳承與教育，創新與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因此，通過創新教育方式，進行非遺舞蹈多樣化傳承。運用搜集、記錄，數

                                                             
26 餘悅，《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十年回顧與理性思考》，江西社會科學，2010 年第 9 期，頁

7-20 
27
 陳華文，《目標差異: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的悖論—也談我們的建議和對策》，2006 年第 4期，

頁 23-26 
28
 喬曉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大學教育和民族文化資源整合》，美術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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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化媒體等手段，對非遺傳統舞蹈進行真實系統的記錄和保存，進而創作的作品

才可能是獲得文化認同。同時，創新教育有助於培養學生心智與文化意識，舞蹈

文化產品的創造與設計才更具生命力。 

 

（二）高職非遺舞蹈傳承創新優勢 
   在創新創業教育思路下，高職進行非遺舞蹈傳承有其自身的優勢。 

1.教育優勢：三育人改革理念 

2015 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及上文

提到的創新創業教育在全國高校大力推進的背景之下，作為全國高職院校示範校

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深職院）提出了三育人改革理念，即「文化育人、

複合育人、協同育人」的複合式創新型人才培養方案。文化育人指的是以先進的

文化理念和人類正向文明理念引領育人行為，即回歸到教育的本源，教育學生如

何成為一個「人」，培養有道德規範、職業精神、行為遵循、文化情懷的人；複

合育人，指的是針對育人目標的需要，使教育按照面向未來、面對世界、面向現

代化的要求，將各種育人要素根據特定育人目標的要求，通過各種育人方式、方

法複合和融匯，成為學生專業能力、核心技能、可遷移能力等綜合培養的育人方

式。協同育人，是指按照複合型人才的要求，把國際國內，校內外的育人資源聚

合起來，形成學校的育人資源，通過學校課程、實踐教學、社會實踐活動以及學

校文化環境的薰陶，以及學生主動參與建構，轉化成學生的素質結構和能力結構

的整個過程29.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相互影響，共同完成育人目標的要求。 

    非遺舞蹈的傳承教育契合深職院三育人理念所追求的育人路線，並以此為核

心理念設置傳承教育教學內容。從深化傳統舞蹈文化為宗旨的文化育人，到跨專

業學科創新運用的複合育人，再到融合內外資源進行舞蹈文化產品創作的協同育

人，三者可形成穩定互補格局，更有效推進高職非遺舞蹈傳承創新教育。 

2.技術優勢：跨專業合作 

    非遺傳統舞蹈在身體動作的活態傳承過程中獲得代代延續，研究者需要不斷

參與其中，通過學習舞蹈動作，挖掘舞蹈文化，分析舞蹈本體內涵綜合形成對非

遺傳統舞蹈的認知，因而舞蹈研究實操性為首要特徵。技能本位作為高職院校的

主要教學目標，在高職研究傳承具備獨特的技術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

是本身實踐性技術型的教學要求，為非遺舞蹈傳承與教學研究提供很大空間，尤

其是研究方法和實踐教學體系，項目化課程的開展等都為非遺舞蹈教學提供創新

可行性。二是專業之間的技術聯合，即跨學科跨專業合作研究。各專業實訓室是

實現專業創新思想的實驗地，可為非遺舞蹈創新教學思路進行跨專業碰撞發揮應

有的力量，充分地利用專業實訓室，跨專業合作，也是對本地非遺舞蹈文化的收

集與整理、分析與傳播，乃至創新與傳承提供得天獨厚的綜合交流平臺。 

3.外環境優勢：與市場接軌 

    高職教學體系注重職業化教學，提倡校企合作，凸顯出高職教學的市場化優

勢。學科建設，課程設置都與市場聯繫密切；校企合作專案、企業訂單班，在校

期間學生參與企業崗位實訓、體驗市場運行模式、熟悉職業操作技能等，為非遺

傳統舞蹈傳承教學的創新創作提供直接拓展的平臺，與市場接軌不但使舞蹈走出

去，也能及時獲得舞蹈創新產品的回饋，提高創新效率、檢驗傳承效果。 

                                                             
29
 張效民，《高職教育「三育人」:理論建構及其意義》，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 1期，

頁 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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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生態培育的傳承模式 
    非遺舞蹈傳承教育不僅僅是告訴學生舞蹈的存在，也並非只教會他們如何跳，

還要搜集相關的民俗、地域、歷史等資料，深挖為什麼是這樣跳，以及道具的應

用等特質，進而體驗身體動作的過程，喚醒對身體文化的覺察。當傳統情結生根

於肢體，再去發掘新的方式，進行多樣化傳承，創新傳承目標將會更加明確。 

     生態一詞源于希臘文，含義為住所或棲息地。本文移植到非遺傳統舞蹈的

傳承，提出生態培育，一是強調舞蹈與其所生長的地域文化、習俗信仰等原為一

體。二是突出舞蹈生機。她是鮮活的、動態的、迴圈的，可創新傳承的。為此，

非遺傳統舞蹈傳承教育可視作一個迴圈的生態系統，原生態區域、創新教學、市

場體驗等均為生態子系統，進行生態培育便是以育人為核心，傳承為目標，回歸

傳統文化精神，創新教育，探索傳承，建構高職非遺舞蹈傳承教育模式。 

如圖所示，原生態區域為創新教學提供根基，創新教學是市場體驗的培育領

地，市場體驗的創新形式又將尊重原生態區域的根性文化，回顧傳統意識。三者

在育人機制下迴圈運轉，實現非遺傳統舞蹈的動態傳承，傳承是當下生態培育模

式的創新傳承，也是不忘初心，回歸文化育人的傳統傳承。各個環節和諧共存，

良性迴圈。只有回歸傳統，摸索舞蹈文化本身的內在規律，才能在創新的路上更

好實現傳承的內涵，突出育人的核心價值。 

首先，我們應當挖掘傳統、轉變觀念，更新高職非遺舞蹈傳統傳承教育理念。

非遺傳統舞蹈在民間的傳承主要是以老藝人口傳身授的方式進行，傳承過程很大

程度取決於老藝人的經驗。為廣泛傳播非遺舞蹈文化，實施非遺舞蹈進校園，即

老藝人教授校園學生舞蹈本體，但實踐傳承形式僅集中在跳本身，而對舞蹈文化

以及動作本體關係的研究極少，更談不上傳承的系統化模式與機制建立。雖然舞

蹈動作的學習是核心部分，但只有動作的學習卻流於表面，沒有理論與因材施教

的體制研究結合，很難真正培養學習者群體的傳承意識和責任，創新能力培養也

將失去應有的文化根基。傳承的前提是保存文化，當下高職非遺舞蹈傳承教育應

當轉變觀念，培養學生創新思維。運用現代數位化技術，充分挖掘傳統資料，同

時學習與對比，整理分析保存，並動態觀察舞蹈本體，對材料即時更新調整。 

    其次，創新方式培養，結合高職課程可進行一些嘗試：1.拓展專業採取藝術

大類課程打通。拓展專業是大學生在主修專業的基礎上，輔修的一門或多門專業。

作為輔修專業，可以充分利用於創新創業教育，針對非遺傳統舞蹈文化的創新傳

承設置教學，其中舞蹈課程與藝術設計類課程可互通，針對舞蹈本體，以及與其

文化相關的民族民俗道具、服裝、色彩等綜合藝術元素的課程融通實踐，進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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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教學。發揮創造性教育的優勢，綜合創新教學。2. 運用主專業與通識課並

存的課程環境，進行點與面的發散。學生在學習專業課程之餘，非遺舞蹈文化內

容介入文化通識課程，通過非遺文化發展與創新規律的探索，尋找文化的點轉化

為各自專業技能運用，發揮創新觀念，表達各自對傳統文化的態度。3.開發非遺

傳統舞蹈的創新型專案化課程，實行學時機動方式，學生能全身投入原生態區域

的田野采風學習，再回到舞蹈教室、實訓室進行分析，認知非遺舞蹈文化核心，

結合社會文化需求尋找創新傳播形式，並付諸行動。 

最後，創業探索方面，結合協同育人理念，打造市場實踐平臺。舞蹈課程注

入創新思想的運用，還在於產品孵化。首先是結合學校創業學院給予的機會，成

立創新社團，為研究非遺舞蹈創新傳承打基礎。其次是跨界平臺的運用。創客思

維孵化非遺舞蹈物化科技產品，在保存舞蹈文化本體基礎上，進行有趣有效的傳

播；再次是在國際文博會藝術節、宣傳文化節等交易展示平臺的發揮，上升到藝

術化的角度，傳承非遺舞蹈文化精神。 

 綜上所述，生態培育模式的建構最終目的是結合創新基本規律和基本方法

的基礎上，「往回走」，「往深走」，認識規律，創新結合，傳承傳統。 

    往回走在於教學過程中，強化傳統挖掘的意識。通過對非遺本土地域文化的

搜集、記錄各項活動，以及對傳承人、當地百姓、相關研究者的深度訪談，讓學

生參與到非遺舞蹈所生長的原生環境中去觀察體驗，融入文化生活，同時提高傳

統文化記錄收集的敏銳度，豐富田野調查經驗。本土地域環境的存在與保護是傳

承教育的根基，在這裡指導學生學習文化的追溯、信念的堅持，以及每次舞蹈時

的那份感動與力量。 

    往深走在於教學中，運用多重技能分析整理資料。一是保存傳統舞蹈文化的

長效機制，二是啟發創新的藝術形式。技術上，運用動作捕捉、力學數位化分析、

資料庫建立等等新技術工具為動態的非遺舞蹈形態保護提供新的方式，通過材料

與動作結合分析每一項非遺舞蹈文化獨特性所在，進而分類歸納出各自舞蹈本體

的動態特質，作為進一步研究、教學與傳播的基礎。與此同時，非遺舞蹈文化的

存在是立體而鮮活的，其他藝術形式教學分析的介入，可啟發創新意識，指導學

生以不同形式詮釋舞蹈文化的核心。 

藝術形式到產品的出現是需要經過市場的驗證與打磨，傳統市場傳承的經驗

是學生透過學習過程，認識藝術規律，結合創新思維嘗試的過程。學生在市場模

式中體會創新的價值，深諳尊重傳統舞蹈文化的意義。 

 

結語 
   本文在創新創業教育的視閾下，探討非遺傳統舞蹈的傳承模式，將傳承與創

新的話題進一步深化。文章所討論的並非對傳統文化內涵進行創新，而是在創新

思維下如何更好的傳承傳統。簡言之，本文將非遺舞蹈傳承結合高職創新創業教

育具有兩點特殊的意義： 

1.高職非遺舞蹈傳承模式建構能帶動更多高職院校參與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工作

中，起到一定示範性意義。高職創新創業教育下，建構非遺舞蹈傳承模式，是結

合高職教學特色和優勢的基礎上進行，這一模式是轉變觀念，更新理念的嘗試，

將傳統內容與創新思想在教育層面的融合，尤其是職業教育，與創業能力，市場

效應直接掛鉤，反應教學效應，及時作出調整，提高培育效率。若更多高職院校

在此基礎上，都進行自身創新與傳統傳承結合的教育，為傳承開闢新的空間，使

非遺傳統舞蹈文化的動態形象更加鮮活，充分發揮生命力延續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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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提升學生職業文化素養和社會責任感具有實際意義。通過模式的建立與實踐

教學，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同時，融合非遺舞蹈傳統傳承的研究，更將創新創業理

論課程落到實處。學生職業能力得到鍛煉的同時，學生人生觀價值觀也得到培養，

不但對職業人文素養提升具有積極意義，更是工匠精神培養的核心。與此同時，

走在創新的路上不忘初心，傳承傳統，是學生走入社會的一份責任。保護民族文

化，發揮創新思想傳承文化，需在學校傳統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不斷踐行。 

    本文提出育人為核心價值的生態培育模式，首先是強調深讀非遺舞蹈文化才

有詮釋舞蹈精神內涵的自信。其次，結合創新思維的教育，轉變觀念發揚舞蹈本

體的精神內核，才有創新的底氣。因此，生態培育的首要基礎環節仍然是教育學

生如何進行傳統文化的挖掘整理，回歸田野，尊重田野。當傳統文化的傳承面臨

困難時，高職學生作為文化傳承人接班人，培養他們運用創新思維履行文化傳承

能力的使命，迫在眉睫。關於這一點，教育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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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軸承之壓力穩定性能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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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l: (04)7111111 ext. 3120, Email: 104017008@ctu.edu.tw 

 

摘要 

氣體軸承由於高速、耐用、無污染等優點，越來越廣泛運用於精密工業製

造場所，為提高運轉效率就必須改善進氣系統，包括節流器、空氣室設計、軸

承間隙大小及供氣孔數目及位置等，良好的空氣流道設計可維持高效率及高壽

命時間運轉，因此必須藉由壓縮空氣良好阻隔保護軸承，避免接觸磨損，以利

在高速乾淨環境下運作；在工業機械方面，為了減少接觸磨損導致軸承損壞產

生停產及更換軸承損失，所以研發高性能的壓縮空氣流道設計以提高氣體軸承

效率及使用壽命是迫切需要的。本研究即在探討關於氣體靜壓軸承空氣流道基

礎研究問題，特別著重於空氣室導角所產生的影響。及外環式氣體軸承間隙大

小，本實驗利用壓力感測計及資料擷取器量測空氣室壓力與時間變化關係，探

討對於氣體軸承壓力穩定性能。 

 
關鍵字：氣體軸承，壓縮空氣，壓力感測計，資料擷取器。 

 

1. 前言 

氣體軸承具有高精度、低摩擦阻力、高轉速等特性，早期只有特殊的設計及

量測儀器才使用的氣靜壓軸承。氣靜壓軸承乃藉由氣體薄膜壓力分佈來承載荷重，

其精度比線性滑軌高，但動態特性比線性滑軌差，若經特殊設計，可避免產生振

動及提高剛性，並且使用沒有環保問題的潤滑劑—空氣， 可使用在嚴禁污染的

場合中，所以非常適合食品、醫療、半導體產業及潔淨無塵室之自動化設備，以

及三次元量床、 PCB鑽孔機之精密定位系統等相關精密機械的要求。 

國內方面 陳朝光教授[1] 建立氣壓軸承理論與分析軸承性能之理論基礎，

討論防止氣鎚產生之經驗設計法則。陳明飛教授[2] 主要研就是針對考慮氣室幾

何形狀與不考慮氣室幾何形狀之小孔節流及不同直徑及不同配流槽與否之矩形

氣體靜壓軸承的平面軸墊之性能進行理論分析與實驗研究。王能治教授[3]發展

氣靜壓軸承之數值模擬及其應用研就，及研就多孔性材料運用到氣體靜壓軸承之

剛性及阻尼特性之實驗探討。廖世平教授[4]分析多孔性材料氣體潤滑止推軸承

之動態特性。史耀東教授[5] 研究運動中的氣壓式多孔性推力軸承，其運動方式

包括平面直線滑動、平面轉動及球面轉動，同時探討軸承動態特性。鄭俊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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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口形氣浮導軌特性分析等。 

國外氣體靜壓軸承發表的論文甚多，以下舉幾篇和研究主題相關之論文期刊

描述如下，S.Yoshimoto, J.Tamura and T. Nakamura [7] 研究具有補償裝置之

二塊式氣體靜壓軸承動態特性，發現影響氣體靜壓軸承為矩形氣體靜壓軸承溝槽

位置、溝槽深度及負荷大小。J. S. Plante et al.[8] 提出以假設一維模式模

擬圓柱形多孔性介質之氣體靜壓軸承設計模式。T. S. Luong et al.[9] 使用有

限元素法計算多孔性介質氣體靜壓軸承特性，計算一維假設問題及三維實際形狀，

作著發現一維假設和實際實驗測量結果相差不會很多。Y. Fujii [10] 探討滑軌

式氣體靜壓軸承之運動磨擦效應，摩擦力與氣體靜壓軸承之運動速度成正比。S. 

Zhang, D.B. Bogy [11] 用數值方法求解氣體軸承(旋轉式及滑動式) 熱傳模式，

間隙愈小時熱傳導效果增加，氣體軸承間隙具有結定性影響。Boffey et al.[12] 

發表單塊氣體靜壓軸承特性。 

旋轉主軸方面，G.L. Agrawal[13]介紹氣體軸承運用到渦輪機高速轉軸近

二十年來技術改進情況。K. Radil, S. Howard 及 B.Dykas[14]研究高速主軸徑

向間隙對於氣體軸承性能的影響，他們發現不同負荷時有適當間隙值，過大或太

小均不適當。C. DellaCorte et al.[15]探討高溫下渦輪引擎氣體軸承性能及耐

久性。C. DellaCorte, M. J.Valco [16]探討渦輪引擎氣體軸承負荷與轉速之關

係，在一定範圍內，氣體軸承負荷與轉速呈現線性關係。S.Kitazawa, S. Kaneko 

和 T. Watanabe[17]研究微小氣體軸承軸承間隙20 及徑向6 個壓縮空氣供

氣孔設計模式性能。E. Radil 和 M. Zeszotek [18] 以實驗方式探討改變負荷

及轉速之氣體軸承溫度，負荷從9-222 N，轉速20000 rpm 到50000 rpm ，隨著

負荷及轉速越大時軸承間隙的溫度越高。 L.G.Frechette 和 R. Khanna[19]研

究轉子直徑僅4.2 mm 功率5瓦高速透平機氣軸承特性，運用到微機電領域上面。

國內有中山大學蘇耀藤、周鱗恩[20]針對高速主軸軸承系統之運動與動態特性分

析，元智大學陳永樹、邱昭智[21]以單轉子模式分析高速轉軸系統特性等，成功

大學陳朝光、汪正祺對於氣體軸承非線性轉子動態分析。此外尚有彰化師大陳明

飛教授，交通大學李安謙教授，中原大學康淵教授和成功大學陳聯文教授對於轉

子動力學方面作了一系列研就，中正大學林呈彰教授對於高速主軸投入相當心力，

得到不錯的成果。 

從國內外文獻探討中發現對於氣體靜壓軸承及高速主軸探討文獻較多，但

對於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的探討較少，但它確實已運用到工廠實際機械，有相當

研就必要性及迫切性。本文想先從既有空氣室形狀對於氣靜壓軸承影響擴展延伸

到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的影響，期能增加氣體軸承運轉的穩定性探討及提高外環

旋轉式氣體軸承的壽命，並且能保持高速運轉性能。 

 

3.實驗方法  
由於本研究旋轉式氣體軸承性能影響，因為氣體軸承壓縮空氣進入方式和氣

體靜壓軸承類似，同樣是壓縮空氣由節流器進入空氣室，再從空氣室分配到軸承

內部，因為氣體軸承旋轉部份為圓狀，為了能均勻分配壓縮空氣，本產品原設計

方式為徑向有二環供氣，每一環共有 6 個供氣孔，軸向兩邊各一環，每一環也

有 6 個供氣孔，而氣體靜壓軸承通常僅有 1個供氣孔，其軸承間隙為受負重大

小有所差異，因為沒有高速轉動原因，故沒有損壞問題，良好的設計可以使用相

當久。但是旋轉式氣體軸承會因軸承高速轉動部份與供氣主軸相接觸而導致軸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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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就摩擦損毀，所以旋轉式氣體軸承考慮因素較多，需注意軸向及徑向間隙、

供氣孔位置及數量、受負荷影響和轉速大小等等。 

 由於實際軸承的的問題如上面所示，故研究上必須針對軸承運轉特性處理，

探討空氣室入口導角與否對於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性能影響，另外探討氣室出口

導角對於氣體軸承運轉的影響，故實驗探討的基本變數有進入氣體軸承壓力量測，

從壓力變化瞭解流場行為及特性，另一項主要需量測為軸承環狀間隙分佈情形，

故本實驗預計不同參數改變下之壓力及間隙變化，這些參數包含入出口導角影響、

軸向及徑向間隙大小、轉速變化、壓縮空間出口大小對於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震

動效應及性能影響等。 

    

4. 結果與討論  
氣體靜壓軸承空氣是導角影響氣鎚現象發生與否相當關鍵，圖(2)和圖(3)

描述工見施工及量壓力位置地方, 圖( 4).節流孔出口無導圓角及具導圓角之電

子顯微鏡放大圖，從結果得知氣體靜壓軸承空氣室入口具導圓角不容易產生氣鎚

現象，而氣體靜壓軸承空氣室入口沒有導圓角容易產生氣鎚現象。圖 (5)清楚說

明此問題物理現象， 氣鎚現象容易造成氣體靜壓軸承產生震動與躁音，對氣體

靜壓軸承產生不良影響。 

氣體軸承徑向間隙由文獻記載d/5000~d/2000，以本實驗換算為徑向間隙為

0.02mm~0.05mm。但是軸向與旋轉壁之間隙經實驗測試約0.1mm，太小會發生如圖

(7)所表示氣壓震盪氣鎚現象並且產生噪音，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無法正常運轉，

經過測試徑向間隙0.1mm為不會發生氣壓震盪氣鎚現象的設計方式。 

本實驗壓縮空氣量約97~150 Liter/min之間，約氣體靜壓軸程所需壓縮空氣

量的2000~3000倍，由於實驗室壓縮空氣儲存器無法像工廠那麼大，無法維持固

定壓力要求，但是仍然可以維持高速旋轉要求，由於學生安全考量實驗僅最高到

10000RPM，實際量測為3000~8000RPM，如圖(6)所示傳動皮帶因為高轉速離心力

橡膠皮帶向外張開相當嚴重。實驗顯示外環旋轉式不同轉速氣體軸承徑向壓力變

化不大。 

間隙越小越節省壓縮空氣量，原廠商設計之徑向間隙為0.1mm，且軸承直徑大

小為本實驗機台的0.5倍，故本實驗所需之壓縮空氣量比起合作廠商原設計之氣

體軸承還要節省。另一個可以節省壓縮空氣量設計為壓縮空氣出口與供氣主軸之

間隙，間隙越小越能節省壓縮空氣量，但太小會發生震動氣鎚現象，實驗測試間

隙需大於0.06mm以上可以明顯改善氣鎚現象的發生，就不會發生震動現像，氣體

軸承可以維持正常運轉。 

 

5. 結論 
氣體靜壓軸承空氣室入口具導圓角不容易產生氣鎚現象，而氣體靜壓軸承

空氣室入口沒有導圓角容易產生氣鎚現象。氣體軸承性能實驗顯示合適且節省壓

縮空氣量之設計為徑向間隙為0.02mm(d/5000)，供氣6個孔數已經相當足夠，但

是軸向與旋轉壁之間隙經實驗測試約0.1mm，太小會發生氣壓震盪氣鎚現象並且

產生噪音，無法運轉，為節約壓縮空氣需求量，縮小壓縮空氣出口間隙也可以再

節省壓縮空氣量，實驗顯示間隙最小測試約需0.06 mm，更無需設計中間緩衝處

再開出氣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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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氣體靜壓軸承原理示意圖 

 

 
圖 2氣室內具有排氣孔之氣體靜壓軸承 

 

 
圖 3 節流孔出口處具有圓導角之氣體靜壓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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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節流孔出口無導圓角及具導圓角之電子顯微鏡放大圖(x200) 

  
 

圖 5.無導圓角及具導圓角之空氣室壓力大小 

 

 
表一 旋轉式氣體軸承間隙及壓力量測實驗相關參數 

 

供氣孔

孔數 

供氣孔

排數 

壓力 

Kg/cm  

轉速 

(RPM) 

6,9,12 2 2-5 3000-9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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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外環旋轉式氣體軸承實驗測試圖 

  

 
  Radial Pressure 

 
   Axial Pressure 

 
圖 7 氣體軸承發生振動軸向與徑向壓力

振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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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 air bearing’s high speed, robust, no contaminativ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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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to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In order to promote 

efficiency there will consider the inlet gas system, including the throttle valve, air 

chamber , clearance of the flow channel , the number for air supply holes and 

positions.  Good air flow channel design may maintain high efficiency and long 

time running for air bearing. Consequently, the lubrication of compressed air is 

important for noncontact of rotor and bearing.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tact for 

rotor and bearing in the industry machinery, the investigation for high efficiency of 

the compressed air flow channel to obtain high efficiency and to promote the 

running time for the air bearing is very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This investigation 

conduct the basic investigation about hydrostatic air bearing compressed air channel 

problem. Especially for guide angle for air chamber inlet. Outer running air bearing 

including the  guide angle effect, clearance of the air bearing, number for the air 

supply holes and postions. This investigation will use pressure sensor and data 

acquisition to measure the transient pressure in the air chamber. The proposal will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for different revolution speed of the outer ring running 

air bearing.    

  
Keywords: Air bearing, Compressed air , Pressure sensor , Data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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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高校數字媒體專業聯合辦學理

論與實務探討： 
以《2011 閩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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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中國大專校院廣泛地增設數字媒體專業(數位媒體設計系科)，但短期

間教師質量尚難配合，因此，積極尋求對外合作機會，為解決燃眉之急的務實策

略。本研究探討數字媒體專業閩台高校聯合辦學實務模式建立，並以《2011 閩

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計畫為例。首先，進行兩岸高教境外政策發展與現況

研究，再對國內外夥伴關係與聯合辦學理論探討。研究方法係透過訪談赴台灣高

校參與聯合辦學專案各校學生與帶隊老師，獲得意見進行分析與討論，最後，形

成研究結論。 
 

關鍵詞：2011 閩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夥伴關係、聯合辦學模式 
 

1.前言：兩岸聯合辦學政策源流與發展 
以研究動機而言，兩岸由於歷史背景各異，長久以來處於一種奇妙的平衡，

雙方互相瞭解卻又顯得陌生，台灣政府長期處於「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之「三不」政策，不僅加深了兩岸人民彼此間的鴻溝，更將許多的機會拒之於門

外；近年來因全球化浪潮勢不可擋，對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都產生極大的

衝擊，台灣亦不可免；台灣政府於 2002年 1月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加入於 WTO，

國內市場亦面臨由封閉漸轉為開放的局勢，這其中也包含了教育市場的拓展(劉

暉，2011)。因此，教育產業境外化與國際化是當前臺灣大學需要積極思考的重

要議題，尤其對高等教育全球競爭力至為關鍵。 

其次，兩岸高教政策源流與發展來看，2003年由陸方所公佈的「中外合作辦

學條例」第五十九條明定，將台灣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內地共同辦學的教

育機構共同列入該條例的規範之內，並在第三十條提到國家鼓勵中外合作辦學機

構引進國內急需、在國際上具有先進性的課程和教材，以彌補陸方在這些領域的

空白，沿用迄今；中國大陸福建省政府於 2004年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構想，

劃分台灣本島和福建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為了加快海峽西岸的發展，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 2009 年頒布「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

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指出海西經濟區北承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進而

成為重要沿海經濟帶之發展區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09)，並在 2011 年

通過「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規劃」，更明確地確定了海西的具體範圍，以及目標、

分工、建設等等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1)。 

mailto:jamesysche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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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八月，「陸生三法」正式由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自此台灣正式承認

大陸學歷，並同意陸生來台就讀高等教育，由於台灣高等教育近年來面臨少子化

的衝擊，許多大專院校亟思因應之道以擴大生源，兼之政府鼓勵台灣高等教育朝

向國際化以提升大學競爭力與教育品質，並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環境，台灣各公

私立大專院校開始提高招收國際學生之比例，其中又以私立學高等院校招生最力；

根據教育部與 101學年度所統計的中華民國高等教育校院資料，全國目前共 162

所大專院校，其中國立佔 53 所，私立則佔了 109 所(教育部統計處，2013)，可

見國內教育環境仍以私立學校為主體(張國保與楊淑涵， 2011)，陸生由於地理

環境和語言文化背景與台灣相近，因此成為國內各大學的重點招收對象，根據教

育部(2012)統計，2011 年 8 月至 2012 年 7 月的國際學生(含正式修讀學位外籍

生、僑生、外籍交換生、大專附設華語文中心)共計 43957名，而其他境外學生(含

正式修讀學位陸生、大陸研修生、短期研習及個人選讀、海青班)為 20601 名，

其中正式修讀學位的陸生從 100 學年度總計 928 名，增加到 101 學年度 1864 人

次(教育部統計處，2013)。兩岸聯合辦學法源依據最終被確定下來，具體行動於

焉展開。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瞭解赴台參與《閩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一年

後，學生學習滿意程度，以做為兩岸政府後續制定政策之依據，及學校教學品質

提升之參考。 
 

3. 文獻探討 

 
2.1 兩岸聯合辦學的法源與現況 

2009年七月，閩江學院成立了「海峽學院」，首開「3+1」雙聯課程的人才培

養模式，與臺北的中國文化大學、台灣實踐大學合作，成為了中國大陸高校第一

例與台灣高校的本科層次聯合辦學案例，該模式的運作模式下，學生入學後前三

年在海峽學院學習，第四年赴台灣高校學習，學生在台期間，台灣方面高校會安

排相關企業實習機會，在課程設計上則有一半的專業課程師資來自台灣，師資上

臺灣教師教授約四成的專業課程。學生學成後將為海西經濟建設做出貢獻 (黃建

如與黃敏，2010)。 

福建省提出《2010年閩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參與學校包括福建師範

大學等 21所福建大專校院，與台灣世新大學等 24所大學。招生對象為大陸學生，

規畫外掛招生 5000名，不占招生名額。採 3+1或 2+2學制。3+1是大陸讀 3年、

台灣讀 1 年；2+2 是大陸讀 2 年、台灣讀 2 年。另一種 1+1+1「校校企」學制，

專門針對 3年制專科學校，即大陸 1年、台灣 1年、台資企業實習 1年。學生報

考時皆已被告知，採用特殊學制。開設專業(即科系)皆為大陸產業發展急需的學

科，包括機械設計與製造、光電技術、園藝技術等 56 個。台灣參與學校有世新

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玄奘大學等 5所一般大學；以及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等 2 所國立大學。大陸參與學校有福建

師範大學、福建工程學院、廈門理工學院、閩江學院、三明學院等 5所四年制本

科大學(簡立欣，2011)。 

黃建如等認為雖然兩岸間的許多高校(大學)都簽定了合作協議，但一般都是

學生、教師的互派或者是進行學術方面的研究，而在課程、項目合作上的規範化、

制度化方面仍存在欠缺；若海峽兩岸聯合辦學的中高校之間能採取雙聯制課程，

實行 “1+2”、 “2+1”、 “3+0”、 “2+2”、 “4+0”等模式，對兩岸的發

展將有極大的裨益( 黃建如，黃敏，2010)。根據尚紅娟的研究整理，合作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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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如下: (一)以校校和校校企合作模式居多；(二)多採取 “拼盤式”的課

程教學；(三)以「分段對接」的方式進行人才培養；(四)以交換生為重要合作項

目；(五)通過聯合培訓方式來提高教師素養 (尚紅娟，2011)。 

大陸方面亦在 2010 年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時，將兩岸的高等教育發展等相

關議題納入其中心議題，並批准福建省華僑大學、福建農業大學和漳州天福茶學

院自主組織對台招生，擴大了招收台灣學生的途徑(劉暉，2011)。之後，第五屆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關於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台灣高等教育學會理事長楊國賜

先生認為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其內涵不外學術的交流、學者的交流、學

生的交流，以及課程的交流(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3)。有鑑於此，

交流模式的建立與完善勢必對兩岸文教交流合作有正向的助益，更有助於兩岸莘

莘學子瞭解彼此文化，增進彼此關係。 

2013年福建省政府亦提出「福建省促進閩台職業教育合作條例」，內容除鼓

勵台閩雙方合作辦理職業外，並有多項優惠措施，包含增加合作交流項目、服務

與保障，法律保護，土地融資，資金重點支持與糾紛仲裁制度等，吸引兩岸高水

準高等院校合作辦學，共同建立科學研究中心、科技成果轉化(育成)中心，聯合

招生、聯合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福建省無疑的是在兩岸的經濟交流

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推動聯合辦學的重點省份。 

根據上述種種資料，足見台陸間的文教交流已逐漸活絡，隨著政策的開放，

未來將有更多的陸生循各種正式管道來台就讀學位，然目前國內高校在台陸合作

的方式上並未有統一的作業模式，亦無有效的方式以評核雙方合作績效，本研究

以管理學中的夥伴關係理論為基礎，探討兩岸聯合辦學的模式與效益，希望可作

為未來相關政策制定時的參考。 

 

2.2 兩岸聯合辦學的理論基礎 
全球化影響所擴及的範圍無遠弗屆，受全球化的影響，資金、人才、資源與

技術無不紛紛跨越國際藩籬，尋求跨地區以及跨領域的合作，以期提昇自身的利

益以及競爭力，在此一浪潮的影響之下，企業與國家需要具有全球移動能力以及

國際視野的人才，間接導致國際化的人才需求增加，而培育這些人才的高等教育

機構亦隨之邁向國際化(薑有國、喻愷與張蕾譯，2010)。 

Gibbons 所提出「大學競爭力等於國家的競爭力」的概念已成為各國教育政

策的一個重要宣示(Gibbons, 1998)。教育在全球化潮流中扮演的角色，已漸由

一種超然的「提供者」，轉變為較接近對象的「服務者」，教育部長蔣偉寧自就任

後，有感於我國正面臨之全球化、少子化、氣候變遷與人才斷層等種種挑戰，多

次強調人才培育關係國家的競爭力與發展，所以積極研定「人才培育白皮書」，

於民國 102年 6月規劃方向，即包含了「將提出具前瞻性及具國際競爭力之行動

方案與策略」，逐步放寬陸生來台就學限制，同時可考證照與擔任研究助理(教

育部，2013)。 

2000 年起 WTO 已將教育服務項目歸列為「新貿易協商( new services 

negotiations)」的範疇下，下設(一)初等教育服務；(二)中等教育服務；(三)

高等教育服務；(四)成人教育服務以及(五)特殊類型教育服務(如體育等)WTO官

方網站，2013)，可見為了永續發展，教育勢必須效法企業間的策略聯盟夥伴合

作關係，以互利、互助的方式尋求進步，並提升專業水準。 

為了擴大教育夥伴關係，教育部對內積極推動「攜手計畫」，鼓勵大學與中

小學建立夥伴關係，對外則開放陸生來台修讀學位；夥伴關係的建立影響課程改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s_negs_e.ht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erv_e/s_neg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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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成敗甚钜，它亦能促進學校與教師的專業成長，並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吳俊

憲與吳錦惠，2008)。 

夥伴關係泛指人與人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一種關係，而此種關係是一種

為了完成某種特定目的而相互支援的一種緊密的合作意願(吳壽進與方文昌，

2008)，夥伴關係(Partnership)與合夥(Collaborative)和合作(cooperatives)

意義十分相近，皆強調個人、群體或相異機構間的合作關係(李子建、盧乃桂，

2002)，合作的雙方藉由合夥關係共同決策與行使權力，而在雙方均保持獨立自

由的基礎下「合作」以獲取最大利益；而最大利益也代表著成本的降低，由於新

技巧、新途徑的研發與產生，資源共用以及做事方法的革新，改善了合作雙方的

服務品質，而在競爭中，服務的改善乃是增加組織效能與減少成本的條件之一(黃

惠穗，2007)。 

鑒於夥伴關係的應用層面廣泛，各家研究對夥伴關係的形成原因多有不同見

解，McQuaid(2000)認為夥伴關係泛指多種許多不同的情況和地域間的關係類型，

甚至其定義可以說是無窮盡(infinite)地廣大。根據 Goodlad的看法指出，理想

的夥伴應該是一種共生(symbiosis)的關係，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具備以下三種

特徵: (一)夥伴間存在不一致性；(二)目標必須滿足雙方的各自旨趣；(三)夥伴

必須是無私的，並致力滿足對方的私利 (引自李子建、盧乃貴 2002)；

Moseley(2003)指出一個成功的夥伴關係有以下三點要素：(一)成員間的權限及

義務；(二)雙方清楚地知道相互的需求與資源；(三)在地決策。 

由於夥伴關係應用層面廣泛，因此夥伴關係形成的原因各研究學者有不同的

看法，李長晏與鄧怡婷(2004)從處理公共方案與事務的觀點指出，多重組織夥伴

關係的構築原因可歸於四點: (一)資源的相互依賴；(二)整合功能分化問題；(三)

解決跨域的議題；(四)使決策制定過程公開化。因此，夥伴雙方具有共同目標、

相互需要、一起解決問題的機製與能力，並能開誠佈公制定決策。 

吳壽進與方文昌則認為夥伴關係的形成原因包含(一)策略觀點，例如：基於

產品重要性(Akacum & Dale, 1995；Stuart, 1993)、策略重要性(Marco & Garcia, 

2004)所促成；(二)資源觀點，例如：資源與能力(Marco & Garcia, 2004；Stuart, 

1993)與投入(Anderson & Weitz,1989；Ganesan, 1994)、資源能力之取得(Pasi, 

1995)；(三)依賴觀點，包括：資源依賴(Pfeffer & Salancik, 1978)、資源互

補(Brouthers, Brouthers, & Wilkinson,1995；Hunt, Arnett, & Madhavaram, 

2006)、相互依賴(Ganesan, 1994；Heide, 1994)等。上述觀點決定夥伴關係的

成敗。 

Lehtonen歸納夥伴關係的特性與成功因數如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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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夥伴關係的特性與成功因數 

資料來源: Lehtonen, 2004 

依據 Vigoda 與 Gilboa(2002:101)提出協力活動的特點包含了(一)與其說協

力是戰術(tactic)還不如稱之為策略(strategy)；(二)參與者之間有力的連結；

(三)涉及不同團體；(四)涉及團體的成員長期致力於該活動；(五)運作過程有正

式的型態；(六)傾向透明化。夥伴關係的應用對教育品質有正面的助益，當然也

有可能的阻礙，其來源可能為合作過程中因雙方的目標或期望值的落差，或是執

行期間資源補給的斷層，抑或是來自外力(如政策)的影響等等，都可能會降低聯

合辦學的成效或表現；尤其聯合辦學背後是兩個結構複雜的團體如學校，甚至是

政府組織，在互動過程中難免因利益觀點不同，或機構組織複雜導致權責難以清

楚界定，又或是政策倡導不足造成辦學效能的低落等等(黃惠穗，2007)，這些因

素都可能導致夥伴關係產生風險，但如果組織之間有良好的風險分散機制的話，

將可讓風險與期待的落差減低(Chung, Hensher & Rose, 2010)。吳俊憲、吳錦

惠(2008)認為，大學間的夥伴關係建立前，雙方必須先評估合作的需求和目的，

並且彼此溝通想法與交換意見，合作關係需基於互利互惠，共用資源、共擔風險；

組織與組織間以協議的方式進行互動，利益共用，責任同當，且基於互利互惠的

原則下，不應純由單方面受益或付出，如有意見應開誠佈公地提出並尋求溝通解

決。 

根據江岷欽、孫本初、劉坤億(2004)的研究整理，組織夥伴關係並非一成不

變，而是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出現不同的治理模式，故提出了四種階段：(一)

前夥伴合作關係階段，(二)夥伴關係已建立且穩固階段，(三)協力遞送服務階段，

(四)夥伴關係終止或持續階段。 
 

2.3 兩岸聯合辦學運作模式探討 
Barmeyeru(2004)認為當跨文化的學習行為發生之時，學生的學習與工作模

式(Learning style)會彼此交流，進而讓自己對發生的問題有更多元的解決能力。

作為一種「跨文化」、「跨地區」的校際合作，聯合辦學模式提供兩岸學子彼此

交流的機會，正如前文所提及的，聯合辦學能培養具國際視野與全球移動能力之

人才；從學生角度看所謂的「國際化」，指的是拜訪其他國家，學習相異的生活

與思考模式，並與他們自身的價值觀相互融合撞擊，而學校方面也希望藉由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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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來拓展學生的視野與溝通能力(Reid & Loxton, 2004)；而一名國際事務工

作者應具備的多元職能應至少包含認知、態度、行為等三種指標性能力，故授課

內容宜將「個人因素」、「情境特質」、「母國文化」、「他國文化」納入考量

(張瑋雯，洪小惠，2011)。Yigitcanlara 更指出城市與區域性計畫教育在現今

變化多端的時空環境應更具彈性、創新且能與後現代社會複雜的政治社經現況互

動。遊學對豐富學生的教育經驗與競爭力是個不錯的途徑。跨文化遊學讓學生具

備了專業能力與建立研究夥伴關係，跨國共同學習的經驗讓學生更有能力應付複

雜的問題；他認為跨文化聯合教學在計畫教育與練習方面具有相當優良的潛質，

藉由接觸不同的學習歷程，學生能對自己國家產生新的觀點，並對國際間的計畫

爭論與文化差異藩籬有所洞察(Yigitcanlara, 2011)。 

綜合上述各家文獻，本文整理出聯合辦學之四大階段與夥伴關係模式，如圖

二所示： 
 

圖二 聯合辦學之四大階段與夥伴關係模式 

資料來源: 研究者整理 
 

最後，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將聯合辦學模式分為四大面向，分別為(一)策

略規劃:包含前置作業與交流，如學分認定與雙方互信的基礎，擬定課程計畫與

實行方式，並進行招生；(二)共同責任: 根據規劃好的課程進度與目標，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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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授課與評量；(三)資源共用: 兩校可共用互利之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與智慧

財產；(四)風險評估: 聯合辦學對兩校可能承擔的風險，並思考如何避免或減至

最低，包括價值觀與政治意識型態的衝突。 

為了能系統化的建構進修方案，前期規劃如下: (一)收集兩校對接學系開課

表，做為課程比對的參考依據；(二)比對兩校授課科目內容(質的比較)一一比對

兩校課程之授課大綱，避免授課內容重複或是內容程度上的落差；(三)比較兩校

授課科目學分、學時(量的比較)，在此步驟中詳列可互抵的科目之學分與學時，

已進行量的比對；(四)建議修補課程及重點學程，列出需補修的課程與台灣參與

大學的重點學程以供進修學生參考；(五)研擬補修課程及重點學程修課時程與

(六)列舉申請進修應備相關重要文件以供進修者參考。 

 

3.研究方法 
研究主題：兩岸聯合辦學態度與滿意度探討。 

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教學場域觀察與深度訪談) 

執行過程：訪談某學院2011級數字媒體專業2位老師與58位學生，藉由《2012閩

台高校聯合培養人才專案》赴臺灣中部科技大學數位媒體設計系學習兩學期

(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 

訪談綱要：分別為學習動機；課程規劃；教學實施；學習成果；未來升學與就業，

共計五大面向。 
 

4. 結果與討論 

 
4.1學習動機 

大部分的同學對於有機會來台灣學習都保持高度肯定，認為可「提升學習動

機」；不只課內學習，有機會校外參觀學習也相當珍惜。在不同環境學習也有助

於激發學生作品創意，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與意識型態的差異都是重要原因。但對

於「自主學習」則依個人看法不同有所差異；學習的過程更瞭解台灣的文化與價

值觀。令人意外的是部分學生覺得課業壓力比以前大，有可能是先備知識不夠，

授課方式不同及台灣老師高估陸生的學習動機，畢竟大部分的學生經歷高考緊張

的生活，上高校後都想好好地放鬆，尤其有機會到異鄉學習。至於「會主動參與

課堂外學習」，則依個人興趣而定。有部學生分表示同意會將台灣值得學習的地

方帶回原來學校。 

4.2課程規劃 
有關「理論課程」規劃適中程度，大部分的同學覺得理論課程太少，尤其思

維、美學與創意的課程應該增加。相對地，「實作課程規劃」則太多，做中學、

做中思的概念，對高校來的陸生不見得行得通，真實案例，某師同一門課對陸生

與台生班教學評價兩極。由於兩岸專業名詞的差異與大一、大二原有課程銜接部

分學生有許多批評，課程配當不適合，這有可能是因為，首次合作，錯估學生能

力與經驗不足所導致。另外，對於「台、陸生合班授課」問題，陸生大部分樂觀

其成，台生則保守許多，這有可能是自信心的影響，或是對立意識型態的影響。

對於「一學年課程」時間剛好的，意見差異頗大，剛好、太長、太短的意見都有，

這可能因個人差異而有所不同。有關整體課程內容規劃適當大部分同學皆不同意，

這有可能是專業不同，數字媒體藝術專業偏向電影與特效；數位媒體設計偏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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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教師專長、設備與課程皆有差異。 

 

4.3教學實施 
基本上，學生對大部分「老師的授課方式」都能符合需要，但少數學生對外

籍教師上課感到不適應。對老師授課生動活潑多表認同，有較多互動且有耐心。

大部分學生提及作業太多，無法消化，這應該是老師錯估形勢，認為陸生較有學

習動機，其實蠻多學生希望利用課餘時間到處走走。至於評分方面學生認為「老

師對學生評量較公正」，這可能是因為初次見面尚未有刻板印象，較少看人打分

數。就「系上教學資源充足完善程度」大部分同學皆表不認同，很顯然陸生外加

名額已超過系原有負荷，雖然排課時間刻意錯開，但期中、末交作業需要借用器

材還是無可避免會發生衝突與短缺的情形。 

 

4.4學習成果 
 「對我的『專業知識提升』有幫助」，則依個人興趣與規劃而定，有人覺得

學太廣，有人不確定自己興趣所在，整體而言，希望能更專精在自己喜歡的部分

(影視)。對「專業技術提升」是否有幫助？大部分是持肯定的態度，部分學生覺

得學到許多數位工具與電腦軟體操作技術。另外，對我的「職業道德提升有幫助」，

大部分同學認同。同時，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也是正向回饋。大部分學

生對數字藝術興趣降低，只有少數陸生對原先專業保有熱忱，這可能是課程安排

有相當落差。 

 

4.5未來升學與就業 
對大部分學生希望有機會去大都市繼續學習，尤其是臺北，大部分年輕人嚮

往都會生活，認為那裏可以學到更多知識，都會優勢相當明顯。同樣他們會向學

弟妹「推薦來台就學」，但僅止於特定地區或學校。至於「留台經驗對我未來求

職有沒有幫助」，則不一定，除非是有機會向台資企業發展。對「未來有機會將

考慮來台就業，只有少部分人有此想法，大部分人還是希望留在中國大陸就業。

部分同學同意赴台學習可以「拓展人生經驗」，尤其是對兩岸風土民情與價值觀，

普遍對台灣人有禮貌，樂善好施的態度留下深刻印象。 
 

5. 結論與建議 

 
5.1增加交流有助於雙方的瞭解，同時也可以提升學習動機 

目前，大部分的陸生對於有機會來台灣學習都保持高度肯定，認為可提升學

習動機；不只課內學習，相當珍惜校外參觀學習經驗。在不同環境學習也有助於

激發學生作品創意，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與意識型態的差異都是重要原因。但對於

自主學習則依個人看法不同有所差異；學習的過程更瞭解台灣的文化與價值觀。

令人意外的是部分學生覺得課業壓力比以前大，有可能是先備知識不夠，授課方

式不同及台灣老師高估陸生的學習動機，畢竟大部分的學生經歷高考非人的待遇

上高校後都想好好地玩，尤其有機會到異鄉學習。至於會主動參與課堂外學習，

則依個人興趣而定。會將台灣值得學習的地方帶回原來學校，有部學生分表示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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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事前確實協商彼此瞭解有助於課程規劃，降低專業課程內容認知

落差，提升學習意願 
課程實施前與陸師及學生充分溝通確實有其必要性，理論上陸師規劃四年課

程最瞭解系專業方向，但實際上，由於陸方是新系，方向上還在摸索；台方負責

人如過於強勢，恐會導致一廂情願的想法，到後來吃力不討好。其次，學生才是

學習的主體，讓學生瞭解課程的重要性是重要的，雖然理想上應該如此，但當學

生學習遇到困難時難免抱怨聲四起，例如，動畫學習較為複雜，且需要花時間，

不是人人學得起的。話雖如此，與學生實質的溝通，分析課程的重要性與可能遇

到的問題與困難，使學生有心理準備，應可提升學習意願。 

 

5.3由於體制開放，在教學實施方面臺灣教師教學方式活潑多元，受

到大部分學生肯定 
基本上，學生對大部分老師的授課方式都能符合需要，但少數學生對外籍教

師上課感到不適應。對老師授課生動活潑多表認同，有較多互動且有耐心。大部

分學生提及作業太多，無法消化，這應該是老師錯估形勢，認為陸生較有學習動

機，其實蠻多學生希望利用課餘時間到處走走。至於評分方面學生認為老師對學

生評量較公正，這可能是因為初次見面尚未有刻板印象，較少看人打分數。就系

上教學資源充足完善程度大部分同學皆表不認同，很顯然陸生外加名額已超過系

原有負荷，雖然排課時間刻意錯開，但期中、末交作業需要借用器材還是無可避

免會發生衝突與短缺的情形。 

 

5.4學習成果偏向技術性知識，與陸生希望提升在理論思維、美學與

創意比重有落差 
「對我的專業知識提升有幫助」，則依個人興趣與規劃而定，有人覺得學太

廣，有人不確定自己興趣所在，整體而言，希望能更專精在自己喜歡的部分(影

視)。「對專業技術提升是否有幫助？」大部分是持肯定的態度，部分學生覺得

學到許多數位工具與電腦軟體操作技術。另外，對我的職業道德提升有幫助，大

部分同學認同。同時，對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也是正向回饋。大部分學生對數

字藝術興趣降低，只有少部分同學對原先專業保有熱忱，這可能是課程安排有相

當落差。 

 

5.5聯合辦學模式立意良善值得推廣，對陸生未來升學與就業都有正

面意義 
 兩岸高校聯合辦學模式可以說是好的開始，但不應只是單方面的，應當由點

到線、由面到體，全面交往才有助雙方面的溝通與瞭解，擴展視野。但這都是過

渡時期權宜之計，應由現有「推廣教育」辦學模式，轉為未來「正規教育」辦學

制度，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兩岸政府與學校各自面臨不同問題與困難，是否能

排除政治歧見，建立互信機制仍有待考驗。未來台灣教育產業的競爭力的提升是

極為嚴肅的課題。台灣具有低學費、高品質教育優勢，能吸引特定生源。雖然，

學校招生吸引力以排名與都會優勢兩項因素最為顯著。但是，其他學校須建立自

我特色，例如，特色專業或找到門當戶對性質接近的學校交往，聯合辦學才能走

得久遠。另外，由於受政治因素影響過大，招收境外學生無法過度期待陸生，宜

全面考慮華文世界學生為主，例如，馬來西亞、印尼、緬甸等地華人，或提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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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授課以吸引非華人的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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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財產權為切入點的資訊與通信專

業創新教育研究 

 
桂林，左健存，張華 

上海第二工業大學 電腦與資訊工程學院  上海 201206 

 

摘要 
資訊與通信產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而這些奇跡的背後是核心技

術的競爭與更迭，實踐證明加強智慧財產權的儲備和戰略佈局對提升資訊與通信

產業的核心技術至關重要。產業的新發展對高等教育中工科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

的要求。將課程內容與職業需求相對接，在教學中引入工業實踐中急需的知識和

技能，已經成為應用型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的共識，而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培養工

科人才的智慧財產權意識，進而提升學生的創新能力是一個新課題。本論文從資

訊與通信產業的發展演進入手，闡述向工科學生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的必要性，

並根據作者的行業經驗論述怎樣進行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教育，論文包括以下 3

個方面的內容：1 在資訊與通信技術類專業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的必要性；2 應

該向資訊與通信技術類專業傳授哪些智慧財產權方面的基礎知識；3 如何借助智

慧財產權教育培養工科學生的創新能力。 

 

關鍵字 創新教育；智慧財產權；資訊與通信技術類專業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created a miracle, 

and behind the miracle it is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competition and alternation.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serves and strategic 

layout to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s core technology is 

very importan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Will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needs, introduce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in industrial practice in 

teaching, has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 type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ow to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ulture engineering 

personnel awarenes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nhance students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a new topic. In this paper,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of expounding to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carry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edu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bout how to carry ou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f contents: 1 in the specialt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the necessity of the edu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how to teach the basics of w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pecialty.3,how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by us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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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Innovative educ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jor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1 引言 

資訊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是指

以研究資訊的產生﹑傳輸﹑處理和識別為主要內容的相關技術。在高等學校中，

通信工程﹑電子資訊工程和電腦技術等 ICT 的相關專業一直承擔著培養 ICT 人

才的重任。自 20 世紀末以來，通信技術和計算技術的發展成為了人類社會技術

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改變了人們的生產﹑

生活，以及知識獲取的方式。最近幾年，在移動計算﹑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動通信

技術的推動下，移動互聯網的出現和發展，讓人們的掌上數字生活成為了現實，

由此開啟了“互聯網+”相關應用為特徵的新生活，大家進一步感受到了生活的

便利。然而，技術的發展永不停息，在新型無線通訊技術﹑人工智慧技術﹑寬頻

智慧光網路﹑虛擬實境技術和智慧硬體技術等新一代資訊與通信技術的推動下，

人類正朝向智慧化社會的方向邁進。這些技術內容的變化對高等學校 ICT 相關

專業的教育形成了新的挑戰。 

傳統的觀點認為，本科階段的高等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基本專業素養，重在

教授一些專業相關的基本知識和基礎技能。在這種觀點的影響下，ICT 相關專業

的教育一直以來教育內容相對固定，較為重視基礎知識的傳授，但是對學生創新

能力的培養相對較弱。在 ICT 的發展過程中，知識和方法的創新一直是整個技

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ICT 產業的激烈競爭使得行業中的企業必須重視核心技術

的掌握，必須以技術創新取得企業的技術領先，同時又必須保護好來之不易的創

新技術。一般來說，獲得專利權是一個企業進行技術保護的主要途徑。在 ICT

產業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專利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圍繞著專利權的取得與

保護，企業形成了一整套技術創新思路與技術保護方法，但是，長期以來這些內

容並不被 ICT 相關專業的教育人士所重視。ICT 相關專業的教育人士往往認為,

專利等智慧財產權的創新方法﹑戰略策略和保護策略超出了 ICT 專業的範圍，

屬於法學相關專業研究的內容，至少是交叉領域的內容，因此長期以來，沒有進

入到大家的視野，更沒有在本專業傳授相關內容。而法學相關專業的教育人士卻

認為，專利相關的法律內容有較多的技術因素，它雖然屬於智慧財產權法中的重

要內容，但是法學專業的相關研究對於企業來說相對抽象，企業難以找到專利等

智慧財產權的創新方法﹑戰略策略和保護策略的合適人才。 

本文將討論在資訊與通信技術類專業學生中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的必要性，

以及如何結合專業內容開展智慧財產權的教育，最後論述如何借助智慧財產權教

育培養資訊與通信技術專業學生的創新能力。 

 

2資訊與通信技術專業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的必要性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在知

識經濟時代，大家有一種廣泛的共識，即知識已經可以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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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過程中。伴隨著知識重要性的提升，人們逐漸認識到智慧財產權這種無形財

產權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對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意識逐漸增強。 

在 ICT 領域，這種重視專利等智慧財產權的趨勢尤為明顯。以手機行業為

例，在第一代移動通信（模擬移動通信）和第二代移動通信（GSM 移動通信）

時代，大量歐美企業依靠雄厚的技術優勢和核心專利佈局，構建了難以逾越的技

術壁壘，因此廣大中國本土通信企業難以與之正面競爭，往往從事一些簡單研發

工作，賺取微薄利潤，這足以說明智慧財產權在通信技術中的重要性。在當今第

三代移動通信（以 CDMA 技術為核心的移動通信）和第四代移動通信（以 LTE

技術為核心的     

       
       表 1  2013 年--2015 年全球智慧手機品牌銷量排行 1 

移動通信）時代，廣大本土通信企業經過多年的技術積累和對核心技術研究的累

計投入，已經在智慧財產權爭奪中取得了相當成績。表 1 是 2013 年--2015 年全

球  智慧手機品牌銷量排行。雖然歐美通信企業仍然佔據較大的市場份額，但是

中國本土通信企業已經佔據較大市場份額。表 2 是 2014 年手機產業中的相關企

業在中國區域專利擁有量排名。其中，中國本土通信企業華為和中興在專利數量

上已經超越歐美企業，排在了前列，與其不斷增長的手機銷售量相吻合；三星﹑

高通和蘋果等企業，同樣憑藉其強大的智慧財產權優勢佔據著最大的市場份額；

而手機銷量較高的小米公司專利擁有量卻相對較少。根據最新的報導，小米公司

較少的專利儲備也成為了其手機產品走向海外的最大障礙。通過表 1 和表 2 可

以看出，世界知名通信企業在市場上的角逐，必然以強大的智慧財產權力量為後

盾，否則就難以在市場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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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14 年 全球主要智慧手機廠商專利擁有量排行 2 

    然而，反觀我們 ICT 相關專業的教育，不僅沒有加強通信領域核心專利技

術的分析和創新能力的分析，連基本的智慧財產權教育都很缺失。根據筆者對上

海第二工業大學通信工程專業 2015 屆和 2016 屆畢業生的調查，90%以上的畢

業生根本不瞭解專利的基本分類，更不會對原本公開的專利資訊資料庫進行檢索。

筆者進而對上海地區的其它高校通信專業進行調查，發現這是一個普遍的情況。

這直接導致我們通信工程專業的相關畢業生，在工作過程中會忽視對最新技術的

瞭解。根據發明專利的申請流程，一般沒有提前公開的專利，18 個月後即可查

看相關技術內容，而申請人選擇提前公開的專利，從申請日到公開日的時間將會

更短，普遍不足 1 年。因此，在 ICT 相關專業的學生中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迫

在眉睫。 

 

3  資訊與通信技術專業開展智慧財產權教育的基本思路 
一般說來，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專利。具有較大創造

性的技術一般會申請發明專利；創造性相對較小的技術或者是小的改進，可以申

請實用新型專利；涉及工業設計方面的智力成果保護才會申請外觀專利。對於

ICT 相關專業來說，學生更需要瞭解發明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相關內容。但是，

筆者也發現，智慧財產權畢竟屬於法律權利，有一整套法律術語和相關知識，如

果不採取恰當的教育方法，很難在 ICT 相關專業開展教學。筆者經過思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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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如下兩種方法可以嘗試： 

第一種方法，在原有課程中增加針對該類問題的智慧財產權方面的講述。例

如，通信工程專業需要開設《移動通信》﹑《第三代移動通信原理》等專業課程。

在講到 CDMA 技術的相關內容時，可以提及在核心專利佈局中處於領先地位的

高通公司，是如何利用專利權取得產業壟斷地位的。又例如，在講解《多媒體通

信》課程時，可以積極的引導學生查閱最新技術，可以讓他們檢索騰訊公司在互

聯網語音通信方面的專利技術，以此來增強他們的專利意識。這種方法簡單﹑易

操作，但是難以系統的講述專利技術的普遍性內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種方法，需要專門增加智慧財產權方面的課程。例如，我們可以將法律

專業的課程移植到 ICT 相關專業。但是如何進行內容的取捨，如何真正用實例

講述對學生有用的內容，仍然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內容。考慮到不僅僅 ICT 相關

專業有瞭解智慧財產權相關內容的需求，培養其它工程師的工程類專業同樣有瞭

解智慧財產權相關內容的需求。因此，可以在全校開設基礎性的選修課程，來彌

補學生這方面的不足。這種方法需要專業建設時進行長遠的規劃，並用課時保證

ICT 相關專業知識產權相關內容的教育。 

 

4如何借助智慧財產權教育培養資訊與通信技術專業學生的

創新能力  

在前面的分析中，筆者已經提到，有關智慧財產權的教育對 ICT 相關專業

的學生非常重要，然而，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教育還不完全等同於創新教育，在當

前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大家更為看重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因此，我們需要分

析一下智慧財產權的教育和創新能力培養之間的關係。 

智慧財產權本身就強調創新，這一點和創新教育是吻合的。作為智慧財產權

重要內容的專利權，本身就是國家和社會與發明人之間利益博弈的結果。從世界

範圍內看，專利的授權一般要滿足實用性﹑新穎性和創造性。技術的新穎性和創

造性要求是相當高的，它要將技術文獻在世界範圍內比對，同時要判斷新技術不

是老技術的簡單變形﹑組合及應用，因此，專利的授權體現了較高的創新性。當

學生不斷檢索這些具有創新性的專利文獻時，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就會理解什麼

是創新，並接觸到創新具體的表現形式。因此，在 ICT 相關專業的學生中開展

以專利檢索和分析為主要內容的智慧財產權教育，本身就會促進學生創新性的培

養。 

按照經濟學家的觀點，創新真正成為一種理論始於 20 世紀初。經濟學家熊

彼特首次運用創新理論解釋發展的概念時使用了“創新”(innovation)一詞，他

認為創新是發明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熊彼特在 1928 年首篇英文版文章《資本

主義的非穩定性》中首次提出創新是一個過程概念，隨後在《經濟週期循環論》

一書中比較全面地提出了創新理論 3，指出：“創新是新技術、新發明在生產中

的首次應用，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要素或供應函數，是在生產體系中引進一種生

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智慧財產權教育可以作為培

養學生創新能力的一個方面。 

    創新是抽象的，而教育的過程是具體的。從一般性的創新教育過程來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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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教育的何種階段，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會越來越強調創新能力，而不僅僅

是知識的掌握和積累。作為培養人才創新能力的重要環節，學生在大學階段創新

能力的培養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理工科大學生創新教育的內容，是有關科技

創新活動規律、創新念、創新原理與技能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教學實踐和人才培養

實踐，而智慧財產權教育可以作為一種具體的教育形式。 

 

5 結論 
   一百多年前，當林肯用“天才之火加利益之油”描述美國專利制度時，專利

的價值也許未被整個社會普遍接受，其價值只是被社會的精英人物所認知。30

多年前，當中國踏上發展本土通信企業的道路時，大家也許沒有意識到專利等智

慧財產權在 ICT 相關行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今

天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與智慧財產權的發展顯示出如此重要的關聯時，我們不

得不去思考如何在 ICT 相關專業開展必要的教育。智慧財產權教育和創新教育

有著天然的聯繫，因此，在重視高校創新教育的今天，我們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

經歷來發展高校的智慧財產權教育，尤其要在 ICT 相關專業開展資訊與通信等

領域的具體智慧財產權教育，以提升我們人才的培養品質，為繼續高速發展的

ICT 行業注入新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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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產教融合的探索 
 

俞必忠 林妍梅 

北京聯合大學 
 

摘要 
產教融合是應用型教育發展的方向。針對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教融合問題，

通過對產教融合實踐中校企關係的調查分析，介紹當前文化創意領域產教融合的

現狀，指出產教融合是人的融合，是企業文化和學校文化的融合，產教融合的重

點應在師生、校企之間加強溝通，在戰略上尋求共識，行動上包容，靈活處理不

同企業需求。 

 

關鍵字：產教融合、文化創意產業、校企合作 

     

前言 
    發展應用型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是必然的發展方向。產教融合

的理念在職業教育領域首先提出，相關的理論研究不可謂不多，也不可謂不深，

一些研究者甚至給出了關聯式結構模型，對產教融合的模式、類型進行了梳理和

歸納。產教融合的觀念也基本上被政府、學校和企業所接受，但在具體實踐中，

如何與企業建立聯繫、穩固並發展關係、提升並發展成熟的關係，仍存在許多問

題有待解決。對新興的文化創意領域來說，產教融合更有著其特殊性，有必要通

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研究其特點、總結其規律。 

 

一、 我國應用型教育產教融合現狀 

 
（一）從“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 

從“校企合作”到“產教融合”，反映了不同時期人們對教育與產業關係不

同的認識。“校企合作”認為是“學校”與“企業”的合作，“產教融合”認為

是“產業”與“教育”的融合。“校企合作”更加具體和微觀，表達的是“學校”

和“企業”在人才培養、科技服務和社會培訓方面的合作；而“產教融合”則更

加寬泛。“產”不僅指產業，也包括了企業；“教”則包含了教育和教學等豐富

的內涵。[1] 

 2014 年 6 月《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國發[2014]19

號）明確提出要“產教融合、特色辦學”、“推動教育教學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

銜接配套”。“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到 2020 年，形成適應發展需

求、產教深度融合……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準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意

味著，在政策和理論層面上，產教融合已經得到了從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認

同。  

 

    （二）產教融合淺層次表面化現象嚴重 
    產教融合政策出臺以來，學校在談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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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作企業也在談校企合作、產教融合。但是，雙方似乎總是在一條平行的鐵軌

上，校企合作仍然普遍處於淺層次表面化階段，普遍沒有達到“深度合作”的融

合狀態。問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首先，產教融合只有宏觀的政策性法規，缺乏可執行性法規。導致“成效”、

“獎勵”停留在紙面上，誰來評價成效，如何評價成效，誰來獎勵，資金來源，

都沒有可以“落地”的法規，政策缺乏可操作性。我國《職業教育法》更多是規

範學校的職業教育。儘管第六條規定了企業實施職業教育法律義務：“各級人民

政府應當將發展職業教育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行業組織和企業、事業

組織應當依法履行實施職業教育的義務。”但並沒有賦予企業以教育機構的法律

地位，企業只是職業教育的參與者，並不是一類辦學主體。這樣，第六條對企業

並沒有真正法律意義上的約束力。[2]
 

    其次，校企之間沒有建立起相對長遠的利益機制。校企合作的主導權、話語

權被教育界所壟斷，而行業企業則被邊緣化。用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

長葛道凱的話來表述就是: “長期以來企業是以志願者、幫忙者的身份參與職業

教育的。既然企業是幫忙，那麼可以多做，也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都無可

厚非。”[3] 

    比較而言，德國《職業教育法》規定：有資格實施“雙元制”職業教育的企

業被稱為“教育企業”，這些企業必須承擔教育的社會責任，當然同時也會享受

特殊的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3]
 進一步分析發現，企業開展校企合作的目的是

多元的，企業基於“吸納人才”，學校基於“學生就業”。也有相當一部分企業

開展校企合作的目的從企業角度看是一種“基於產品推廣”的校企合作，讓學生

在學習過程中就對相關設備、平臺、系統有先入為主的認識，利於企業再配合其

他手段推廣其特定的產品或服務。形成這種互利合作，就能較好地平衡了企業和

學校的利益，成為比較穩定的校企合作方式。除此以外，依賴情感作為校企合作

的紐帶是我國目前校企合作中的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而真正意義上的利益機制

還沒有建立起來［4］。 

 

二、 文化創意領域產教融合現狀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創意專業的特點 

1．文化創意產業的特點 

    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種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產生的以創造力為核心的新興產業，強調一種主體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個人（團

隊）通過技術、創意和產業化的方式開發、行銷智慧財產權的行業。 

    “文化產業”的發展最核心的因素是人的創造力的釋放和解放。在國外，創

意產業的主體就是個體，文化和藝術的行業都是個體的行業。畫家、作家、藝術

家都是自由職業者。實際上這個產業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創造力”，個人的創造

力與素養是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最關鍵環節，是產業鏈條的基礎。 

    目前的文化創意產業還是一個年輕的新興產業，雖然有若干廣電集團、電影

集團以及阿裡、優酷等巨大體量的文化創意企業，產業規模快速增長，但絕大多

數企業仍是小微企業。 

2．文化創意相關專業的分類 

    在高校，文化創意相關的專業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藝術設計類專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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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是文化產業經營與管理類專業，第三類是休閒娛樂服務類專業。藝術創作專

業人才是創意行業內容的創造者，是生產“創造力”的基礎，相關的專業學習具

有極強的專業性和針對性。本文探討文化創意相關專業產教融合重點在藝術設計

類專業。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專業名錄中像藝術設計、美術這樣過於寬泛的專業名稱

仍然存在，工業設計這個設計學核心專業在目錄中歸在機械設計與製造大類。導

致同名專業在不同學校學習的內容並不一致，由此導致學生報考時無所適從，用

人單位無所適從。產教融合過程中企業無所適從。 

    第二類和第三類專業屬經管大類，通常以經濟學或管理學專業為基礎，增加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課程發展而來，學生就業適應崗位較為寬泛。 

 

（二）文化創意領域產教融合中的校企關係分析 
    產教融合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相比其他產業的產教融合，文化創意領域的

產教融合中學校和企業的關係相對更為複雜，具體表現如下： 

1．小微文化創意企業是校企合作的主要對象 

    文化創意產業是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轉型快速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求新求

異的思維方式使文化創意企業更傾向於個性化生存，其以“創意”為主的智慧經

濟特點導致多數企業多屬小微型企業，由此也產生了相應的個性化人才需求。 

    絕大多數文化創意企業有和高校合作培養人才的意願，並且在技術和創作方

面的合作務實有效。筆者所在的學校在與電視臺多年的合作中，雙方就許多問題

上有很好的共識，並嘗試共同建立了一些組織，促進行業相關崗位職業技術能力

的規範。儘管如此，但受雙方不同體系政策和制度差異影響，合作的進展效率並

不高。而且小微文化創意企業受人力資源和場地、資金條件限制，往往有強烈的

合作意願但對學生的承接能力有限。當然，從文化創意企業對人才需求個性化的

現實看，校企合作與傳統行業成規模的組織方式必定有所不同。文化創意領域小

微企業是產業的主要組成，也是校企合作的主力。探索多主體校企合作更有現實

意義。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有更多的耐心並投入更多的精力來發展校企合作關

係。 

2．行業組織對產教融合的推動力有限 

    文化創意產業的行業特殊性及快速發展等諸多原因導致文化創意領域行業

組織關係複雜，且行業組織對成員的約束力有限。依靠行業協會推進文化創意領

域的產教融合相比傳統行業要困難得多。 

    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行業組織協會比較龐雜，這源於首先設計類工作是運

用形象思維、綜合思維解決問題的專業性活動，解決不同的問題就會與不同行業

領域合作。其次，設計的內容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社會需求變化，設計涉及的領域

也發生變化。以交互設計領域為例，有關行業組織既有近些年快速發展的交互設

計協會、體驗設計協會，也有工業設計協會、互聯網協會等 IT 組織也是這個領

域的重要成員。 

3．企業參與教育的地位不明確對產教融合產生不利影響 

    在產教融合的實踐中，企業與高校合作辦教育的地位和權利並不明確。企業

本是以盈利為目的經營性組織，參與辦學的目的是為獲得人才提高企業的經營能

力。現有的政策無法保障企業合理的權益，企業決策者就很難決策如何投入、投

入多少。由此導致校企雙方在實踐中並不容易真正融合，傳統管理制度的無形阻

力抑制了企業參與教育的熱情。例如，像電視臺這樣的國有企業，將換代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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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用於辦學本來是很好的方式，但國有資產轉出和接收無論是在國企還是高校，

操作起來都並不容易。這樣的具體困難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參與辦學的積極性。 

    當前產教融合的主要需求在學校而不在企業，雖然文化創意企業對人才有著

迫切的需求，但與學校合作培養更多是盡一份責任，從發展角度做一項公益。而

對缺少行業背景的高校來說，這一步可以說至關重要。合作過程中順應行業發展

的規律，讓“產”與“教”雙方都能獲益，是產教深度融合和持續發展的保障。 

4．產教融合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至關重要 

    在具體實踐中，產教融合最終是通過學生、教師和企業負責人和企業員工這

些參與者思想和行動的融合來實現。 

    企業管理者從企業發展的戰略角度考慮，期望通過合作使企業有更好的發展。

這樣的企業通常有專門的部門或專人負責與學校協調，落實合作內容、企業導師

選派、教學任務安排等具體工作。通常，企業盈利要靠業務部門實現，校企協作

部門相比業務部門的優先順序要低，校企協作部門調動企業人員或其他資源的許

可權有限。加之文化創意領域並沒有學校體制內認可的職稱體系，大規模文化創

意企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參與學校教學的政策難度較大。企業所有者或管理者的

職務，相對比較容易在與學校合作中得到認可，但管理專業並不代表從事具體工

作的專業。這方面小微企業較具優勢，因為小微企業的所有者往往既是管理者又

具備其從業領域的藝術專業技能，在產教融合過程中更容易符合學校對外聘教師

職務的要求，也更容易達成合作共識。不足之處是小微企業的資源有限，合作的

範圍和內容也就有限。 

學校從人才培養的角度，希望通過產教融合提升教師的“雙師”能力。理想

狀態下，專職教師與設計師、技師在交流的過程中拉近彼此的距離，建立互信，

實現產教有機融合。但在現實中，高校的考評體系缺少有效的激勵政策，企業考

評對此也沒有覆蓋。缺少制度和財務的保障與支持，在合作過程中雙方投入的時

間和精力均有限。另外，雙方各自不同的職業成長經歷造成的差異，導致雙方的

交流停留在基礎技能培訓層面。而對於高校教師迫切需要掌握的行業規範、標準、

經驗等這些藝術領域難以量化的“職業性”內容往往缺少深入的溝通和交流。  

在產教融合過程中，學生的態度非常重要。學生的學習的主動性與教師教學

方法、課程組織方式、嚴格程度有一定聯繫，但更重要的是環境氛圍的影響。當

學生進入企業後，在企業文化氛圍的感染下，絕大多數學生學習的主動性都有所

提升。 

5．高校傳統的教學管理制度與藝術專業教學靈活性之間的矛盾 

    高校多年來形成了一套教學管理運行的流程。這樣的管理體系對文科、工科

體系有比較好的適應性，但對創意領域專業來講卻並不能完全適用。產教融合過

程中帶來了更多的行業和市場的資訊，教學活動需要更靈活地面對市場的變化。

這時現有教學管理制度與藝術專業教學組織的矛盾也就凸顯出來。 

    藝術創作強調情感的融入，通過藝術教學過程中教師啟發、引導，在師生思

想的衝突、碰撞的過程中逐步探索實踐中學習技能、成長思想。這個個性化很強

的過程很難做到嚴格的計畫和控制。現有教學監控體系下，計畫不周、沒按進度

進行等負面評價導致許多教師更願意採用符合管理規範，但並不符合創意教學規

律的方式進行教學。 

6．文化創意產業產教融合過程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存在問題 

    創意設計企業以其“創造性”產品得以發展。學生在設計企業學習，接觸到

創意構思和設計中產品的機會很多。這些仍在設計過程中的半成品尚不具備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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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條件，但這些創意一旦洩密，對企業的損失極大。即使企業有

條件通過法律手段對自身的智慧財產權進行保護，也很難避免損失。因此，相當

一部分企業不願意接收學生參與實際設計工作。在教學活動中，更多是把過了內

部保密期的案例拿出來與師生交流與討論。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是文化創意產業

產教融合過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三、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產教融合的對策建議 
    文化創意產業產教融合的本質是人的融合，是企業文化和學校文化的融合，

需要“產”和“教”在戰略上尋求共識，行動上相互包容，靈活處理各種不同的

需求。建議具體從如下方面入手解決產教融合實踐中發現的問題： 

1．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與高校管理者相互啟發促進管理融合 

    拓展產教合作思路，根據行業特點和發展規律優化現有的高校管理制度，形

成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校企創新合作機制，將政策落地成制度。 

2．促進高校教師在與企業的交流協作中提升實踐能力 

企業人員駕馭設計專案的實際經驗與高校教師的教學經驗都是人才培養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當前普遍存在的高校教師產業經驗不足，缺少從理論

到實踐，再通過實踐昇華總結發展理論的過程。加強與企業人員的交流，有助於

高校教師獲得藝術創作實踐的經驗，全面提升教師的藝術創作水準並提升教師的

教學能力。 

    為彌補高校教師實踐能力的不足，從事藝術領域教學的教師每兩年應有不少

於半年的脫產集中創作時間，可以通過師生一起參與實際設計專案的方式來完成，

既有利於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又能兼顧學生在企業學習過程中的管理。前提是

企業有意願接受這樣的師生共同學習，或者是教師有能力承接相關的設計專案。

作為鼓勵性措施，學校應對此類活動給予專項資金支援以及時間和制度上的保

障。 

3．學生在創作實踐中逐步融入企業 

絕大多數學生對企業的工作和職場生活都是既期待又忐忑。在創作實踐中加

深企業與學生的相互瞭解，青年人的活力和適應性在企業的文化環境中多數都能

很好地融入進去。這期間培養的專業能力、交往與溝通能力、學習能力、職業精

神等都將會是學生未來發展的有力支撐。 

4．將文化創意企業的“創造力”基因與學校文化的基因嫁接融合 

產教融合也是企業文化與學校文化的融合。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過程是一個

個企業創新發展的過程，藝術工作者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企業，也創造了多元、

多彩的、個性化的企業文化。“創造力”決定了創意企業的生存，產教融合不僅

要對企業的共性進行研究，更要關注差異，關注企業文化中個性鮮明的價值觀、

社會責任和經營理念。產教文化融合有利於校企在文化發展的戰略高度上相互認

同，在思考問題時能站在對方角度考慮。在行動上就更需包容，能靈活處理不同

企業需求，避免文化衝突產生不必要的內耗，順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規律，培

養有“創造力”的文化創意人才。 

 

結論 
    文化創意產業產教融合的目標是實現創意界和教育界人的融合，是多層面，

多維度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簡單地完成一個項目，而是一個持續的思想融合過

程。在融合的過程中不斷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行業之間的無形壁壘，實現優勢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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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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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聯網時代，文化創意極大促進了創新和創業發展，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

重要動力。北京文創產業起步晚，文化創意設計人才缺口大，專業教育跟不上形

勢發展及市場需求。與北京相比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較早，在教育方面有很多

值得北京學習的地方，通過對臺灣文創教育的比較研究，同時結合文化創意產業

所具有的高知識性和高附加值、強融合性特徵，北京文創設計教育應採取交叉學

科的教育內容和吸收多專業背景學生的培養模式促進跨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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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ternet age, Culture creativity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hich is an significant power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j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starts relatively late, 

lacks of talent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couldn't keep up with 

development and market demand. Compared with Beijing, Taiwan develops it earlier,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which has many places worth learning.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combined with it that ha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knowledge fusion and added value, Beijing should adopt advance education method 

that have the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nd mor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students, 

which to promote cross-border creativity. Moreover the syllabus should be adjusted in 

credits setting in order to guarantee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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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創意產業又稱 CCI (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 。包括創意產業、創

意經濟，是一種在全球化的消費社會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推崇創新、個人創造力、

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與推動的新興的理念、思潮和經濟實踐。由於文化創

意產業的發展靠創意群體的高文化、高技術、高管理和新經濟的“ 雜交 ”優勢 ，

文化創意產品是以文化、創意理念為核心，是人的知識、智慧和靈感在特定行業

的物化表現。在當下的全球化消費時代，文創設計的價值就在於透過創意創造出

物品本身價值之外的藝術性。傳統文化與地域審美的培養成為一個文化創意設計

者應有的素質。文化創意極大促進了創新和創業發展，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重

要動力。北京文創產業起步晚，文化創意設計教育跟不上形勢發展及市場需求。

通過對臺灣文創教育經驗的借鑒，同時結合文化創意產業所具有的高知識性和高

附加值、強融合性特徵，儘快進行文創設計教育改革，以跟上形勢發展，滿足市

場需求。 

全球經濟邁入後工業時代的轉型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

提高產品附加值、持續創造財富和就業的戰略新興產業。國際創意產業著名專家、

被譽為“創意產業之父”的約翰·霍金斯在《創意經濟》一書中指出, 目前全世

界文化創意產業每天創造 220 億美元產值，並以 5%的速度遞增。在一些國家增

長的速度更快，美國達 14%，英國為 12%。臺灣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緊隨發

達國家，「2002 年臺灣啟動文創戰略，在政策、產業與創意三引擎驅動下，文

化創意產值由 2002年的 4352.6億新臺幣增長到 2010年的 6615.9億新臺幣，2013

年突破萬億新臺幣，占全台生產總值的 5%以上，成為臺灣經濟的“中流砥柱”。」
【1】通過創意整合生活產業的核心知識構建“創意生活產業”美學理念，臺灣

打造出了不同於歐美和日韓文化創意產業的具有深度體驗及高質美感的文創產

業業態和旅遊現象。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目前已經形成相對成熟的產業人才培養體系，創意人才

培育已經成為臺灣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路徑。具體經驗如下： 

 

一、 傳承普及 

在文化創意產業教育方面結合傳統文化的博雅教育與地域文化教育是臺灣

藝術教育做得比較到位的地方。臺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以及在傳承中國傳統

文化方面有許多做法和經驗，例如組建高層級的負責機構——中華文化總會；在

臺灣的各個街區中，以儒家文化內涵命名道路；從國小到大學，建立了全方位的

傳統文化教育體系；廣設全域性及地方性“文化中心”……凡此種種，無不滲透

著對儒家文化的重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國學教育在臺灣，是從小學到初

中、高中、大學，是連貫地在實施。大學之前主要是《四書》，到念大學，大一

國文是必修課，以經、集為主，課程學習時間長。由於把“社會倫理意識和淑世

愛人精神”作為教學目標，使學生把經典中的文化精神傳播到社會生活中去，文

言文的教學直接影響著學生們的行為。此外民間力量與社會組織也不遺餘力對傳

統文化進行普及。」【2】民間有遍及全台的讀經會，博物館也積極參與到全民

普及美的教育的活動中。臺北故宮博物院每年開辦的研習營則致力於提升產業的

文化含金量，帶動更多觀眾為真正的美買單。「在原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

鑫看來，文創產品賣到多少億不是關鍵，最終是為了博物館教育功能的延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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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博物館的心臟，教育是博物館的靈魂。觀眾看了展覽之後，能學到東西，真

正喜歡上博物館，還願意買文創品把美好的記憶帶回家，形成一圈圈良性迴圈，

這才是重點。」【3】 

 

二、 產學研一體 
從文化創意設計課到文化創意設計系到產業園形成產學研系統化。從大學的

相關創意課程來看，臺灣將本土地域文化、傳統文化和國際視野緊密結合，文化

創意課程更注重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的結合。臺灣文創設計的產品也因而具

有深刻的文化底蘊和國際視野。   

不同於歐美國家，臺灣更多以創立文化創意園和文化創意研究院的形式引導

促進學生投身到文化創意產業中去，有一定創新性，也構建了完整產學研系統。

臺灣藝術大學開設的文化創意產學園區，是首例、唯一由大學設立及營運之文創

園區。以產學合作為運作機制，以發展教學實習、研究創新、行銷推廣、青創育

成為四大運作主軸，形成文創樂園。臺灣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設立了 3 個創意

中心；其中創意設計發明中心成功承辦被譽為發明界的奧斯卡-U19 創意發明競

賽。院內全世界大學中第一座安籐忠雄藝術館更成為文創焦點。 

由於群眾基礎好，尊重智慧財產權和傳統文化氛圍濃、創業積極性高，很多

學生一進大學就清楚自己未來就是要做文創產品的設計。與國際接軌迅速及傳統

文化教育培養的細膩人文情懷，幫助臺灣大學生與青年設計師屢獲國際設計大獎。

成功地將歷史地域文化與國際最新理念結合的臺灣旅遊文化產品，也在國際上獨

樹一幟：2013 年臺北故宮推出“朕知道了”膠帶引發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萌

翻的消費者異常追捧和喜歡。臺北故宮博物館通過高校合作、校企結合以及政府

機構與民間組織聯合等途徑，走出一條由“傳統館藏仿製品”製造向“現代文創”

開發的轉變之路：近期由於整體經濟環境的制約，臺灣地區文創產業發展顯得後

繼乏力，但一些臺灣設計人才到大陸發展也給內地帶來了很多成功案例——生於

臺灣的洛可哥設計集團總監邱豐順設計的兩件文創設計產品成為北京旅遊產品

設計的成功案例：一件是一把扇子，手工藝製作要求較高，扇子主要對北京的文

化地理資訊進行了介紹，被北京市旅遊委選為饋贈外賓的禮物;另一件是糖葫蘆

蠟燭，點燃時會產生糖葫蘆的味道，很有老北京記憶的味道，創意新穎獨特。 

隨著中國的消費特點由“十一五”和“十二五”時期的投資主力在衣食住

行等物質消費領域轉變為更注重精神消費和文化消費，北京的文化創意產品整體

開發發展迅速。「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由 2005 年 674.1 億元上升到 2014 年的

2826.3 億元，年均增長 17.3%，占全市 GDP 的比重達到了 13.2%，創歷史新高。

文化創意產業在北京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正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新

亮點，成為助推北京發展的重要支撐。」【4】但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日益發展，

北京產業人才缺失的現象也日益嚴重，面臨著人才數量不足、人才層次和結構不

合理、薪酬結構不具有競爭力、人才流動市場不夠完備、人才培養方式單一、政

策和資金人力的缺乏等問題，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即便在創意設計受到各行

各業前所未有的關注的當下，文創產品設計與教育依然跟不上形勢發展與市場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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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念方面：北京地區高校的藝術設計教育更多關注技能等硬體層面，對人

文關懷等軟體層面關注較少。與文化創意相關課程如美學、傳統文化和地域文化

研究傳承課程被專業課程擠佔；非物質文化遺產進校園活動無法深度展開；這些

因素使得學生人文素養與文化底蘊不足，無法在文化創意方面大膽創新。 

在教學方面：北京沒有專門的文化創意學院，文化創意專業多附屬在藝術設

計專業或藝術理論專業。很多文化創意專業甚至以臨時研修班形式成立。即使在

這些臨時研修班性質的文化創意專業，也沒有適合的文創設計課程：中國傳媒大

學和北京電影學院與文化創意專業有關係的專業方向也是掛靠在藝術管理專業

與視覺傳達專業下，沒有專門課程設置。中國傳媒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專業（原藝

術設計專業）下設藝術管理方向  ，針對文化藝術市場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培養

對藝術產品與需求市場方面進行管理的高級專業人才。專業方向以設計藝術學、

藝術設計發展史、設計管理學、廣告學、行銷學等相關理論為基礎，結合各專業

技能的培養，使學生具備藝術專案管理的能力。其主幹課程包括：設計管理、會

展設計概論、品牌行銷、藝術市場、設計策略與規範、藝術跨界研究、藝術品投

資與鑒賞、廣告與調查、中國書畫藝術與廣告設計等。傳媒大學社會辦學的文化

創意專業培訓班也是以藝術管理為主。中國傳媒大學聯合社會企業力量舉辦一些

臨時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研究生班，通過邀請文化創意產業著名專家學者、業界

領袖主講，組織系列“實踐講座”；辦學則採取跨學科、跨專業學習，理論與實

操結合、課堂與社會結合的模式。但在課程設置上與藝術學理論碩士學位研究生

培養方案仍然基本一致，創新性不強。 

建議與設想： 

針對目前北京的文化創意產業教育相對落後狀況，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教

育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的同時，向有同樣文化背景的臺灣地區學

習，根據文創產業特點及時調整人才培養思路與教育模式是更為便捷的選擇。 

「2014 年 3 月 14 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關於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

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標誌著十三五時期將是文化創意產業與國民

經濟相關產業實現跨界融合發展的高峰期。十三五期間出現以下趨勢。第一是科

技在文化產業內部對傳統產業的衝擊。其中紙媒出版首當其衝。第二是文化與科

技融合推動了文化產業與許多原來與文化產業毫無關聯的行業融合。比如說通過

創意設計與製造業融合，與農業融合，以及用動漫、影視技術帶動傳統的旅遊產

業，等等。第三是文化科技融合引發的創新模式——眾創空間的出現並被肯定。

面向產業並與產業深度結合是文化創意專業的人才培養與課程設計的一大特色。

要實現以“創新、創意、創業”為核心，聚焦藝術、哲學思想、經濟管理、設計、

技術等類別的課程方案開發，面向市場和產業需求，培養具有創意精神、創新思

想的複合型文化產業人才。」【5】 

人才培養模式： 

一、 產學研一體 

建立單獨的學院或研究院，依託項目、依託企業與創意產業園教學，教師

由學術導師、產業導師聯合構成，為學生們提供全方位的教學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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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模式的創新最關鍵一步是產業的跨界融合。產業導師將根據自己所經

營的企業資源，與導師組教授成員共同指導學生設計並提供企業實際運營項目

的實踐機會，從而使學生在學習期間可以參與完成項目全過程。此外產業講座、

企業參觀交流等方式也可以説明學生更好地瞭解文創產業概貌和最新動向。 

2014 年北京市委宣傳部發佈了北京市首批“市級文化創意產業示範園區”

名單，中國北京出版創意產業園、清華科技園、星光影視園、萊錦文化創意產業

園 4 個園區入選。北京學校可以依託就近的場地直接開辦在文化和科技產業園區，

與產業融合。實驗室與創意現場一體化，可直接節省文化創意產業教學中通常需

要钜資配備的科技設施和技術環境設置，許多課程授課可在企業現場進行，文化

產品工作室也可直接作為實驗室和實踐基地，直接為教師和學生提供關聯產業需

求的實地教學環境和同步更新的技術環境。 

二、 跨專業招生與教學 

專業設置與學生來源不分系科、不限專業：可以學科交叉，以國際化和產業

為導向。 

「文化創意產業屬於知識密集型新興產業，它主要具備以下特徵：首先，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知識性特徵。文化創意產業與資訊技術、傳播技術和自動化

技術等的廣泛應用密切相關，呈現出高知識性、智慧化的特徵。如電影、電視等

產品的創作是通過與光電技術、電腦模擬技術、傳媒等相結合而完成的。其次，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特徵。文化創意產品價值中，科技和文化的附加值比

例明顯高於普通的產品和服務。第三，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強融合性特徵。文化創

意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的產業，它是經濟、文化、技術等相互融合的產物，具有高

度的融合性、較強的滲透性和輻射力。」【6】基於以上特點交叉學科的教育有

利於學生互相取長補短。藝術專業與非藝術專業的多樣化的專業背景對學生跨界

創意有促進作用。 

國內外最新趨勢是設計師會從現在二維的介面思考模式變成三維亦或者四

維的思考模式。同時「設計師在這些領域扮演系統性思考的角色。“設計思維”

將變成產品思維；人們在買至少一半的科技產品時，考慮的是款式和感覺，而非

單純的功能；絕大多數創業公司的創始人都會將自己定位成一個設計者；在互聯

網時代，文創再也不是幫某個企業做設計，而是可以自己搞產業，互聯網的運作、

包裝、宣傳，可以帶動巨大的市場。」【7】為了適應這種發展趨勢，專業的跨

界思考反倒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 

三、 傳統與實踐結合 

學習內容涵蓋傳統文化與地域文化、藝術設計與經濟管理、手藝實操等領域。

教育如果能和人的五感產生互動，更有利於創新，也會讓學生人格上更加健全。

博雅教育應從小事抓起，從德育美育抓起。通過學習臺灣的博雅通識教育與地域

文化調研課程，北京應該扭轉以實用為主的課程體系設置，增加美育教育和傳統

文化教育課程比重，同時加大非遺文化進校園的力度，增加手工製作課程，培養

手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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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為首都在經濟發展和政策支持上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扶持均位於全國

前列，只要教育到位，形成產業鏈與教育通道，儘管起步較晚但後勁十足。我們

有理由看好北京，看好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手藝實操力求培養手藝精神，

這不僅有助於五感的訓練與跨界創新，也鍛煉了獨立精神。 

結論：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日益發展，北京產業人才缺失的現象也日益

嚴重，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幾點：在理念方面北京地區高校的藝術設計教育更多關

注技能等硬體層面，對人文關懷等軟體層面關注較少。在教學方面北京沒有形成

產學研一體的系統文化創意設計專業教育體系。針對目前北京的文化創意設計教

育相對落後狀況，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的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應根據文創產業特點

及時調整人才培養思路與教育模式，採取交叉學科的教育內容和吸收多專業背景

學生的培養模式，促進跨界創意。轉變過度關注教育硬體層次的培養觀念，增加

傳統文化與美學相關課程，提升學生文化素養與傳統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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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本科院校 

人文素質教育的基本遵循 

 
趙連穩 

北京聯合大學 

 

摘要 
人文素質教育不僅可以提升大學生綜合能力，發展個性，而且能幫助養成健

康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我國大陸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尚顯缺

失，重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教育、輕人文素質教育的現象比較突出。加強人文素

質教育，不僅要完善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營造人文氛圍，還要從我國優秀傳統文

化中汲取營養，從我國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等的人生

成長軌跡中提取具有人文價值的文化元素，即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養成勤

學、修德、明辨、篤實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這是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教

育的基本遵循。 

 

關鍵字：應用型高校；人文教育；根本內容 

 

The Basic Specification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Humanistic 

Education 

 
Zhao Lianwen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develop personality, but also help to develop a healthy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world view. In mainland China, the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still lacking, the phenomenon of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and underestimating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s quite pronounced. Strengthening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not only to optimize qual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build a cultural 

atmosphere, but to draw nutrition fro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xtract cultural elements with humanistic value from the life growth trajectory of 

politicians, philosophers, writers, historians and others in China, that is to sa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eading students to develop a studious, virtue, 

discernment, probity life pursuit and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umanistic quality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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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愛因斯坦曾經指出：一個人只具備專業知識是不夠的，要想成為一個和諧發

展的人，必須在具備專業知識的基礎上，獲得對美和道德的辨別力。人文素質教

育不僅可以提升大學生綜合能力，發展個性，而且能幫助養成健康的人生觀、價

值觀和世界觀。我國大陸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尚顯缺失，重專業知識

和職業技能教育、輕人文素質教育的現象比較突出。加強人文素質教育，不僅要

完善素質教育課程體系、營造人文氛圍，還要從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

從我國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等的人生成長軌跡中提取

具有人文價值的文化元素，即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養成勤學、修德、明辨、

篤實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這是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的基本遵循。對

大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使其做個擁有人生所需知識、道德高尚、個性發展、

腳踏實地的新時代公民，這是應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我國大陸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現狀 
《周易·賁卦·彖辭》中說: 「陰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

是天下人遵守文明禮儀，行為止所當止。30宋代程頤《伊川易傳》卷二曰: 「天

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31謂人理之倫序。而人文素質教育就是引導

學生思考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啟發學生做一個真正的人、一個智慧的人、

一個有修養的人。 

目前，我國大陸地區的應用型本科院校對人文素質教育呈現日益重視的態勢，

但在事實上，絕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輕視人文素質教育的現象並沒有得到根本

扭轉，甚至個別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還存在著形式化和簡單化等問題，

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將人文素質教育作為開拓視野、豐富課外知識的非選修課

程，課時有限，內容簡單。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教育弱化的後果，導致大學

生行為不雅、考試作弊、攀比奢侈，實用主義和金錢主義至上，精神世界空虛，

缺乏追求，人生目標迷茫。 

我國古代的教育分為小學和大學。小學學的是文字訓話、算術、音樂，大學

是成人成己、治國平天下之學。近代以來，我國教育以應用型教育為主，特別是

改革開放以後，高等教育的功利性變得越來越突出，教育的整體功能被嚴重割裂，

這些都是當下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弱化的原因。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教育應培養學生完備的人格和人文修養、積奮發向上的創

新精神和良好的職業行為習慣。 

 

二、應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的基本遵循 
人文素質在現實生活中，更多地體現在對生命和人性的尊重，對人的終極關

懷和對人本身價值的肯定和尊重，因此作為一名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師，必須具

備一定的傳統文化、哲學、藝術水準，在日常教學中，引導學生養成勤學、修德、

                                                             
30 韓路，《四書五經》（全注全譯本）（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卷 1，頁 883-884。 
31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2，<周易上經>上，<二程集>（下），

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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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篤實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 

 

（一）勤學 

勤學，就是要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學問。學習使人進步，學無止境，一部人

類社會文明史，就是一部學習史。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知識更新

速度加快，週期縮短，不學習就要落伍，就會被社會淘汰；學習是苦差事， 既

要博覽群書，擴大知識面，又要學有重點，結合自己的專業和職業進行學習。孔

子為了研究《易》，花了很長時間，不知將《易》讀了多少遍，第一遍對其基本

內容有了瞭解，第二遍掌握了基本要點，第三遍理解了精神實質。由於反復閱讀，

致使串連竹簡的牛皮帶子磨斷了好幾次。年輕時的范仲淹不分日夜，發奮苦讀，

五年未曾脫過衣服睡覺，有時晚上疲倦了，就用冷水洗面，經常連頓稠粥都吃不

飽，太陽偏西才吃第二頓飯。毛澤東曾說：「我一生最大的愛好是讀書。”“飯

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32沒有「頭懸樑，錐刺

股」的精神，吃不得苦就學不到真東西真學問。真學問就是對國家、對民族、對

科學、對自己成長有用的學問。大學生要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精神，才

能學到真學問，自己也才能夠成為國家建設的棟樑之才。24 歲的錢學森離開祖

國去美國留學，臨別時對著它他的祖國說道：「再見了，祖國。你現在豺狼當道，

混亂不堪，我要到美國去學習技術，他日歸來為你的復興效勞。」33當他學成後，

又衝破重重阻力，毅然決然地回到祖國，此後一直矢志不渝地為祖國的科學技術

發展做貢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贏得了人民的高度讚揚。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大學生將來要在社會上立得住腳，只靠科學知識是不夠的，

還必須具備紮實的人文素質。大學時代是人生的關鍵階段，就是因為大學階段是

人生步入社會的開始，是成就事業的基礎時期。大學時光是多彩的，但卻是短暫

的，應該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刻苦學習，學得真本領，將來報效祖國和人民。光

陰似箭，日月如梭，稍有鬆懈，四年已成過去，將來後悔莫及。 

 

（二）修德 

修德，就是既要加強道德修養，更要注重道德實踐。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

立。一個國家國民的道德水準如何，決定著它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度，具體到一

個人來說，要想在社會上站住腳，就必須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

的人，做人沒有道德既危害自己，更危害社會。道德修養是個過程，我國古代常

用「內省」、「自省」、「潔身」、「修身」等表示道德上的修養。孔子說他最擔憂的

是一個人不重視自己品德的修養，提出了「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

《禮記·大學》提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正心和修身作為治國

平天下的前提。司馬光自己生活簡樸、為官清廉，還教育兒子要做一個誠實、謙

卑和節儉的人。為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就要對自己的品行進行錘煉和陶冶，心

中不存邪念。為人浮漂、虛偽，心懷不正，就會被社會拋棄。道德實踐是大學生

道德觀念形成、豐富和發展的重要環節，是道德理想、準則外化為個人道德品質

的必要途徑。我國古代學校一直注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維”教育，使得“八

維”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中華文化的 DNA，經過千錘百煉，已經滲

                                                             
32
 張貽玖，《毛澤東讀史》（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頁 14。 

33
 李麟，《清華大學憑什麼出名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頁 188。 

http://www.so.com/s?q=%E8%B1%BA%E7%8B%BC%E5%BD%93%E9%81%93&ie=utf-8&src=wenda_link
http://baike.so.com/doc/1455536.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6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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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中華民族每一個子孫的骨髓裡。迄今為止，還沒哪個人敢挑戰這八個字，敢

說自己不孝、不忠、不信、不義、不廉、不恥！這就是教育的力量。在日常生活

中，大學生要時刻履行道德規範，持之以恆，形成習慣。修德關鍵要落到實處，

不能只停留在語言上。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大學生同樣是國家的未來，大學生的道德水準將決定一個

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大學生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道德

培育十分重要。大學生應當自覺加強自身道德修養，重視培養高尚品德情操，講

道德、遵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明辨 

明辨，就是要善於明辨是非，善於判斷選擇。是非未明，決不輕下判斷，是

說明辨的重要性。明辨是非，看清善惡，比學習專門知識顯得更為重要，因為一

個“德盲” 遠比一個文盲對社會更具負面效應。明辨對於人的言行至關重要，

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多加思考，朱熹說：「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

是說人的學問增加至於思考，只有思考才能判斷是非曲直。在需要決斷時，具備

判斷選擇的能力十分重要，這就回到了朱熹說的勤於思考方面了。朱熹受教于父，

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

大驚。朱熹勤於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上題字自勉：「苦

不如此，便不成人。」父親不僅以儒家經書嚴格教導朱熹，而且對他講授「古今

成敗興亡大致」，教育他關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會現實問題。朱熹長大後，主張

「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頓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達到「複中原，滅

仇虜」的目的。他抨擊當時朝廷的腐敗政治，得罪了當權派，被斥責為「欺世盜

名，不宜信用」。九年後，被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毛澤東說：「吾國二千年之學

者，皆可謂之學而不思。」毛澤東讀書時善於獨立思考，尤其是在讀歷史書的時

候，善於從書中鑒取歷史興亡之道，悟出自己所需的為政方略。對一個人來說，

分不清是與非、正確和錯誤是很危險的。明辨是非的目的是做出正確的判斷，然

後做出正確的選擇。 

大學階段是應用型本科院校大學生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逐步形成的時期，

由於社會閱歷較少，理 論基礎淺 薄，大學 生往往不能全 面正確地 看待社

會中存在的一 些消極現 象，在複雜的社 會 生活中 容易受到各種不良思想的

影響。尤其是當前，社會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既豐富多彩，又眼花繚亂，大學

生要學會慎思，學會自主思考，用正確的知識指引自己的行為，特別是要以正確

的價值觀為根本，對社會上的各種思潮加以明辨，善於判斷，確保自己在正確的

人生道路上邁進。 

 

（四）篤實 
篤實，就是要紮紮實實幹事，踏踏實實做人。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是

說理論必須和實踐相結合，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社會生活實踐中。《易·大畜》：「大

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宋代大文豪蘇軾說：「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譫

諄。」是對人的言行要求，為人言行不實，難以立足社會；「天下難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把小事當作大事幹，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幹一行，愛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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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行，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只放空炮，不幹實事不行；做人杜絕好高騖遠，

不虛榮，不浮躁，光明磊落，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人民。北宋的包拯，一生仕途

平淡的實幹家，無論是在開封府，還是出任三司使，他都埋頭苦幹，及其病逝，

舉國哀慟。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國家民族需要的時候，毅然決然地走出書齋，

投身到革命鬥爭中去，把學到的救國救民的道理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建國

前夕，許多留學海外的青年才俊，衝破重重阻力，一批又一批地回到祖國，投身

到新中國的建設中，以學到的科學技術報效祖國。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對於馬

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34  

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大學生在未來的國家建設中將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國家需

要大量的應用型人才，要安下心來，學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秋風過面，靜如處

子，不為外界幹擾，向著篤實的目標前進。毛澤東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

經常帶一本書到人聲最嘈雜的南門口去讀書，鬧中取靜，目的就是鍛煉專注力。

大學生應該於實處用力，在落細、落小、落實上下功夫，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

紮紮實實幹事，踏踏實實做人。 

 

三、結語 
人文素質是立世之基、為人之本。應用型本科院校在日常教學活動中，引導

學生養成勤學、修德、明辨、篤實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培養健康的人生觀和

價值觀，有利於培養大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加強人文素質教育是促進應

用型本科院校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關鍵，因為應用型本科院校以培養具有實踐能力

和創新精神的應用型人才為辦學目標，這就要求必須重視和加強對學生的人文素

質教育，具備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而不是只知道埋頭苦幹的工匠，只有複合型

人才才能適應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 

  

                                                             
3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頁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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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教育與專業課程融合探討 
——以《社會保障》課程為例

35
 

 

魏紅英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 

如何通過專業課程的規劃和實踐，將創意、創新、創業“三創”教育融入課

程教學，這是目前職業院校課程教學面臨的重大問題。本文以《社會保障》課程

教學為例，在課程教學中,從“知、創、行”三層次，設計二者內容滲透、過程

整合、效果提升的可能路徑和方法。 

 

關鍵字：“三創”教育 專業課教學 課程融合 

 

前言 

“創意、創新、創業”結合的三創教育，既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需要，又是

適應大陸產業結構轉型的需要，更是職業院校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創新發展理念、

構建新的教育模式的需要。實踐中，大陸職業院校“三創”教育從兩個途徑推進：

一是學校宏觀層面，以建立創業學院，重新定位人才培養模式，推動職能部門和

教師教學科研的轉型。二是微觀層面，以課程融合為契機，推動專項核心課程的

局部突破，深入開展“三創”教育。研究領域，前者的研究相對豐富(截至 2016

年 9 月 6 日，作者在中國知網以“創新創業教育“為題名搜索，找到 3,161 條

論文結果)，後者的研究明顯不足。 

目前，對於“三創”教育的界定沒有統一認識（有的界定為“創造教育、創

新教育和創業教育三者的有機結合”[36]）。這裡界定為“創意、創新、創業結合”

的教育，指通過對傳統教育的改革改良，激勵開發學生潛在創造力，培養學生的

創意、創新、創業精神，使學生產生新想法、新產品、乃至新企業的過程的教育

活動。 

儘管專業課程與“三創”教育的宗旨和最終目標一致，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整

合。但是，在實踐中卻顯現割裂，從而導致二者教學效果被削弱。如何讓二者融

合，學者、實業家與政界人士都在探索。美國“三創”教育的領導者百森商學院、

哈佛商學院將商科課程、工科課程與三創教育結合，成為普遍認同的典範。但是，

                                                             
35
 基金來源：2015 年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對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研究”（15ZDA001）、廣東省哲學社科“十二五”規劃學科共建專案

“廣東省社會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研究”（GD15XGL54）的階段性成果。 

[
36
]羅儒國.“三創教育”模式的探索與展望：以武漢大學為例[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2 年

第 6 期總第 218 期.p21. 趙菊珊，依託“三創”教育探索建立綜合性大學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J]，中國大學教學，2011年第 5期. 黃進 , 胡甲剛 . 應對 WTO 培育“三創”型複合人才——

武漢大學本科教學改革的思考與探索 [J]. 中國大學教學 , 2002（Z2）: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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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商科課程、工科課程與就業關係契合度高，其融合的路徑、方式的示範性很

難在別的課程中複製，從而使“三創”教育與專業課程融合仍然成為問題，並且

因為大陸政府三創工作的力度加強，而使問題的解決更為緊迫。 

《社會保障》是公共管理、社會保險、社區管理與服務專業的主幹課程，是

一門理論性、技術性和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如何將它與“三創”教育結合，培育

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本文結合教學實踐，嘗試找出一條內容滲透、過程整合、效

果提升的路徑，以期拋磚引玉。 

 

一、重新定位，確定知識素質能力三位一體的教學目的 

對“三創”教育以及課程教學目的的認識和定位會對二者融合的途徑以及

發展方向產生決定性影響。僅僅以功利主義就業定位，容易產生培育職業人的程

式化做法，既不能滿足學生以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也不能適應產業界對創

新創業人才的需求。它經歷一定程度的演變和升級，轉型為創新精神創業能力的

定位。1991 年東京創業創新教育國際會議指出，創新創業教育是指最具有開創

性個性的人的培養，包括首創精神、冒險精神、創業能力、獨立工作能力以及技

術、社交和管理技能的培養，是精神、技能、素質的綜合。可見，“三創”教育

應該著重對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育，培育高素質複合人才勝於就業職工，

培養創業精神勝於創業技能。 

《社會保障》課程同樣需要重新定位。教學目的由原來的單純性知識和技能

目的，轉化為知識、素質、能力三大部分。它包括三個層面，即人才培養目標定

位、未來工作領域的崗位群能力定位、專業領域創造能力的定位。這些定位將在

課程設計中發揮不同功能。 

 

（一）知識目標 

學生能夠瞭解社會保障的一些基本理論和基本內容，掌握社會保障的基本方

法。重點掌握社會保障的內涵、特點、功能；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條件及其歷史

過程；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等基本原理；社會保險、社會救助、

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會慈善的的基本知識。 

 

（二）素質目標 

對學生進行社會保障行業所需知識和技能訓練，使學生逐步具備社會保障管

理服務的基礎知識技能、基本業務素質和人文素質。 

培養學生具備從事社會保障事業的價值觀、職業道德，增強高度的社會責任

感。引導全心關注服務物件，為其排憂解難，提高綜合素質。 

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分析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社

會慈善等實踐中的問題，探尋差異化的解決路徑，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 

提高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團體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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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目標（三創能力） 

1.能夠識別和歸類社會問題，提升其對社會保障領域問題的分析判斷能力。 

2.能夠在課程知識點每個細節的學習中，帶著創新的眼光去創造差異。 

3.會運用社會保障的各種方法、技能與技巧，解決具體的社會保障問題和糾

紛。創造性地發現新的創業就業機會，具有捕捉商機的能力。 

以“三創”教育理念為指導，在理論層面，可以鼓勵學生在社會保障管理、

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等內容上進行創造性思維和探索；在技術層面，可以引導學生

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和社會慈善等進行創造性的完善制度

的設計；在實踐層面，鼓勵學生利用政府鼓勵社會組織發展的契機，調查需求市

場，拾遺補缺，建立或模擬建立社會企業或社會組織，提供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 

 

二、解構課程，建立相互滲透的課程體系 

按照教學一般規律，進行專業課程與“三創”教育的分解與整合。分解各自

的要素、環節或過程，融合進課程教學體系。主要方式為：內容滲透、過程整合。

一是滲透式。推進顯性課程內容與隱性課程內容的融合。在《社會保障》課程教

學實踐中，挖掘關於“三創”的因素和素養內容，將“三創”教育滲透在課程教

學中。二是整合式。將“三創”教育整合進《社會保障》課程的活動課程、實踐

活動。  

《社會保障》課程以培養學生服務精神為指導思想，以社會保障服務的專業

技能專案訓練和創造精神為核心，構建具有創新創業工作任務和專案，序化教學

內容。按照課程學習與“三創”教育的一致性的要求，有針對性地設計教學模式，

實現學生在能力、知識、素質方面的全面發展。 

 

1、提煉課程內容中的“三創”精神和要素 

挖掘關於創新創業意識和素養內容，並納入教學大綱，把創新創業教育嵌入

專業教學，以專業課程教學為載體滲透創新創業內容，打通創新創業教育的管道。

這樣，讓學生在專業學習中獲取創新創業相關的理念和知識37，部分地實現“三

創”教育的教學要求。 

在學生創新素養培育中，從社會保障產生的歷史發展中尋找創新服務意識和

人文素養培養的合理的邏輯線索，使這一行動自然地甚至是必然地融貫於課程教

學的整個脈絡。社會保障制度的興起、其內容的增加，保障手段的完善，無不貫

穿公共服務與人類管理創新精神。 

 

2. 以服務為核心的三創內容的嵌入和行為引導 

                                                             
37
 .魏紅英、黃偉賢. 從模組化走向融合制:職業院校創新創業教育模式探討，深圳職業技術

學院學報，2016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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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院校三創教育中，崗位就業導向讓位於服務創意導向。這一創意往往包

含著素質教育精髓，既可以為今後的就業提供正確的理念，更能為學生的創新創

業播下種子。 

但是，僅僅具有服務意識、服務創意還不夠，還需要將服務的意識貫穿到課

程內容。為此，超越任務本位課程，形成知識的動態組織，以及行動力。為此，

老師將科研專案拿出，讓學生參與，使教學轉化到促進社會進步中去。 

 

3、序化教學內容 

以發現問題、界定問題、解決問題為思路，序化教學內容。見表 1。 

 
以問題-行動設計課程有一個困惑，即給定問題確定，會妨礙學生創新創意；

給定問題不確定，則會導致內容分散，沒有中心，讓人感覺到只是學習了一堆本

不相關的零散的知識。如何平衡矛盾，可以在講課中將靜態地陳述知識與展開情

境性活動結合。確定問題完成了課程設計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必須圍繞問題和

工作任務聚焦知識，使課程內容在與工作任務的動態聯繫中形成有機整體。 

 

三、設計過程，引導創造性教學 

根據社會保障的實際工作過程設計來設計教學內容，打破教材本身的框架，

把所有的知識彙集起來，以一個問題或目標為主線，把整本書的教學演變為一個

連貫的、實際操作的業務訓練，按照“瞭解、認識社會問題----界定社會保障問

題----解決社會保障問題”的步驟設計教學。按照上面的模組，整個課程設計成

一個“實戰”訓練課，課程的宏觀組織按照三條主線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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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宏觀“問題”為導向 

學生一開始針對特定的人物、事情或情景，分析問題的屬性，確認或界定哪

些屬於社會保障問題，然後，根據各自確定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找出解決問題的

答案，設計完整的方案，包括政策依據，資金的籌集、服務物件、資金和服務物

件的管理、待遇水準等。如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老師可以引導學生瞭解保險基

金管理的系統流程，在執行保障政策，解決社會保障問題，確定保障物件保障水

準和相關流程，發放待遇和給予保障等方面，對學生進行指導。 

 

（二）以“職業群”為導向 

以崗位或崗位群為導向，引導學生學習。選擇政府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管理

與服務崗位、各類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勞動與社會保障崗位、民政部門的兒童福利

機構與老年福利機構的社會福利管理與服務崗位、城鎮社區社會福利、社區建設、

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管理與服務崗位中的共性問題，引導學生掌握編制社會保險規

劃和登記表，制定辦事流程；熟練社會保險登記的流程。同時，培訓學生從整體

意義上理解每一個工作任務。 

 

（三）以“三創”為引導 

完成這兩個線索的訓練後，學生還接受實訓指導，通過線上實訓彌補“實戰”

中的一些不足。例如如何編制社會保障管理流程、如何處理特殊情況、如何處理

糾紛等。通過這種“以工作過程進行教學設計，以工作流程重組教學內容、以真

實任務為載體”的模擬實戰法，實現教學內容“模組化、任務化、實戰化”。同

時，將專業課程內容分解與行業和崗位群的創新創業機會的銜接，重點培養學生

解決問題的創造性和創新精神。見“三創”教育引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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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進方法，提升二者融合的教學效果 

主要運用的方法有： 

（一）模擬教學。通過對社會保障崗位尤其是社會保險經辦過程的場景模擬、

或者各種具體人事的情景預設、角色扮演，強化學生對社會保障理論知識、工作

流程、工作技巧、方法運用的認識，尤其重要的是社會保障行業的職業理念，職

業道德的認識，培養學生的“以人為本”的助人精神。同時，從“三創”理論和

實踐流程入手，以案例和虛擬實踐的方式，引導學生識別社會保障領域的創業機

會、鼓勵學生設計商業模式、種下創業的種子。 

（二）案例教學。從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歷程中，選擇人類創新創造的經典做

法，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借助間接經驗讓學生感受、體驗角色。通過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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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和評價，目的使學生明白社會保障是“做什麼”的、是“怎樣做”的、“他

們做得怎麼樣”等問題，既能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增加學生對公關

工作的感受和體驗，增強感性認識，培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團隊學習。學生組成專案團隊，根據老師提供“三創”行為導向，選

擇專案，根據社會實際，有目的有針對性地選擇調查課題，進行全過程的社會調

查活動，增強三創能力。由課程老師（或創業導師）個性化地對創業團隊進行實

踐指導。該課程設置的專案有養老、保障管理、社會服務等方面的。不再把專案

僅僅看著是教學的手段，而是課程組織的基本邏輯。 

（四）改革評價方式。按照專案課程的理念，突出階段評價、目標評價、理

論與實踐一體化評價。課程以形成性考核為主，內容包括三部分：（1）階段性專

案的書面報告 30-40%；（2）每個專案的口頭彙報和回答問題 20%；（3）平時考勤

等 20%。課程考核要點包括：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考核考核 50%、“三創”能力

考核（創意點、項目創造性、制定計劃或報告能力）40%、團隊精神考核（團隊

成員平均成績）10%。 

 

結語 

專業課程與“三創”教育的融合有許多途徑，嵌入是主要路徑之一。本文通

過教學設計，在《社會保障》課程教學中，從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教學方法，

以及教學環節和教學評價等教學環節，嵌入“三創”教育的要素、理念和精神，

引導學生在掌握知識的同時，提升創造能力。當然，在資訊更新迅速，以及大陸

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的背景下，我們在課程設置，甚至教學方向上，都必須時

刻保持自我反思與自我更新。 

英文摘要 

 

The Research of Integration 

of ”San Chua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Take  the  Social Security  for example 

 
WEI,HONGYING 

SHENZHEN POLYTECHNIC 
  

Abstract 
 How to utilize curriculum planning to integrate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San Chuang” Education） into schooling is the primary issue of 

nowadays educati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mixed education have become much 

tougher and the scale of its issue has widened dramatically than ever before. In this 

essay, taking the Social Security course teaching for example,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will be design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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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ity for students.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the path and method of content 

penetration, process integration, effect improvement in Integration of ”San Chuang”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Key words: “San Chuang” Education, majors teaching, Integration of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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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藝術作品而言，是具備著無限的可能性，而且並沒有數學世界中所謂

的對與錯，因為人們常常以個人主觀的思維做為評論作品的好與壞。因此要使藝

術評論在主觀意識中顯得不偏頗，則必須使藝術評論的面相更為寬廣，但是藝術

評論的方法及步驟則是具有相當多元的因素，是屬於不確定性的領域。因此本文

以模糊理論中的模糊綜合評估方式，根據作品的影響因數做評比分析研究，對象

為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才班學生總共十名，學生於欣賞高雄獎西畫類優選得獎

作品後，填寫如何以個人主觀意識來判斷繪畫的喜好度之問卷。以模糊理論中的

模糊綜合評估方式為數學模式，分析及計算評估因數之間相互的關係。經由實際

的利用模糊綜合評估方式加以計算及分析，可以得到畫作之評比，可以有效地將

藝術評論中主觀的觀念加以客觀化，使得藝術評論的面相更為寬廣，進而結合工

程與藝術領域，做為教育的整合的參考。 

 

關鍵詞：藝術作品、評論作品、模糊綜合評估、權重、客觀化 

 

一、前言 
    對於藝術作品的評比來說，人們常常以個人主觀的思維做為評論作品

的好與壞。因此本文以目前在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術才藝班學生為分析對象，

進行以個人主觀意識來判斷繪畫的喜好度的分析。數學模式為使用模糊理論中

的模糊綜合評估方法，經由作品的影響因數做畫作之評比(陳諾，2016)。 

研究步驟說明如下(Chen and Wen, 2016)： 

1.收集資料：首先建立及收集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術才藝班學生2015年，如

何以個人主觀意識來判斷繪畫的喜好度問卷，總共七個影響因數，問卷發出

十份，回收十份，有效問卷十份。 

2.數學分析：利用模糊理論中的模糊綜合評估進行數學運算，得到畫作之評比

(Zageh, 1965; Barnabàs, 2013)。 

3.利用 C 語言，開發可以使用在 Windows 7, Windows 8 及 Windows 甚至後續

mailto:cyc@ctu.edu.tw
mailto:mei@ctu.edu.tw
mailto:tp6sji4@gmail.com
mailto:klw@d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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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系統版本上都可以使用的電腦工具箱，快速輔助大量數據的計算及分析

(Strousturp, 2013; Kochan. 2014)。 

    在過去，對於藝術作品評論的研究都是在架構在主觀的評定上，因此在量化

的研究上並未見到。而對於模糊綜合評估的研究而言，到目前為止，有多篇相似

的論文發表，本文只列舉研究的方向比較相關的幾篇(León and Vercher, 2002; 

Capua, Morello and Pasquino, 2008; Wnag, Li and Zho, 2009; Wu and Guan, 2013; 

Wei et. al, 2015)。而使用模糊綜合評估於藝術的研究，並未見到。因此本文提出

使用模糊理論中的模糊綜合評估方法，同時開發 C 語言的泛用作業系統版本的

電腦工具箱，經由作品的影響因數做畫作之評比，進而結合工程與藝術領域，作

為教育的整合的參考，可以說是創始性的研究。 

    本文第二節為數學模式的介紹，主要說明模糊綜合評估的數學式。第三

節為實際調查之數據。第四節為提出實例，並且利用模糊綜合評估方法實際計算

分析。最後則將結果做一結論及提出未來之研究。 
 

二、模糊綜合評估 

在模糊數學理論中，同ㄧ種事物具有多種屬性，而這些屬性又受多種因素影

響，因此在評估此一事物具何種屬性時，首先要建立各種因素和共同屬性的關係，

此種關係稱為  “模糊關係”，當模糊關係確定後，再針對各種因素給定一個權重，

稱之為“模糊集合”。經由模糊數學理論中之合成運算，將模糊集合做運算而得到

ㄧ個模糊評估集合，利用此一模糊評估集合即可得到評估之結果，此一過程稱為

模糊綜合評估(Wen and You, 2016)。 

綜合評估模型數學的分析步驟如下所述。 

1.建立因子集：影響被評估事物之各個因素所組成的一個普通集合，以 U 表示。 

),,,,( 321 muuuuU                       (1) 

其中 miui ,3,2,1,  ，表示各個影響之因素。 

2.建立模糊權重集：反映各個因素之重要程度，對於各個因素 iu 給與相對應之

權重數 ia ，利用紮德(Zadeh)的標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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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建立判斷集：評估者對於被評估之事物，可能做出知所有評估之集合。 

),,,,( 321 nvvvvV                            (3) 

4.單因素模糊評估：單獨對其中一項因素做評估，決定歸屬度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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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以建立單因數模糊評估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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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模糊合成運算，並且利用方程式(6)求出與評估矩陣 R 的合成，稱為綜合評估

模型。 

),,,,( 321 nbbbbRA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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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評估指標之建立：一般均分成四類。 

(1)極小極小法 

              )(
1

iji

m

i
j rBb 


, nj ,,3,2,1                     (7) 

(2)極大極大法 

)(
1

iji

m

i
j rBb 


, nj ,,3,2,1                      (8) 

(3)極小極大法 

               )(
1

iji

m

i
j rBb 


, nj ,,3,2,1                      (9) 

(4)極大極小法 

               )(
1

iji

m

i
j rBb 


, nj ,,3,2,1                    (10) 

    當評估指標 jb 求出後，取其中之數值加以正規化後，得到評估之結果。 

 

三、工具箱的研發 

 

（一）分析之對象及因數 
 

本文以圖 1 為實例，分析的因數總共七個，說明如下(陳威傑，2010 年)：  

1.媒材運用：是指構成美術作品的物質材料和用具，例如炭筆、水彩、油彩、

水墨及石材等。 

2.技法運用：是指藝術創作的技巧和方法，例如素描、渲染、雕刻及重疊等。 

3.視覺要素：是人們接受與傳達訊息的工具與媒介，對藝術品的感受和辨別光

的明暗、顏色等特性的感覺，例如線條、色彩、造型及光影等要素。 

4.形式原理：所謂美的形式原理是表示人類美感及經驗的累積，經過無數個世

代的分析與歸納，而整理出有系統的共同結論。 

5.意義情感：主要的意義常常是創作者個人理念、情感及思想的表現，是用來

傳達作品所要表達的意義。 

6.創作認知：創作者依照自己的個性、性格及對藝術的觀感而創造出作品。 

7.外在環境：指藝術家對自我生活的環境有所體悟及感受所作的創作。 

    經由十名藝才學校之學生，以個人主觀意識判斷繪畫的喜好度，對影響因數

加以評分。總分由 1 分至 10 分，分數越高越好，評分結果如表 1 所示(Chen and 

Wen, 2016)。 
 

表 1. 圖 1 作品的評分成績(10 分為滿分) 
 

因數/評分 媒材運用 技法運用 視覺要素 形式原理 意義情感 創作認知  外在環境 

01 10 10 8 8 3 5 3 

02 9 9 8 8 7 6 9 

03 7 8 5 8 4 5 2 

04 9 9 6 7 5 9 7 

05 5 6 5 5 8 8 7 

06 6 5 5 7 6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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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6 6 8 6 4 3 4 

08 4 3 6 5 8 2 7 

09 7 9 5 4 6 8 8 

10 8 9 6 8 3 5 3 

 
 

圖 1 本文中所評比的作品圖 

 

（二）計算分析及結果 

 1.建立分析因數：再經由灰色關聯度之計算，建立模糊權重集，得出各個項目

之權重及正規化數值，如表 2 及表 3 所示(陳諾，王韻淳，洪偉晉，遊美利，

溫坤禮，2016 年)。 

 
表 2 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才班學生問卷之權重 

 
編號 項目 權重 

01 媒材運用 0.61632 

02 技法運用 0.63412 

03 視覺要素 0.50964 

04 形式原理 0.56354 

05 意義情感 0.36558 

06 創作認知 0.41800 

07 外在環境 0.33906 

 
表 3 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才班學生問卷之權重正規化數值 

 
項目 R1 R2 R3 R4 R5 R6 R7 

權重 0.1788 0.1840 0.1478 0.1635 0.1061 0.1213 0.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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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7654321

0984.01213.01601.01635.01478.01840.01788.0~

uuuuuuu
A   

2.依照李克特五等第法建立評估集，如表 4 所示。 

表 4 五等第評估集 

 
代號 v1 v2 v3 v4 v5 

程度 非常喜好 很喜好 喜好 普通喜好 不太喜好 

 
 4.單因素模糊評估：對該畫作的 10 位學生之評比做分析，如表 5 所示。 

 
表 5 十位學生之調查結果(正規化) 

 
 v1 v2 v3 v4 v5 

R1 0.2 0.6 0.1 0 0 

R2 0.3 0.6 0.1 0 0 

R3 0.3 0.5 0.2 0 0 

R4 0.2 0.5 0.3 0 0 

R5 0.1 0.4 0.5 0 0 

R6 0.2 0.6 0.2 0 0 

R7 0.2 0.4 0.3 0.1 0 

 
 因此單因素模糊評估的歸屬度大小為 

54321

1

00.000.010.060.02.0

vvvvv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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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0.060.030.0

vvvvv
R   

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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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vvv
R  ，

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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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050.020.0

vvvvv
R   

 
54321

5

00.000.050.040.010.0

vvvvv
R  ，

54321

6

00.000.020.060.020.0

vvvvv
R   

 
54321

7

00.010.030.040.020.0

vvvvv
R  。 

 
5.經由 RAB  計算模糊合成矩陣  

     )0 9 8 4.0  1214.0  1601.0  1635.0  1478.0  1840.0  1788.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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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10.060.030.0

00.000.010.06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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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四種方式計算並正規化得到評估指標 

 (1)極小極小法： )(
1

ii

m

i
j rBb 


=(0.0984, 0.0984, 0.0984, 0.0000, 0.0000)， 

正規化後之數值為(0.3333, 0.3333, 0.3333, 0.0000, 0.0000)。 

 (2)極大極大法： )(
1

ii

m

i
j rBb 


=(0.3000, 0.6000, 0.5000, 01840, 0.1840) 

正規化後之數值為(0.1697, 0.3394, 0.2828, 0.1041, 0.1041) 

 (3)極小極大法： )(
1

ii

m

i
j rBb 


=(0.1840, 0.1840, 0.3165, 0.0984, 0.0000) 

正規化後之數值為(0.2921, 0.2921, 0.2596, 0.1562, 0.0000)。 

 (4)極大極小法： )(
1

ii

m

i
j rBb 


= (0.1061, 0.4000, 0.1788, 0.1000, 0.0984) 

正規化後之數值為(0.1201, 0.4528, 0.2024, 0.1132, 0.1114)。 

 
表 6 各種模糊評估方式的百分比(%) 

 
方法及程度 非常喜好 很喜好 喜好 普通喜好 不太喜好 

極小極小 33.33 33.33 33.33 0.00 0.00 

極大極大 16.97 33.94 28.28 10.41 10.41 

極小極大 29.21 29.21 25.26 25.62 0.00 

極大極小 12.01 45.28 20.24 11.32 11.14 

平均值(正規化) 22.36 34.64 26.17 11.57 5.26 

 

 
 

圖 2 各種模糊評估方式喜好結果的分佈圖 

 

四、工具箱的研發 

 

（一）硬體及軟體的基本需求 

1.系統要求：電腦工具箱在的要求為(1)Window 7.0 或後續之版本。(2) Microsoft

Ⓡtxt或後續版本。(3)螢幕解析度至少為1024×768。 

2.輸出入介面方面：採用Window 之平臺為基本架構，以txt數字型態輸入，可

以輸入多組數值。 

3.執行檔介面：使用者可以清楚及方便得知執行之最佳結果。 

22.36% 

34.64% 
26.17% 

11.57% 
5.26% 

1 2 3 4 5 

模糊綜合評估 

喜好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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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介面功能：利用C語言強大的介面功能，及微軟的強大功能，提供剪下、貼上、

複製、存檔及列印等之各項功能，使用者可以方便的取用此部份資料，對於

在文書處理上有極大的助益 (Stroustrup, 2013; Kochan, 2014)。 

 

（二）整體執行步驟 

    本文所發展的電腦工具箱使用說明如下 

1.建立資料夾：點擊Soft_FCE.exe 執行檔。 

   
 

圖 3 輸入之權重資料及分析矩陣資料之型態(txt) 

 
2 工具箱整體執行畫面 

 

       
 

圖 4 選擇開啟工具箱及欲分析之檔案 

 

     
 

圖 5 運算的結果(Min.Min.及 Max.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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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運算的結果(Min.Max.及 Max.Min.) 

    
 

圖 7 工具箱計算過程及儲存檔案 

 

五、結論 

傳統上對於藝術作品而言，人們常常以個人主觀的思維做為評論作品的好與

壞，結果是屬於相當感性而不理性，因此在評比時產生困擾。因此本文利用模糊

綜合評估的特性，針對台灣中部地區某高中藝術才藝班學生為分析對象，進行以

個人主觀意識來判斷繪畫的喜好度的量化分析。經由本文使用模糊綜合評估分析，

計算分析得到藝術評論中評比的喜好程度量化數值。仔細觀察分析所得的結果，

發現非常喜好、很喜好及喜好三種的評估佔了全體的 83.17%，表示該幅畫的得

獎，除了是實至名歸的之外，也可以提供在實際主觀評比時的參考，以及做為整

合工程及藝術的教育創始。此外，本文基於四種模糊綜合分析評估的模型，自

行研發的電腦軟體以輔助計算，使得計算的時間縮短及驗證正確性，也是本文的

主要貢獻之一。 

對於本文的限制，因為只有使用一種數學方式做分析，如果可以加入其他的

軟性計算數學方式，或是增加專家系統的範圍，所得的結果可能可以令人們更加

地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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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or the artistic work, it contains limitless possibility that has no correct or 

incorrect concept likewise in mathematics due to people have a tendency to review 

a work based on his/her perspective. Therefore, if one’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n art criticism shows a neutral stand, the aspects of criticism of art should have to 

be broader. However,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art criticism are on 

uncertainty sanitation. Hence, the paper based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artistic 

work, uses the fuzzy clustering evaluation in fuzzy set to judgment the artistic work 

In addition, our object for this research has ten senior high students from art class,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After these students enjoy the winning works at 

Kaohsiung Awards, they fill in the survey about how individual has preferences on 

painting with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hrough utilizing fuzzy clustering 

evaluation to judgment and evaluate in practice. It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externalize the biased in art criticism, but also can let different aspects of art 

criticism become more extensive, and to make the vision of art criticism more 
broad. 

 
Keywords: Artistic work, Art criticism, Fuzzy clustering evaluation, Fuzzy set, 

Extern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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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元2001 年後有學者提出了數據在具有資料量、資料傳輸速度、資料類型、

真實性有效性、價值性及前瞻性的特性之下，開啟了目前大數據的研究風潮。根

據近十多年來大數據的研究，可以發現所謂的大數據，就是指資料分析及處理巨

量資料的科技。在目前，雖然大數據的研究內容相當的廣泛，但是根據作者近十

年的研究，發現最重要及最核心的是大數據內資料的分析及處理方式，重點是經

由利用數學方式建構分析模型，接著挖掘大數據的特性而得到規律的結果。由以

上的說明可以得知，可以發現大數據並不是什麼嶄新的概念，主要就是一種資料

的快速分析及處理，。因此本文針對大學之電機系之學生，植入資料探勘的觀念，

以電腦工具箱為出發的重點，教導學生學習程式語言中最基本的 C 語言，摒棄傳

統上只要作業系統改變，則低階作業系統上所開發的程式就會失效的狀況下，實

際研發在任何版本的作業系統上，包括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甚

至之後的 Windows 系統都可以使用的大數據資料分析的電腦工具箱，再輔以電

機領域中具有權重及分類數學的實例，分析及驗證工具箱的正確性及快速性，提

升教學的創新化及智能化。 

 
關鍵字：大數據、資料探勘、電腦工具箱、C語言、創新化及智慧化 

 

一、前言 
 

（一）大數據的基本概念 

2001 年時有學者提出了資料量(volume)、資料傳輸速度(velocity)及資料類型

(variety)的概念後，又有學者陸續提出真實性(veracity)、有效性(validity)、價值性

(value)及前瞻性(visibility)的數據特性，開啟了目前大數據的風潮。根據過去的研

究，可以歸納具有科技(technology)；不同的資料類型(data distinctions)；訊號

(signals)及機會(opportunity)的幾個特性(Big data, 2016; Data mining, 2016; Ten 

method, 2016; Hsieh, 2016)。 

mailto:jrwang@ctu.edu.tw
mailto:klw@dctu.edu/tw
mailto:z911247@gmail.com
mailto:lugia66051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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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對大數據做更深入的瞭解，可以得到更深入的內容為 

1.大規模平行處理資料庫，數據挖掘電力網，分散式文件系統，分散式資料庫，

雲端計算平臺，互聯網及可擴充的儲存系統。 

2.數據體量巨大化，數據類型多樣化，數據處理快速化及數據價值密度化。 

3.直觀的呈現大數據特點，挖掘規律，模型建構，經由新的數據，預測未來大

數據的分析方法 

4. 使診斷成得更為精確的醫療行業、達到最佳化的情況的能源行業、減少客戶

流失率的通信行業及降低庫存的零售業。 

 
（二）資料探勘 

    所謂的資料探勘(data mining)，簡單地說就是要從大量資料中挖掘有價值的

資訊，提供使用者做為決策參考之用。到目前為止，對於資料探勘而言，分析的

方式可以分成記憶基礎推理法 (memory-based reasoning) ；市場購物籃分析

(market basket analysis)：決策樹(decision trees)；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群集偵測技術(cluster detection)；連結分析(link analysis)；圖形理論(graph theory)；

線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 processing)；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區別分

析(discriminant analysis)及羅吉斯迴歸分析(logistic analysis)總共十種方式(Shim, 

2004; Wen and You, 2016)。 

    由以上的說明可以得知，大數據並不是什麼嶄新的概念，主要是指無法在一

定時間內使用常規的軟體工具對其內容進行抓取、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此時

資料探勘就成為非常有用的分析方式了。因此本文以大數據的資料探勘為出發，

藉由程式語言的教學而做數學模式的教學，進而研發不受作業系統影響的電腦工

具箱，再以電機領域中具有權重及分類的工程實例，分析驗證工具箱的正確性及

快速性。 

 

C語言 灰色熵 模糊歸屬函數

定量型灰色關聯度電腦工具箱之研發

氣封開關設備運轉性能評估

灰色關聯度程式語言

電機工程實例
 

 
圖 1 整體研究架構圖 

 
二、數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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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性型灰色關聯度 

    在灰色關聯空間 };)({ XP 中，有一序列 Xkxxxx iiii � ))(,,,)2(,)1(( ，其中

Nnkmi �  ,, 3,2 ,1 ,, ,2 ,1 ,0  ，亦即 

 

))(,,,)2(,)1((

))(,,,)2(,)1((

))(,,,)2(,)1((

))(,,,)2(,)1((

2222

1111

0000

kxxxx

kxxxx

kxxxx

kxxxx

mmmm 











                        (1) 

    如果在所有的序列中，取序列 )(0 kx 為參考序列，其它的序列為比較序列時，

稱為局部性灰色關聯度(Wen, 2013)，本文傳統的定性型灰色關聯度翁慶昌的灰關

聯度，而翁慶昌的灰關聯係數定義為(Wong and Lai, 2000) 

 )
)(

() ,(
.min.max

0.max
0






k
xx i

i
                   (2) 

 其中： Ijnkmi � ,,,3,2,1  ,,,3,2,1   

i. 0x 為參考序列， ix 為一特定之比較序列。 

ii. ||)()(|| 0 kxkx ioi  ： 0x 和 ix 之間第 k 個差的絕對值(模：norm)。 

          iii. ||)()(|| 0

.min.min

.min kxkxk j
ij




, ||)()(|| 0

.max.max

.max kxkxk j
ij




 

iv. ：辨識係數： ]1,0[� ，數值的大小可以根據實際的需要做適當之

調整。一般均取 0.5。 

    當求得灰關聯係數後，傳統方式是取灰關聯係數的平均值為灰色關聯度。然

而在實際的系統上，各個因數對系統的重要程度並不見得完全相同，因此延伸傳

統的關聯度為 

 



n

k

iki kxkxxx
1

00 ))(,)((),(                (3) 

其中： k 為因數 k 的常態化權重，由使用者主觀地決定，但必須滿足 1
1




k

n

k

 。 

 

（二）定性型灰色關聯度的轉化 

1.量化之值及因數權重之求法 

 
本文提出使用模糊理論及灰色熵將以量化及確定。根據已知之分析數據計算

得知
.max

.min




為一定數，此時利用 .min.max  之數值為歸屬函數的橫軸， i0 為多輸

入之數值，而 為輸出之數值。如此一來，就可以使用模糊方式，求出適應的 數

值(Barnabàs, 2013; Wen, 2004)。 

接著使用模糊的定量化模式：(1) }{
.max

 ：所有的序列取大及(2) }{
.min

 ：所有的

序列取小。兩者組合成取小取小，取小取小，取小取小及取小取小方式，可以得

到量化的 值。接者使用灰色熵的方式決定因數的權重，如方程式(4)所示(We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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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的歸屬函數圖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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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箱的研發 

 

（一）硬體及軟體的基本需求 

1.系統要求：電腦工具箱在的要求為(1)Window 7.0 或後續之版本。(2) Microsoft

Ⓡtxt或後續版本。(3)螢幕解析度至少為1024×768。 

2.輸出入介面方面：採用Window 之平臺為基本架構，以txt數字型態輸入，可

以輸入多組數值。 

3.執行檔介面：使用者可以清楚及方便得知執行之最佳結果。 

4.介面功能：利用C語言強大的介面功能，及微軟的強大功能，提供剪下、貼上、

複製、存檔及列印等之各項功能，使用者可以方便的取用此部份資料，對於

在文書處理上有極大的助益 (Stroustrup, 2013; Kochan, 2014)。 

 
    本文所發展的電腦工具箱使用說明如下 

1.建立資料夾：點擊 WongGrey.exe 執行檔。 
 

  
  

圖 3 WongGrey 資料夾及起始畫面 

0 0.25 0.50 0.75 1.0

 max. min.

0.50

1.0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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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Middl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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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分析之資料型態(txt) 

  

四、台灣中部地區氣封絕緣開關設備運轉性能之研究 
 

（一）運轉性能數據之量測   

近年來台電變電所由屋外變電所演變至屋內變電所，將開關設備改採用氣封

絕緣式(Gas Insulated Switchgear: GIS)，所以GIS大量使用於屋內變電所，雖然GIS

可靠性很高，但是廠牌眾多，各家廠牌的型式及斷路器操作機構也不盡相同，為

此有必要有一評估方法，依據維護課平時維點檢資料中，評估GIS運轉性能，從

中發掘設備弱點，進而改善設備潛在危害因數而完成採購規範。本文的對象為台

中市維護課轄所161KV GIS變電所，共有忠明變電所、英才變電所、中西變電所、

南屯變電所及烏日變電所五個變電所(Bal and Tsai, 2014)。 
 

表1 各個廠家161KV GIS量測數據 
 

代號 準則指標 中○ AE○ 南○ 華○ 東○ 

1 絶緣電阻值測定(MΩ)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 

接觸電阻值(μΩ)(R 相) 198 110 115 105 106 

接觸電阻值(μΩ)(S 相) 205 125 116 106 110 

接觸電阻值(μΩ)(T 相) 206 111 114 103 112 

3 

斷路器開

關時間測

試(ms) 

跳脫時間(R 相) 24.6 28.2 19 22.2 22.3 

跳脫時間(S 相) 27.4 28.1 18.7 22.1 21.7 

跳脫時間(T 相) 25.8 28 19.7 22.2 22.4 

閉合時間(R 相) 116.2 96.6 45.4 104.2 85.9 

閉合時間(S 相) 116.4 94.6 45.6 103.6 86.2 

閉合時間(T 相) 116.2 96.6 44.6 104.6 86 

4 

功因測試值(mw) (R 相) 0.6 2 4 2 1 

功因測試值(mw) (S 相) 0.6 2 4 2 1 

功因測試值(mw) (T 相) 0.6 2 4 2 1 

5 CB 氣室含水量(ppmv) 33 50 46 60 75 

6 CB 氣室 SF6 純度(VOL％) 99 99 98 98 99 
 

（二）運轉性能數值之計算 

經由表一的量測數值，以不同廠牌之 GIS 為序列，準則指標為因數，由於絶

緣電阻值測定的數值均相同，因此視為無效因數，R、S 及 T 三相的功因測試值

也相同，所以只列出一項，因此 x =( R 相接觸電阻值，S 相接觸電阻值，T 相接觸

電阻值，R 相跳脫時間，S 相跳脫時間，T 相跳脫時間，R 相閉合時間，S 相閉合

時間，T 相閉合時間，功因測試值，CB 氣室含水量，CB 氣室 SF6 純度)共 12 項

有效分析因數。 

 
 1.建立比較序列各個序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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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中○=(198, 205, 206, 24.6, 27.4, 25.8, 116.2, 116.4, 116.2, 0.6, 33, 99) 

2x =AE○=(110, 125, 111, 28.2, 28.1, 28, 96.6, 94.6, 96.6, 2, 50, 99) 

3x =南○=(115, 116, 114, 19, 18.7, 19.7, 45.4, 45.6, 44.6, 4, 46, 98) 

4x =華○=(105, 106, 103, 22.2, 22.1, 22.2, 104.2, 103.6, 104.6, 2, 60, 98) 

5x =東○=(106, 110, 112, 22.3, 21.7, 22.4, 85.9, 86.2, 86, 1, 75, 99)  

 
2.建立標準序列：根據表 1，第十項功因測試值及第十二項 CB 氣室 SF6 純因數

為望大，其他因數則取望小。 

   0x =(105, 106, 103, 19, 18.7, 19.7, 45.4, 45.6, 44.6, 4, 33, 99) 

 

3.根據圖四求出模糊數值： 1456.0}{ 
.min.min

 ， 3835.0}{
.min.max

 ， 6165.0}{
.max.min



及 8544.0}{
.max.max

 。 



.min.max


Samll Middle Large
Middle

Samll

Middle

Large

0 25.75

0.50

77.2551.5 103

1.00

 
 

圖 5 氣封開關設備 的歸屬函數圖 

 

4.求出各個因數的權重： 1 =0.0832， 2 =0.0832， 3 =0.0833， 4 =0.0829， 5

=0.0829， 6 =0.0828， 7 =0,0835， 8 =0.0835， 9 =0.0835， 10 =0.0851， 11

=0.0833， 12 =0.0827。 

 
 5.利用定量式型局部灰關聯度求出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四種計算方式結果之平均 
 

方式/數值 Min.Min. Max.Min. Min.Max. Max.Max: 平均值 排序 

Γ(x0,x1) 0.8191 0.6404 0.7100 0.5918 0.690325 5 

Γ(x0,x2)  0.9666 0.8745 0.9174 0.8355 0.898500 4 

Γ(x0,x3) 0.9943 0.9770 0.9855 0.9686 0.981350 1 

Γ(x0,x4) 0.9657 0.8775 0.9173 0.8433 0.900950 3 

Γ(x0,x5) 0.9729 0.8968 0.9324 0.8640 0.916525 2 

 

工具箱的執行如圖 6 至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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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計算之結果(Min.Min 及. Max.Min) 
 

    
 

圖 7 計算之結果(Min.Max 及(Max.Max.) 
 

   
 

圖 8 計算過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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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儲存、清除檔案及離開回到 WINDOWS 

 
五、結論 

    本文主要根據過去學者利用模糊理論及灰色熵所得的研究成果，研發電腦工

具箱，再分析電機上的氣封開關設備運轉性能，快速地得到客觀的結果。在整體

的教育理念中，首先針對大學電機系之學生，植入資料探勘的觀念，瞭解大數據

及其內涵，接著教導學生學習程式語言中最基本及最實用的 C 語言，整合灰色

系統理論中的灰色熵及灰色關聯度，澄清在高階作業系統下，可以相容在低階作

業系統所發展的程式軟體之錯誤，實際地研發在任何版本的作業系統上，包括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甚至之後的 Windows 都可以使用的電腦工

具箱，在電腦工具箱研發之後，利用電機領域中的實例，在理論上教導權重及分

類的數學模式，而在實務上則是驗證所研發的工具箱之正確性及快速性，提升教

學的創新化及智能化。對於本文而言，如果將研發電腦工具箱的概念，擴充到其

他相關的定性化公式及相關電機領域的實例之中，對實際系統的分析具有極大的

提升作用，是本文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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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year 2001, some scholars presented under the data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Volume, velocity, variety, veracity, validity, value and visibility, hence, open the 

research paths of big data. According to the over ten year research in big data, we can 

found that so-called big data is refers to the technology of huge data analysis and huge 

data processing. Meantime, although the contents of big data is quite extensiv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n the nearly a decade of research, it can foun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core is the how to use mathematics model to analysis and handling 

of the big data. Means the key point is how to use mathematical method to fi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and to get the results for our need. From the mentioned 

above, it can understand big data is not a new concept, only is to analyze the data in 

quickly and correct. Therefore, the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stud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University, first at all,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ata mining, then to 

teach students to learn the C language, which is the most basic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clarify the wrong concept of the program developed in low version computer 

operation system, can compatibility in high version computer operation system. 

Second, the paper develops the toolbox; which can compatibility in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and even upgrade version in Windows. Finally, an exampl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presented, and uses the developed toolbox to get the 

weighting and classification in the example. As a result, it not only can increase the 

innovative level in teaching of computer science, but also can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of teaching. 

 
Keywords: Big data, Data mining, C language, Toolbox, Innovative, Intelligent 

  

http://enae.ctu.edu.tw/
http://enae.ctu.edu.tw/
mailto:jrwang@ctu.edu.tw
mailto:klw@dctu.edu/tw
mailto:z911247@gmail.com
mailto:lugia6605123@gmail.com


282 
 

以TRIZ技術開發香料餵食動態擬餌提升

誘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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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四面環海，河川與觀光養殖漁場眾多，釣魚活動愈來愈成為大眾喜愛。

在釣魚活動中，使用擬餌釣魚，具有高捕獲率與環保的特性，然而使用擬餌釣魚

之釣友，需不斷地放線與捲線並執行抽竿操餌，方能使水中之魚餌呈現動態泳動，

以誘使魚群發動掠食攻擊。本研究係使用系統化創新技術(TRIZ)之趨勢分析與技

術矛盾矩陣，開發香料餵食動態擬餌，釣友可藉由釣竿前端的螢幕，觀察水面下

魚群泳動現況，決定餵食香料之時機，增加捕獲機率。 

 

關鍵詞：休閒活動、系統化創新技術(TRIZ)、香料餵食擬餌 

 

Using TRIZ to design an active scent 

releasing device to increase fish catch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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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 Tai-Chang Hsi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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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And Institute of Mechatronoptic 

Systems,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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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n island located in the tropics, with numerous rivers and streams, a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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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of fish, as well as many cultural and leisure fish farms. Fish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country in recent years. To attract fish, fishermen 

generally use lures, which offer both high catch rates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Fishermen who use lures must constantly reel the fishing line in and out to make the 

lures move back and forth, stimulate fish attacks on the lures hence the increase of the 

catch rates. This study uses the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TRIZ) to 

conduct a trend analysis of fishing lure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 a technical 

contradiction matrix, by using an active scent releasing device connected with the 

buoy-type lure. This device uses scent as a fish attractant trigger by the fishermen. 

While fishing with this tool, fishermen can also watch the screen which attached on 

the fishing rod and observe the fish swimming under water. The utilization of this 

scent releasing appliance can b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fish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culture and leisure fish farms, TRIZ, active scent releasing device, 

buoy-type lure 

 

一、前言 

台灣位於亞熱帶的海島，河川溪流雨水充沛，又有許多休閒養殖觀光漁場，

魚種多樣且豐富，這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孕育出釣魚這項具有傳統的休閒活動

非常盛行，愈來愈受到國人的喜愛，台灣釣友人數已超過 200萬人，其中海釣釣

友佔 40%、池釣釣友佔 55%、溪釣釣友佔 5%，釣魚在全台灣休閒活動人數排名位

列第三[1]。 

現今釣魚活動中，大多使用擬餌釣釣魚，但使用的擬餌仍屬於死擬餌，釣友

在釣魚時需要不斷地放線與捲線並搭配抽竿操餌的動作，方能將擬餌模擬成仿佛

真實活動的誘餌，以增加誘導魚群掠食的機率。本研究為克服死擬餌無法在水中

呈現動態泳動，需要釣友在岸邊不時的忙於放線捲線與抽竿操餌，才能引誘魚群

上鉤的缺點，遂使用系統化創新技術(TRIZ)之趨勢分析與技術矛盾矩陣，針對魚

靈敏的嗅覺與味覺，開發香料餵食動態擬餌，以增加捕獲機率。 

 

二、文獻探討 

釣魚是用釣竿捕捉魚類，釣魚的主要工具有釣竿、釣線、魚餌與魚鉤，魚餌

與魚鉤相連，用釣線連接於釣竿上。釣竿有兩種類型，一為手竿，一為甩竿。手

竿多用於淡水的淺層釣，使用釣線長度有限，且無捲線裝置；甩竿可用於淡水或

海水的淺層釣、沉底釣或是全泳層釣，使用釣線較長，因此需具有捲線裝置。傳

統的魚餌多為米飯、菜葉、食物、蚯蚓、蒼蠅或是蛆，把魚餌套在魚鉤上，透過

釣友放線捲線與抽竿操餌，使擬餌在水中呈現動態泳動的動作，誘導魚群攻擊，

藉由魚鉤將其俘獲。 

由於魚與其他動物一樣有敏捷的感官，包括聽覺、嗅覺、觸覺與能接收水動

力訊號的膚覺，這些感官與神經系統彼此相互交絡，產生充沛的活動能力[2]；

魚在這些感官中嗅覺與味覺是最重要的兩個感官，魚的嗅覺系統在頭部鼻孔下方



284 
 

的嗅覺皮質上[3]，魚有味覺在其口腔與唇部[4]。釣友皆有經驗，再釣魚前只要

將具有香料的餌粉灑在水中，就能使分散的魚集聚。因此在釣魚的策略上，釣友

先將碗豆粉、玉米粉、芝麻粉、黃豆粉、麵粉等食料用文火香炒，並加入黏稠劑

使其黏稠再裝進盒中稱為粘餌，下竿前把魚鉤上的魚餌或擬餌再塗覆一層粘餌，

使用有香味的粘餌下竿，就會刺激魚的嗅覺與味覺感官，魚兒就會聚集強食，因

此只要把粘餌做得很香，就能越能增加捕獲的機率，但這只限於在養殖魚場的淺

層釣，若是海釣或是河釣這種粘餌就會因水流失去香味的功能，而本研究所開發

的香料餵食動態擬餌，就可克服上述缺失，提升誘魚功能。 

系統化創新技術 TRIZ 是俄文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atatelskikh 

Zadatch 字首的縮寫，英譯為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中文直

譯為發明性問題解決理論，簡稱萃思，其意為萃取思考，是有前蘇聯專利研究員

Genrich Altshuller及其研究團隊在 1946年，分析數二十萬筆發明專利的特性

與歸納創新的層級類別，所整理出來的系統化創新技術。TRIZ 可提供創新發明

者以系統化的方式，解決技術層面的創新問題，因此要先釐清發明問題潛在的特

定類型，依循過去發明問題解決的思維，透過發想提出對產品有利益的改善想法，

進而歸納整理出解決方案；亦即當遇到一特定問題時，TRIZ 會將此特定問題標

準化，轉換成標準性問題，經由 TRIZ 的主要解題工具包括：40 發明原則、39

項工程參數、矛盾矩陣、物質場分析等，將標準化問題的通解收斂轉換為特定的

解答，這樣可打破解題者依自身之經驗與其所具備之技能與心理慣性，使用傳統

方法，將問題發散，尋求問題的解答。Mann(2006)提出用 TRIZ 通用解題流程，

如圖 1所示[6]。 

 

 

 

 

 

 

 

 

 
圖 1. Mann提出 TRIZ通用解題流程 

本研究使用 Mann提出的 TRIZ通用解題流程的架構，將問題標準化，並運用

演化趨勢(trends of evolution)檢視目前擬餌的狀態，依趨勢預測擬餌未來的

演進，再用技術矛盾矩陣(technical contradiction matrix)找出標準化問題通

解開發出香料餵食擬餌。 

 

三、提升擬魚功能技術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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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要提升誘魚功能，本研究從兩個技術層面考量，首先探討魚餌未來演化

趨勢；第二，針對技術矛盾使用創新原理找出香料餵食動態擬餌的元件，尋求香

料餵食動態擬餌最佳設計。 

1.演化趨勢 

每個技術系統皆會依照某個可預測的模式進行演化，稱為演化趨勢或稱演化

線（line of evolution）；亦即利用同一技術重複出現在不同領域的概念，可對

該技術的發展做出預測。Mann 將演化趨勢分為三類 31 項[6]，其中找到 5 項演

化趨勢與香料餵食動態擬餌的演化有關，分別是減少人力參與、動態性、單變多

（變異性）、智慧材料與顏色使用，稱為魚餌演化的五個面向，現將魚餌演化的

五個面向其演化階段與演化理由，繪製作成魚餌演化潛能雷達圖，如圖 2所示。 

 

 

 

 

 

 

 

 

 

 

 

 
圖 2. 魚餌的演化潛能雷達圖 

由圖 2魚餌演化潛能雷達圖可知，在減少人力參與面向會朝向減少疲勞造成

的效應方向演進；在動態性面向會朝向多重連接系統方向演進；在單變多（變異

性）面向會朝向協同效應方向演進；在智慧型材料面向會朝向全方位適應材料方

向演化；在顏色使用面向會朝向與真魚一樣的全彩描繪方向演化。所以能提升誘

魚功能之擬餌未來的發展，一定朝向減少人為的操控、在水中的泳動猶如真魚、

能在水中適時餵食香料、材質的使用亦如同真魚般柔軟，及如同真魚一樣全彩描

繪等方向演化，如此則具有能自行誘導魚群掠食的功能，現將魚餌演化趨勢描述

如圖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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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魚餌演化趨勢 

 

2. 技術矛盾 

本研究針對釣友現行使用之傳統魚餌或死擬餌釣魚，需不斷重複放線與捲線

並執行抽竿操餌的動作，方能使擬餌猶如真魚呈現動態泳動且能適時餵食香料之

功能，針對此項陳述，在此釣魚的系統中希望改善的參數為，不需藉助外力、控

制與亦能使擬餌能適時餵食香料，又能使擬餌能穩定的動態泳動且有足夠之強度

亦即要使這些參數不致惡化(變壞)，這是技術矛盾問題。針對此技術矛盾利用

39 項工程參數，找到系統矛盾的特性，其中希望改善的參數為第 10 項「力」、

第 37項「控制的複雜度」與第 35項「適應度」；不希望變壞的參數為第 13項「物

體的穩定性」，即擬餌在水中呈現動態泳動的穩定性，與第 14 項「強度」，即擬

餌在水中自行泳動如同抽竿操餌時擬餌活動的強度，以此問題建立的技術矛盾矩

陣表，如表 1 所示。於表 1 技術矛盾矩陣中，可採用的創新原理有第 35、10、

21、11、22、39、30、14、27、3、15、14、32與 6、28項共十二種。 

表 1. 技術矛盾矩陣 

 
 

 

 

 

 

 

 

 

 

在十二種創新原理中，可使擬餌不需藉助外力與控制呈現動態泳動的功能，

其所需要的元件，可從以下六種創新原理中找到，分別為 15、22、10、11、30、

3、32與 27項，其餘五種創新原理對問題的改善沒有顯著的幫助，故不予採用。 

發明原理 15「動態化原理」 原理說明：調整物體或環境的性能，使其在工

不希望變壞的參數 

 

希望改善的參數 

物體穩定性 強度 

第 13 項 第 14 項 

力 第 10 項 35 

10 

21 

35 

10 

14 

27 
 

15 

控制複雜度 第 37 項 11 

22 

39 

30 

27 

3 

15 

28 

適應度 第 35 項 35 

30 

14 

35 

3 

3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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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各個階段都達到最優狀態；分割物體，使其各部份可以改變相對位置；如果

一個物體整體是靜止的，使之移動或可動。針對此原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為在

擬餌外部裝置推進器，使擬餌產生自動或藉助外力產生泳動之功能。 

發明原理 22「改變有害為有用」原理說明：利用有害的因素（特別是環境

中的有害效應），得到有益的結果；將兩個有害的因素相結合，進而消除它們；

增大有害性的幅度，直至有害性消失。針對此原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為使用水

電池為推進器提供動力，既經濟又不會像一般電池在水中產生污染，遇水即產生

電力。 

發明原理 10「預先行動原理」原理說明：預先對物體（全部或部份）施加

必要的改變；預先安置物體，使其在最方便的位置，開始發揮作用而不浪費運送

時間。針對此原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為在擬餌內要裝置控制電路，控制擬餌在

水中藉由推進器運轉，能模擬出猶如真魚遊動之功能。 

發明原理 11「預先防範原理」原理說明：採用預先準備好的應急措施，補

償物體相對較低的可靠性。推進器運轉要產生作用，一定要有水流運轉，針對此

原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為，擬餌要能自行運動。推進器受控制電路控制其運轉

速度，模擬出真魚之遊動，爲了增加擬餌遊動的穩定性要加裝充氣囊，提升擬餌

平衡與浮力。   

發明原理 30「彈性膜與薄膜」原理說明：使用彈性膜或薄膜代替標準結構；

使用彈性膜或薄膜將物體與環境隔離。針對此原理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為在充氣

囊上使用彈性薄膜設計，增加浮標殼的浮力。 

發明原理 3「改變局部性質原理」原理說明：將物體、環境或外部作用的均

勻結構，變為不均勻的；讓物體的不同部份，各具不同的功能；讓物體的各部份，

均處於完成各自動作的最佳狀態。與發明原理 32「改變顏色原理」說明：改變

物體或其環境的顏色或透明度。將吳榮在(1991)對擬餌顏色與捕獲率的研究中發

現，擬餌外觀若使用紅色、黑色描繪釣獲率最高，其次為黃、綠、橙、粉紅及白

色。針對此原理找出的問題解決方案為在擬餌外部要塗敷對魚有吸引力的顏色，

並盡量繪製如真魚一樣的全彩描繪。 

發明原理 27「可拋棄原理」原理說明：用一組廉價物體代替一個昂貴物體，

放棄某些品質。擬餌在水中誘魚又要能釋放香料，需要在擬餌旁安裝一香料餵食

器，此餵食器內罐充填誘魚香料，外罐配重，掛於浮標殼下方方便沉於水中，內

罐與外罐間有香料餵食口相通，經由內部壓頭設計，包括電池、馬達與彈簧，當

接受釣友的訊號後，即可適時擠出香料餵食魚群。 

發明原理 6「萬用性原理」原理說明：一個物體執行多種不同功能，不需要

其他的物體。在香料餵食器的底部安裝相機鏡頭，並以訊號線與釣竿前端螢幕相

連，這樣釣友就可充分瞭解水面下魚群泳動現況，決定餵食香料的時機。 

由技術矛盾分析得知，要使擬餌變成香料餵食動態擬餌，具有誘魚功能，至

少需要包括 7項組件以及還要改善擬餌的顏色，這 7項組件如下: 1.水電池，2.

控制電路，3.推進器，4.具充氣囊之浮標殼，5.水流運轉機制，6.香料餵食器與

7.釣竿螢幕。 
 

四、香料餵食動態擬餌設計 

經由演化趨勢與技術矛盾考量分析後，本研究針對香料餵食動態擬餌具有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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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魚般動態泳動功能並能適應餵食香料，其設計理念，係用一浮標殼浮在水面，

浮標殼上有一訊號釣線固定孔可固定手竿或甩竿的釣線，浮標殼的連杆上繫帶懸

浮型擬餌，水電池放置在浮標殼中心，在浮標殼旁邊放置控制電路，浮標殼需要

有浮力，需藉助充氣囊給予承載，在浮標殼內設置水流通道以保持往復運轉時的

穩定性，在水流通道口裝置推進器，給予往復運轉如同具有放線捲線與抽竿操餌

的動力，此外在浮標殼下方裝置一香料餵食器，如圖 5所示，藉由浮標殼的往復

轉動，即帶動連杆上的擬餌呈現動態泳動，產生類似釣友放線捲線與抽竿操餌時

的誘魚效果。此外在香料餵食器底部還安裝相機鏡頭，以訊號線與釣竿前端螢幕

相連，就成為香料餵食動態擬餌如圖 6所示，當使用手竿或甩竿將香料餵食動態

擬餌浮標拋於水中，水電池啟動，擬餌即產生動態泳動的功能，釣友及時可充分

瞭解水面下魚群泳動現況，決定餵食香料之時機，提升誘魚機率，其香料餵食動

態擬餌釣具如圖 7所示。 

 
圖 5. 香料餵食器 

 

 

 

香料餵食口        

餵食器內罐        

彈簧        

馬達        

電池        

壓頭 

餵食器外罐        

照相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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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香料餵食動態擬餌 

 

圖 7.香料餵食動態擬餌釣具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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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TRIZ 技術開發香料餵食擬餌誘魚功能，首先使用演化趨勢，找出

擬餌未來演化的方向，一定朝向減少人為的操控，具有動態泳動如真魚的功能；

其次使用技術矛盾矩陣，找出具有誘魚功能的活擬餌，至少需包括 7項組件，這

7項組件分別是: 1.水電池，2.控制電路，3.推進器，4.具充氣囊之浮標穀，5.

水流運轉機制，6.香料餵食器與 7.釣竿螢幕。針對這 7 項組件設計可使擬餌在

水中呈現猶如真魚之動態泳動，並具香料餵食功能，而且釣友可及時充份瞭解水

面下魚群泳動現況，決定餵食香料之時機，這樣釣友無需再頻繁放線捲線與抽竿

操餌，即可獲得吸引魚群掠食的功能，增加捕獲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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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智慧景區”模式的創新型旅遊實

踐教學中心 
──以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實踐教學中心為例 

 
于平 

（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北京，100101） 

 

摘要 
“智慧旅遊”是旅遊業和資訊業融合的產物，加強智慧旅遊人才的培養，有

利於提高我國旅遊業整體的服務水準，從而增強我國旅遊業的整體競爭力。面向

現代旅遊業飛速發展特別是北京智慧旅遊城市建設步伐的快速推進,高校肩負著

培養旅遊人才的重擔。為此，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創新建設理念，運

用物聯網、虛擬模擬、雲平臺等先進技術與設備，構建了“智慧景區”模式的創

新型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形成智慧旅遊背景下創新型旅遊實踐教學硬環境和軟環

境，為培養適應現代旅遊業、旅遊新業態發展需要的綜合應用型高端人才探索出

現代旅遊專業實踐教學的創新之路。 

 

關鍵字：智慧旅遊、智慧景區；旅遊實踐教學 

 

Establishment an innovative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base on 

“Intelligent scenic spot" mode 
──take the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u, Ping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ntelligent tourism is the combin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igent tourism talents is conducive to 

the service improve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whole, so a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places of cultivating tourism talent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especially Beijing’s “intelligent tourism city”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is reason, the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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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es its construction concept and constructs a creative practice teaching center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scenic spot” mode by use of suc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s internet of things, virtual simulation and cloud platform, which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by combining hard environment with soft 

environment. In the meantime, this explores a creative approach to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modern tourism specialty which is supposed to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high-end tourism talents adapting to the need of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Key words: Intelligent tourism, intelligent scenic spot, tourism practice teaching 

 

前言 
近年來，隨著旅遊文化、旅遊資訊化等旅遊新業態的不斷湧現，旅遊行業對從業人

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技能也顯現出了新期待與新要求，而國內眾多旅遊院校依然停留在

“培養具有旅遊管理專業知識，有綜合職業能力、能在各級旅遊行政部門、旅遊企事業

單位從事管理工作的旅遊專門人才”的人才培養的定位上。從旅遊專業人才培養的長遠

目標來看，以往“寬泛”的、傳統的實踐教學模式已經顯露出不適宜性，並且在國家大

力推進旅遊資訊化、智慧旅遊建設的新形勢下，現有的旅遊專業實踐教學模式過於陳舊，

旅遊人才的綜合素質有待提高。為此，北京聯合大學在國家旅遊業“十二五”規劃的政

策指引下，緊抓機遇，明確提出旅遊類專業在行業新時代背景下的實踐教學改革發展思

路，致力於培養專業技能強、綜合素質高、適應現代旅遊行業快速發展的高級旅遊人才，

全力打造一個高端前沿的“智慧景區”模式的創新型旅遊實踐教學中心。 

 

一 “智慧旅遊”促進旅遊人才培養新需求 

 
(一) 智慧旅遊理念 

綜合智慧旅遊研究中“管理變革論”“新旅遊形態論”“技術應用論”“務實操作

論”和“旅遊體驗論”的觀點，智慧旅遊可以理解為“旅遊者個體在旅遊活動過程中所

接受的泛在化的旅遊資訊服務”。「1」一方面，智慧旅遊從旅遊資訊獲取、旅遊方式、旅

遊工具等方面影響了傳統旅遊者的習慣，提升了旅遊者在遊覽過程中的旅遊效率和自主

體驗效果；另一方面。智慧旅遊融合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等多種新技術，並從屬於

智慧城市，可以有效地帶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尤其對於旅遊資源豐富的城市更是如此。

所以，在北京城市建設中。對智慧旅遊相關的資訊服務機構、旅遊機構、旅遊企業提出

了更全面的要求。 

 

(二) “智慧旅遊”人才要求 
智慧旅遊涉及了資訊技術、文化、媒體、服務、策劃、開發等各個環節，這就要求

高校培養的旅遊人才能夠根據旅遊管理機構、旅遊企業及遊客提供的大量資訊，對遊客

的個性化需求進行分類，利用資訊技術與手段滿足遊客的不同需求，提高遊客的旅遊體

驗。「2」因此，旅遊院校需要把智慧旅遊與傳統旅遊的實踐教學內容有效的融合，即：結

合智慧旅遊內涵，對旅遊人才培養的傳統實踐內容進行擴充，實現旅遊體驗認知實踐、

旅遊資訊管理專業實踐、旅遊資訊技術創新與應用實踐等多層次的“智慧化”的實踐活

動，培養具有跨學科知識背景、具有個性化服務能力和運用資訊化、新媒體設備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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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人才。 

 

(三) “智慧景區”模式的實踐教學環境 
為培養具有紮實的專業知識、豐富的文化底蘊，又能熟練掌握資訊技術的高級旅遊

人才，相關實踐環境建設也需遵循智慧旅遊人才需求導向，建設適應旅遊與文化、旅遊

與經濟、旅遊與資訊化產業融合發展需求的創新型旅遊類實踐教學中心。本文結合國家

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實踐教學中心（下稱“中心”），闡述中心如何

把景區“搬進”校園，打造“智慧景區”模式的創新型旅遊實踐教學中心的相關建設思

路、模式框架、以及建設成果，以探索智慧旅遊背景下旅遊實踐教學的硬環境和軟環境

的融合與結合，為培養更加適應當今旅遊行業需求的高端旅遊人才進行改革與創新。 

 

二 “智慧景區”模式的構成與實現 
“智慧景區”模式的創新型實踐教學平臺涵蓋了旅遊體驗認知實踐、旅遊資訊管理

專業實踐、旅遊資訊技術創新與應用實踐三個實踐層面，參照國內5A景區真實場景對實

驗教學環境進行了實踐功能細分，把景區全業務流程“搬入”了中心，進行了景區運營、

管理、決策、預測等工作的“鏡像”重建。其內容包含了硬環境（設備系統）建設和軟

（資料資源）環境建設兩個方面。 

 

(一) “智慧景區”模式的硬環境建設 
1． “智慧景區”整體環境規劃 

“智慧景區”模式的旅遊實踐教學中心位於北京聯合大學 2 號樓 7 層，建築面積

3500平方米，包括20個房間、2個大廳、2條長廊及2個公共區域。為此，中心參照國

家旅遊局對景區資訊化建設要求，參照智慧景區的規劃與指導，對中心整體區域實施了

功能設計與細分（如圖 1-1），以最大限度的實現真實景區全業務可以在的平臺內實現，

並用精心設計的實踐項目來完成“景區”的各層次實踐教學活動。平臺建設了 15間包括

（沉浸式互動實驗室、旅遊文化交互展示實驗室、智慧景區綜合管理實驗室、虛擬滑雪

體驗實驗室、數位景區體驗實驗室（頤和園）、旅遊資訊管理實驗室，旅遊市場分析與投

資實驗室、智慧旅遊實驗室（圓明園）、虛擬體驗實驗室（高爾夫）、健康旅遊體驗實驗

室、旅遊資源開發與規劃實驗室、視訊會議模擬交互實驗室、展覽模擬實驗室、景區規

劃沙盤實驗室、旅遊產品創意策劃實驗室）的專業實驗室；5 間工作室（管理、研發、

維護等）；2個旅遊科技與文化專題展廳；2條旅遊文化展示長廊（中國旅遊文化、世界

旅遊文化）和2個公共休息廳（學生休息區和教師休息區）。這些實驗教學場所涵蓋了景

點導遊、運營監控、資訊發佈、宣傳推廣等相關工作，實現了學生足不出戶、完成相關

模擬導遊、虛擬規劃、資料獲取與分析、智慧管理、虛擬體驗、產品設計等數十個實踐

項 目 ， 對 學 生 們 綜 合 能 力 的 提 升 提 供 了 全 方 位 的 保 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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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智慧景區”整體環境規劃設計圖 

2． “智慧景區”模式的主要硬環境設計 

（1） 參照真實景區門票、閘機、刷卡類統計模式，在中心電梯、步行梯、秘

密頻道的出、入口等設置了人臉識別系統，打造了實踐教學平臺的“智慧”統計系統，。

整個系統由數十個高清攝像頭、人臉識別模組、軌跡跟蹤模組及資料庫組成，通過即時

採集出入人員的面部特徵完成人數統計、軌跡追蹤、盜移報警等功能；還在整個區域內

搭建了基於手機WiFi的客流統計系統，任何攜帶智慧終端機進入中心的訪客將會通過演

算法被記錄在資料庫內。這兩種系統相互配合，以多種維度採集 “景區”內即時人數。

在此實踐環節中，學生們通過報表呈現的平均滯留時間、人員密度、新老人員比例、遊

覽熱點等重要資料，來分析遊客來源、遊客興趣點、旅遊舒適度、訪問次數等指標。人

臉識別這種高新技術的引入，促使學生熟悉景區一線工作，獲取一手資料，加深對智慧

旅遊內涵的理解起到了極大地幫助。（如圖1-2） 

圖1-2“智慧景區”內統計系統 

（2） 參照真實景區內的導遊帶領、自行遊覽、線路設置的傳統模式，中心開

發了多語言自助導覽 APP、搭建基於手機藍牙功能的自助解說等系統，打造了實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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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內的“智慧”導覽系統。APP 通過中心無線網路或公共網路下載使用，為所有景點

（實驗場）提供了 360度全實景高清場景和中英文解說。在此實踐環節中，學生以第一

人稱視角方式進行遊覽，在場景內自由切換，完成遊覽路線的規劃、定位、查詢及導航

等功能。在中心開設的高層次的實踐項目中，學生要參與 APP來源程式編寫、資料庫搭

建、介面美化、系統調試等專業知識的學習，促進學生軟體發展的能力並具備對遊客進

行精准推薦、個性化定制的專業技能。 

（3） 參照真實景區傳統的電話、巡檢、監控等管理模式，加入紅外線裝置、

智慧中控，指紋識別等設備，打造了實踐教學平臺“智慧”管理系統。景區（實驗室）

管理人員在主控室不僅可觀察各景點（實驗室）人員情況、設備情況，還可以以極少的

人員完成整個景區的智慧管理。在此實踐教學環節中，學生們可完成紅外語音危險提示

的設置和調試、智慧中控集中或區域管理設置、視頻遠端調取與存儲設置、資料備份與

容災設置、人員等級許可權設置等實踐內容，極大地促進了學生資訊技術與工具快速、

深度的掌握。（如圖1-3） 

圖1-3“智慧景區”監控管理系統 

（4） 參照真實景區內傳統的語音播報、服務台、文字提示等服務模式，中心

增設了景區虛擬解說員、互動大螢幕、自主印表機、自助販賣機等設備，打造了一個實

踐教學平臺內遊客“智慧”自服務系統。在此實踐環節中，學生們可在虛擬解說員前完

成預覽，提前瞭解景區特色、最佳景點，最佳遊覽路徑等；在自助印表機上與景區內所

有心怡的景點進行虛擬合影並簽名列印，留作紀念；在自助販賣機上通過智慧終端機完

成餐飲的自由選擇；在互動大螢幕上獲取資訊，並於所有在場人員進行展示、留言、留

影等互動活動，幫助學生深入瞭解智慧旅遊、智慧景區的內涵，為促進學生旅遊資訊化

技術的學習與旅遊科技產品應用提供保障，為廣大學生開拓創新思維、實現創業夢想提

供優質平臺。 

創新型實踐教學平臺實現了實驗場地的充分利用、景區活動的全面覆蓋，智慧手段

的高度集成，為“智慧景區”模式下的實踐教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智慧景區”軟環境建設 
旅遊實踐教學中心開發建設了類型多樣的旅遊教學資源和資料庫，形成了“智慧景

區”模式內的軟環境，對優化傳統實驗教學內容，促進從“知識傳授”到“知識創新”

的提升，起到了大力推進的作用。 

1. 開發獨有的旅遊實踐教學資料資源庫 

旅遊實踐教學中心利用行業特色和自身優勢，在自主研發的基礎上，推進與兄弟院

校、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地方政府及國外機構的深度融合，引進了多種現代資訊技術，

包括虛擬實境、3D列印、傳感技術等，開發了多種獨有的旅遊實踐教學資料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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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景區人臉識別、軌跡跟蹤系統中，採集了師生訪客等近萬人次資料，形成了

真實的資料資源庫，為學生進行景區規劃、景區業務分析、智慧化管理提供了科學的依

據。 

（2） 在“虛擬酒店服務”系統中，開發知名星級酒店的虛擬場景 40 余個，形成了

豐富的酒店虛擬場景資料庫，學生可不同的酒店場景進行真實酒店管理角色扮演，如服

務人員、管理人員等，實現如大堂、吧台、客房、餐廳等管理與服務崗位的類比練習。

通過“虛實結合”的角色扮演，使學生在就業前熟練掌握酒店各個管理崗位元的工作流

程，極大地縮短了學生酒店實地實習的適應期。 

（3） 在虛擬體驗實驗室內，開發了如數位故宮、數位長城、數位天壇、數位杭州等

高解析度的4D類比場景7套，形成了超大型虛擬導遊場景資料庫。學生可選擇特定景區

自主遊覽進行導遊模擬實驗，導遊線路可自行設計和規劃，通過搖杆或鍵盤實現邊走邊

導的實驗環節；在故宮內，環形銀幕真實再現故宮內部景觀，站在場景的中央，學生可

以感受到強烈的沉浸感，配合互動座椅可模擬上下臺階，俯視、飛行的動作，學生可以

從全新的視角，身臨其境的感受景區原貌並完成導遊訓練與實踐。 

（4） 在展覽模擬實驗室內開發了虛擬會場場景、展位、材料等百餘套，學生可模擬

完成會展展位元單元設計專案。在會展展位元單元設計課程模組教學中，教師依據北京

地區會展行業的實際情況，規定展位設計任務要求，學生利用素材庫中的資源挑選結構

單元，組裝、搭建各具特色的展臺或展廳，完成會展展位元單元的籌畫與設計，最後通

過3D印表機輸出進行專案最終成果呈現。 

（5） 注重行業一手資訊資料的採集與整理，在 “5A景區服務品質評價與提升辦法”

的課題中，以北京7個5A級景區為例，採訪了約4000名的景區遊客，完成了3500份的

手寫問卷。隨後，整理好的資料放在實驗教學中來，結合網路資料、行業需求和百姓視

角來分析現有的服務品質和改進措施。同學們把傳統資料通過現代技術統計並分析出來，

體會了科研工作中的很多樂趣，對於課程學習有極大地幫助。 

2. 搭建獨具特色的旅遊文化資源庫 

旅遊文化的學習與體驗是“智慧景區”內的一個重要內容，為此，在“智慧景區”

的東、西展廳和走廊搭建了主題清晰、形式多樣的展示體驗設備和開發了獨具特色的多

個旅遊文化資源庫，旨在擴展學生旅遊專業知識、提高學生人文素養，樹立愛國情懷。 

（1） 在世界旅遊文化展示區的互動地球儀系統內搭建了 90 個世界城市的多媒體資

料庫，讓學生瞭解世界著名旅遊目的地的人文、歷史、美食等資訊；類比規劃展示系統

利用衛星遙感技術建立了中心獨有的100多個3D模型，展示北京五環內的城市全貌；智

慧櫥窗用於展示世界高端旅遊項目 9個，每個櫥窗裡包含 3個內容，觸摸相關區域，可

以對相關專案進行更為詳細的瞭解。 

（2） 在中國旅遊文化展示區展示了中國的漢字文化、中醫文化、茶文化和酒文化的

多媒體資源；旅遊資源展示大螢幕則展示我國 90多個 5A級景區的詳細資訊；一帶一路

展示牆介紹“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國家的人文、經濟、歷

史、現狀等資訊，為學生學習旅遊新業態、旅遊規劃、線路設計提供全新的思路。 

（3） 東、西長廊兩側展示中國及世界著名旅遊城市各100個，通過二維碼掃描和手

機“搖一搖”功能，瞭解每個城市的文化、歷史、特色等詳細資訊。 

在“智慧景區”模式的實踐教學平臺學習，學生可以親臨古代皇家園林-圓明園，通

過數位重建技術瞭解道光、雍正、乾隆時期的園林原貌。旅遊資料與文化資源庫的建立，

使學生們可全面的學習、體驗與模擬現代旅遊科技、智慧旅遊的科技產品，感受旅遊的

多姿多彩。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968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023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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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智慧景區”模式的旅遊實踐教學平臺，融合當今先進的資訊技術，搭建了多個先

進的旅遊科技體驗、應用系統，建成旅遊獨具特色、有代表性的實踐教學資源，引導學

生科學動手實踐，聚焦旅遊全產業鏈的相關活動，幫助學生深入瞭解旅遊科技、旅遊文

化、旅遊經濟融合背景下的大旅遊發展方向。平臺的建設，促進學生從多角度瞭解中國

旅遊文化、名山大川、文化遺產、歷史古跡和中國傳統文化，激發了民族榮譽感、建立

了專業自豪感。正如同學們說的：“第一次體會到了智慧旅遊的概念”“以前還沒有想

過在旅遊行業還有這麼多高科技”“通過智慧酒店平臺的學習，提高了我們酒店經營管

理的能力”“對我們以後的專業學習和工作來說，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總之，“智慧景區”模式的創新型旅遊實踐教學中心的建設，為同類院校的實踐教

學改革提供了思路，引領了方向，奠定了基礎。這充分說明“智慧景區”模式的實踐教

學環境是“大旅遊”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內容，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創業精

神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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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首飾專業協同育人實踐 

——以深圳技師學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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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深圳 518055； 

2. 深圳技師學院，廣東 深圳 518116） 

 

摘要 

文章根據深圳對珠寶設計、鑒定及行銷人才的需求，從構建理論水準與實踐

技能過硬的師資隊伍、建立以任務驅動的專案課程為主體的課程體系、校內外實

訓基地平臺、生產中心共建共用、校企合作首飾設計技師培養“雙導師”制、境

外合作辦學等幾個方面，探討了深圳技師學院珠寶首飾系與國內知名企業、行業

協會以及珠寶首飾品質檢測站等合作共同開發課程及全程參與教學實踐、合建大

師工作室、合作開發儀器設備；與境外機構，如比利時鑽石高層議會（HRD）、

國際鉑金協會等協同育人模式和取得的成效，以參加世界技能競賽為契機，提升

人才培養的規格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關鍵字：珠寶鑒定；設計；協同育人；深圳 

 
 

The Practic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the Specialty of Jewelry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Technician College 

 
Lu WANG 

1
, Xungui LI 

2 

(1.Shenzhen Polytechnic，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2. Shenzhen Technician College，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Shenzhen jewelry desig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results from aspects as follows: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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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aching staff; establish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ask driven project curriculum as 

the main body; build a training base; technician training "double tutor" system etc. 

And discuss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with the well-known 

enterpris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jewelry quality inspection station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full participation in teaching and 

practice, building a master studio,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offshor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elgian diamond top Parliament 

(HRD), International Platinum Association. To Take the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as 

an opportunity，enhanc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specific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jewelry certification; des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Shenzhen 
 

前言 
“世界珠寶看中國，中國珠寶看深圳”，深圳彙集了近 4000 家珠寶企業，深

圳市的黃金珠寶首飾行業是市重點扶持產業之一，深圳市關於《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的實施方案》明確指出：提升傳統工業產業

競爭力，以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整合資源為手段，提高設計、工藝水準，提高

產品的科技含量、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促進傳統工業的優化升級。深圳黃金珠

寶首飾產業就屬於要重點優化升級的六大傳統優勢產業之一。黃金珠寶首飾行業

要培育自主開發設計和起版製作能力，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附加值，就要優化人

才培養模式，校企合作協同育人模式是高校與企業雙方優勢互補，充分利用各自

的優勢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的最佳模式,也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必要途徑之一。

文獻[1-4]對目前國內珠寶專業合作辦學的模式等進行了介紹，但很多方面還不夠

深入。本文以深圳技師學院為例，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其協同育人實踐和成

效。 

一、 珠寶首飾專業協同育人實踐 
 

（一）構建理論水準與實踐技能過硬的師資隊伍建設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走自主創新之路，專業教師是關鍵。深圳技師學院在

教師培養方面，一方面要求專業教師必須有企業工作經歷或經驗，校內教師通過

國內外進修、企業培訓、院校培訓、校內培訓、青年教師培養“一帶一”培養等方式提

高他們的一體化教學能力。學校經常派首飾專業教師深入珠寶企業頂崗實踐，通

過與知名企業及國際名校合作，以項目設計開發為依託，教師下企業作為駐廠鑒

定師、行銷師，設計師等。專業教師“下企業頂崗實習”一般為半年，直接參與企

業的生產、設計或項目研發。培養學科帶頭人，取得國家註冊珠寶質檢師或註冊

評估師資質等。另一方面聘請企業名師作為“項目教授”、“課題教授”駐校授課等，

這些客座教授們大都都是來自大中型企業的專家、行內資深人士、甚至企業老總

親。培養與構建一支以 CGC、GIA、FGA 珠寶鑒定師、珠寶行銷師為主體的，

掌握國際前沿技術、會鑒定、懂行銷的珠寶鑒定與行銷專業教師團隊，以及會設

計、能製作的首飾設計與製作專業教師團隊。有這樣的師資隊伍，才能將珠寶企

業首飾鑒定、設計的崗位技能要求與學校的培養目標緊密結合起來，搭建校企雙

方共同培養人才的平臺，達到校企“雙贏”。 

 

（二）建立以任務驅動的專案課程為主體的課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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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寶首飾人才培養要改變課程偏向理論忽視實踐動手能力的局面，首先要與

企業合作開發集理論、實踐操作技能、現代先進技術手段於一體的課程體系。先後

與深圳市黃金珠寶首飾行業協會、周大福、百泰、寶福、翠綠首飾、星光達、九

福珠寶等近 60 家珠寶企業簽訂校企合作協定，以珠寶鑒定與行銷、首飾手繪技巧、

商業首飾設計及產品企劃、首飾電腦輔助設計及快速成型、首飾執模、首飾雕蠟

製作、首飾鑲嵌和起版技術等任務驅動項目為引領，學校專業教師與企業導師合

作編寫教材、實訓手冊等，按企業標準將教室改造成工作場所，變“教師—學生”

平面理論傳授為以工作室為載體、以學生為主體的模式開展以任務驅動的專案課

程的學習，教師通過“下達工作任務單”的形式提出教學要求，並且注意在各個

步驟的關鍵節點處適時“供給”必要的理論知識，最大限度地優化教學效果。 

 

（三）校內外實訓基地平臺、生產中心共建共用 
     學校與深圳百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深圳市愛迪爾珠寶首飾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怡珠寶首飾有限公司、深圳市安盛華實業有限公司、深圳市寶福珠寶首

飾公司、深圳市緣與美珠寶首飾有限公司、深圳市星光達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等

26 家行業龍頭企業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經過多年建設，以建成珠寶首飾大

型儀器檢測室、珠寶首飾綜合檢測室、寶玉石鑒定實訓室、鑽石分級實訓室、首

飾電腦輔助設計室、首飾快速成型實訓室、首飾起版實訓室、首飾製作實訓室、寶

玉石加工實訓室、首飾鑄造實訓室等等集教學、生產、培訓、技能鑒定、技術研

發和服務為一體實訓室。簽約掛牌校外實習基地和訂單式合作培養基地企業共

11 家，簽訂學生畢業、中期實習企業 51 家。與寶福珠寶探索建立“校中廠”、

“廠中校”等實踐教學模式；與寶福珠寶有限公司合作研發珠寶檢測平臺；與深

圳百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共建培養與企業工作環境零距離的貴金屬首飾製

作工、貴金屬首飾設計師、貴金屬首飾檢驗員的珠寶專業實訓基地，共建技師工

作站，雙方共同提供技師工作站建設所需各類設備，即為學院學生生產實習及技

能培養提供場所，亦為企業課題研究及實際生產的場所，同時雙方還合作針對企

業生產實踐技術方面的難題進行技術研發、攻關；與深圳市愛迪爾珠寶首飾有限

公司合作開展專業課程設置建設、實習實訓室建設、產品開發、科技攻關、教師

頂崗實習（調研）、聘請客座教授、社會化培訓等。 

 

（四）校企合作首飾設計技師培養“雙導師”制 
從順應珠寶企業的職業實際崗位、理論與實踐教學的任務引領，到理論與

實際工作環境一體化的教學模式，目的就是要克服純課堂理論教學，或校內實訓

室的局限性，彌補學校“雙師型”教師在遇到企業實際生產問題感力不從心的問

題。深圳的黃金珠寶首飾企業，要依靠品牌競爭發展就必須打造有特色的本土化

的珠寶首飾設計研發團隊。深圳技師學院首飾設計技師的培養目標緊緊圍繞深圳

黃金珠寶首飾企業發展的需求，培養方式採用校內導師和企業導師聯合培養的

“雙元制”“雙導師制”。如深圳技師學院與深圳市緣與美實業有限公司合作的

預備技師班聯合培養。四年制的培養計畫中，前兩年半主要在學校學習理論基礎

課和參與校內的實訓，後一年半參加在企業純工作環境下崗位技能實踐，且以企

業實踐能力培養為主，實現學校和企業人才培養的無縫對接。學生在企業被分配

到設計部的不同設計製作崗位，由設計部經理擔任他們的專業指導教師，根據企

業實際需要和服務生產任務的設計理念，以企業產品研發部正式員工的要求考核

學生。這些學生已具有雙重身份：深圳技師學院三年級在校生和深圳緣與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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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研發部的技術人員。幾個月的第一個培訓階段結束後，公司對所有學生的業

績進行考核，對達不到企業崗位要求的學生將被淘汰。對留用的學生實行生產現

場工藝技師的培養，指導他們將首飾的結構、加工工藝、審美等要求不斷地融入

設計[5-6]，企業產品研發部非常重視這些工藝細節，不能有一點偏差，力圖將學

員的設計變成產品投放市場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這是在學校教學中基本無法實

現的。這種“雙導師”制，最大限度地將校內教學與具體工作場景的實踐技能的

傳授有機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學校教師和企業指導老師各自優勢，培養出名副

其實的首飾技師。 

 

（五）境外合作 
學校與臺灣大漢珠寶職業技術學院、香港李惠利珠寶首飾專修學院等建立了

合作關係；與比利時鑽石高層議會（HRD）機構合作，引入 HRD 鑽石鑒定實驗室、

HRD 鑽石鑒定分級培訓課程體系和 HRD 國際鑽石分級證書等項目。同時還積極地

與英國、法國、義大利等珠寶首飾加工先進國家的專業院校尋求合作，派專業教

師、選手進行學習訪問或比賽，培養師生的國際視野。 

 

二、協同育人成效  
深圳技師學院珠寶設計俱樂部的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先後承擔深圳市福麒

珠寶首飾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夏飾品有限公司、深圳市翠綠實業有限公司、深圳

市雅諾信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等首飾專題設計的實際工作任務，定期定量向企業提

供設計稿樣，已有幾十款學生設計作品投放市場，受到市場的歡迎和好評。校企

合作協同育人取得較好的實際成效，湧現了彭建標、陳瑞燕、潘立鵬、孫國華、

劉俊傑、李岩、韓其宏等為代表的一批創業典範和設計能手。學校還鼓勵學生多

參加各類珠寶設計大賽，“以賽促學”，在各類大賽中不斷提升設計創新能力。

師生主要獲獎作品見表 1. 如今，珠寶首飾系圍繞世界技能大賽珠寶加工中國訓

練基地的打造，與校企合作企業深入融合協作選材、育才，積極備戰 2016 國內

選拔賽，爭取獲得好成績，交一份校企合作共贏的滿意答卷。 
表 1 近年來師生主要獲獎作品一覽表 

序

號 
時間 獎項名稱 頒獎單位 等級 地點 備註 

1 2008 
2008 足金首飾設計比賽”（國際級）學生

組一等獎 
國際黃金協會 一等獎 香港  

2 2008 
2008 蘇州相城中國珍珠節“閃耀在渭塘

珍珠”中國珠寶飾品設計大賽優秀獎 
蘇州相城 優秀獎 中國  

3 2009 法國“2009 3D 首飾設計大賽”三等獎 法國 3DESIGN 公司 三等獎 法國  

4 2010 全國首飾製作大賽—蠟版組三等獎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

障部 

國 家 二

類賽事 
 教師 

5 2010 全國首飾製作大賽—蠟版組三等獎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

障部 

國 家 二

類賽事 
  

6 2010 第六屆中國珠寶首飾設計大賽 國土資源部 國家級 北京 二等獎 

7 2011 
“海盜船”杯銀飾創意與設計大賽二、三等

獎、新人獎 
中國武漢 

二、三等

獎、新人

獎 

中國  



302 
 

 

參考文獻： 
[1] 嚴忠，高職院校寶石專業校企合作現狀調查研究，當代職業教育，2014 年

第 2 期，頁 13-16. 

[2] 武玉楠，高校珠寶首飾設計專業校企合作辦學模式的探討，求知導刊，2015 

第 14期，頁 29-30. 

[3] 王昶，袁軍平，馬春宇，珠寶首飾類專業高技術技能型人才協同育人平臺的

構建與實踐，寶石和寶石學雜誌，2016,第 18 卷，第 1期，頁 38-42. 

[4] 林建華，任清華，黃林毅，基於珠寶玉石人才培養的 “四模一體”人才培

養模式研究，職業時空，2015 

[5] 郭紅雲，論首飾技師培養的“雙元制”與“雙導師”制，職業教育研究，2012，

第 8期，頁 153-155. 

[6] 郭紅雲，首飾技師“雙元制”培養實踐與探索，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2，

第 35期，頁 25-28. 
 

  

9 2011 第二屆大千世界3D珠寶設計比賽佳作獎 法國 3DESIGN 公司 佳作獎 臺灣  

10 2012 全國首飾製作大賽—銀版組優秀獎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

障部 

國 家 二

類賽事 
  

11 2013 
廣東省首飾鑲嵌比賽中，我系學生獲得第

二,三名 
廣東省勞動廳 

國 家 二

類賽事 
廣州  

12 2015 
第四屆全國黃金行業職業技能競賽鐘海

敏榮獲“全國黃金行業技術能手” 
中國黃金協會 

國 家 二

類 
  

13 2015 
《Angle》第四屆中國（深圳）國際珠寶

首飾設計大賽（學生：葉晨欣） 

中國國際珠寶首飾

設計大賽組委會 

最 佳 工

藝 製 作

獎 

深圳  

14 2015 
《觸夢》第四屆中國（深圳）國際珠寶首

飾設計大賽學生：陳億芬 

中國國際珠寶首飾

設計大賽組委會 

最 佳 工

藝 製 作

獎 

深圳  

15 2015 

第四屆國際珠寶首飾設計大賽取得特等

獎一名,一等獎一名,二等獎一名,三等獎

兩名,優秀獎五名 

國土資源部 國家級 深圳  

16 2013 
文化部.TTF2014 巴黎歡樂春節·中國風

格——馬年生肖珠寶設計大賽 
文化部 國際級 巴黎 設計大獎 

17 2014 
文化部.TTF2015 赫爾辛基中國風格——

羊年年生肖珠寶設計 
文化部. 國際級 

赫 爾

辛基 

最佳創意

大獎 

18 2015 
文化部.TTF2016 倫敦?中國風格——猴

年生肖珠寶設計三等獎 
文化部 國際級 倫敦 

三 等 獎

（ 2015 9 

16 已 公

佈） 

19 2015 
“2015 3DESIGN 亞洲&大洋洲珠寶首飾

設計大賽”專業組二等獎 
法國 3DESIGN 公司 二等獎 深圳  

20 2015 2015 黃金海岸旅遊產品創意大賽三等獎 深圳鹽田區政府 三等獎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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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資源調查行動 APP與土地使用特性

評估研究 

 

儲慶美1 白宏澤2  秦楷孟3 蕭智元3 林璟佑3  

服務單位：1建國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 2建國科技大學土木工

程系兼任講師 3建國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範圍為臺東縣內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現況，而原住民保留地內之資源

豐富，已成為近年來國內發展文化、生態、體驗觀光等各種形態觀光方式重要的

標地之一。依照目前統計，臺東縣內原住民保留地面積約有 5萬公頃，僅次於屏

東縣，在各縣市中居臺灣地區之第二位。 

為能有效完成廣大範圍資源調查，本研究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彙整各項

基礎圖資，作為土地使用分析基礎；應用現行已臻成熟的智慧型手機平臺，開發

一套專用於土地現況利用與資源調查行動程式外，另透過行動網路的即時傳輸功

能，將現地調查所得位置、記錄、照片或錄音檔等，傳回至後端的資料平臺。另

一方面，也發展出一套可供多種裝置存取的資源圖資查詢系統。 
 

關鍵詞：行動設備、空間資訊、資源調查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cribe a workflow for resources surveying and land 

use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in Taitung County. This workflow was integrated 

with GIS software applications, maps and a specified mobile’s app.  

We used GIS software applications to analysis land usages within basic maps. We also 

developed a smartphone’s APP that acquiring resources’ location, description, photos 

or voice recordings. A APP was designed for a staff uploaded that information to the 

back-end’s database immediately over the 3G/4G network. On the other hand, we 

designed a multi-device query system.  

 

Keyword：Mobile Device、Spatial Information、Resource Survey 

 

一、前言 
按照目前統計，臺東縣內原住民保留地約有 5萬公頃，僅次於屏東縣，在各

縣市中居臺灣地區之第二位。而原住民保留地內之資源豐富，已成為近年來國內

發展文化、生態、體驗觀光等各種形態觀光方式重要的標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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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範圍為臺東縣關山鎮、池上鄉、海端鄉、延平鄉、鹿野鄉、台東市及

卑南鄉等七鄉鎮市原住民保留地；如下表所示，其總面積約有 14,033 公頃。如

以行政區別統計，海端鄉原保地面積約為 6,934公頃最多佔全鄉面積 7.88%；延

平鄉約有 4,899 公頃原保地約佔全鄉面積 10.75%；卑南鄉原保地佔全鄉面積約

3.87%，約為 1,596 公頃；其餘池上鄉、鹿野鄉、台東市及關山鎮等行政區，其

原保地面積約在 97~190公頃不等。 

 

表 1 研究範圍內各鄉鎮市原住民保留地面積與比例 

區域別 鄉鎮市面積(公頃) 原保地面積(公頃) 比例(%) 

海端鄉 87,994 6,934 7.88% 

延平鄉 45,590 4,899 10.75% 

卑南鄉 41,260 1,596 3.87% 

台東市 10,970 142 1.29% 

鹿野鄉 8,871 97 10.90% 

池上鄉 8,269 190 2.30% 

關山鎮 5,874 175 2.98% 

合計 208,828 14,033 6.72% 

由前表可知研究標的面積廣大，在衡量相關時程、人力、經費等資源限制後，

應用軟體技術與行動設備，設計以下土地使用與資源調查方法，並完成相關應用，

簡述如後。 

 

二、土地使用與資源調查 
因本研究所調查土地面積，以現行臺東縣原住民保留地為範圍，為能如期如

質完成各種土地使用現況與資源調查，設計以下列作業方式，加速完成調查。 

 

(一)應用地理資訊軟體 
由於原住民保留地仍持續增編，故本研究為進一步確認調查範圍，透過縣府

提供計畫範圍內各鄉鎮市最新原住民保留地之標示部，以及由地政單位所提供計

畫範圍內地籍圖，以透過地段號的關聯，產製出計畫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範圍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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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產製研究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圖範例 

除前述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圖資外，本研究彙整研究範圍內門牌圖資、地籍圖、

境內國土利用調查成果、正射影像等圖資套疊，以分析出大多數土地使用現況。 

 

圖 2 應用各圖資套疊判釋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現況(範例) 

 

(二)開發行動調查 APP 
本研究以前述所整理土地使用現況為基礎，由「現地調查組」人員前往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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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保留地地段，進行其居住用地與生產用地之土地使用現況確認，如有不足或

錯誤，即再行更正調查資料。為增進調查效率，針對本次調查作業設計專用行動

APP，進行現地相關資源類別進行調查。 

調查過程中，透過智慧手機內建定位功能，可即時建立該資源的空間位置，

並可以同步手寫記錄調查內容、受訪者、拍攝照片與錄音語音，並將調查完成的

文字、照片與位置等，回傳至本研究所設置後端資料處理系統內。 

 

圖 3 調查作業 APP 使用範例 

 

三、調查成果與應用 
 

(一)土地使用與資源調查成果 
本研究應用前述調查 APP，於 2015年 7月至 2016年 1月間，全數完成前述

七鄉鎮市共 77 部落內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使用，與調查現地 550 處資源點，列

舉部分成果範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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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源調查成果範例 

 

(二)資源圖資查詢系統 
本研究所建置資源圖資查詢系統，為一套網際網路圖資查詢系統，其系統環

境係採用開放式軟體(Open Source)架構，並採用標準的 HTML5 技術進行開發，

其架構如下所示。 

 

圖 5 本研究資源圖資查詢系統環境與架構 

該系統查詢介面，可支援一般個人電腦、智慧手機與平板等設備瀏覽器。進

入系統畫面後，均可自畫面所提供的資源清單進行查詢，點選列表中的資源名稱，

即可顯示所在位置、地點描述與外觀照片等，如下圖所示。 

使用者

伺服器

資料庫：
MySQL 5.1x

HTM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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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研究資源圖資查詢系統介面 

 

四、結論 

本研究所設計專用行動 APP，除可提升現地相關資源調查效率外，並應用其

所記錄後端資料庫，將調查標的內之各種人文、自然資源等，建置成一套可適用

不同裝置之簡易圖資查詢系統。 

 

參考文獻 

臺東縣政府，「104 年度維護原民傳統地景子計畫 1：看見原保地-臺東縣原住民

保留地現況調查暨資源評估計畫(關山、池上、海端、延平、鹿野、台東、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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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動販賣機目前已是分布大街小巷，最早日本的研發及推廣，世界各國亦熱

烈風行，所有自動販賣機販售的商品大多是成品販售，在市面上未有特調飲品的

自動販賣機，本研究為開發出全自動可特調飲品的機器，名為特調飲料自動販賣

機。 

    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應用單晶片微電腦控制各種不同口味，且甜度可依個人

口味選擇的茶飲，全自動注入杯中，並以自動升降的攪拌組來完成混合口味配料

及泡沫之產生。本研究之調飲機具有自動感測裝置，能感應杯子有無及動作完成

後，自動停止注料及攪拌動作，輸出泡沫茶飲。 

    本研究完成開發並具加壓裝置，能快速且大量產出泡沫茶飲的，具有實際商

業量產的貢獻，更獲得中華民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發明專利。 

 

關鍵詞: 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發明專利、自動販賣機 

 

ABSTRACT 

Vending machine is distributed in everywhere as Japa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Countries can also make prevalent in all distribution vendors are final 

product. That is currently on the market are now turned drinks in the vending. The 

research to develop a full automatic can now turned drinks machine called Special 

Made Vending Machine. 

 

Special Made Vending Machine application from the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to control every taste of the drink. That made the drink independent flavor for each 

drink. After customer choose the taste that machine start to making special drinks. 

The machine automatic injection the liquid drink also sensor detect the cup full or not. 

Then injection the taste flavor and automatic making the bubble. In this research the 

vending machine can automatic start from the cup into the machine and finish every 

work done. 

This research create the Special Made Vending Machine also with pleasure 

equipment to fast the drink and bubble made. The machine have grand throughput 

from the business marketing and get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office 

of invention patent. 
 

Key words: Vending machine, Special Made Vending Machine,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http://eec.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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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財政部財政及稅賦統計統計資料顯示，在 2014 年全台灣含休閒連鎖服

務業共有 10.6 萬家，為了應付用餐或大量訂購時的需求，而增加大量人力應付，

本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可減少人力的支出，並滿足大量訂單的需求。 

 

自動販賣機販售商品的種類只有傳統的飲料、餅乾、巧克力、泡麵……等，

而市面上卻沒有專門針對現今茶文化所重視“特調”所開發的特調飲料自動販

賣機，“特調” 飲品依舊只存在於一般的飲料店之中。 

 

根據經濟部資訊工業策進會統計，自動販賣機在台灣有將近 5 萬台、中國大

陸 9 萬台，在日本則有 380 萬台的規模，在台灣也帶來了 7000 億元[1]-[2]的商機。 

因此本研究製作，完成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的開發，並以接近店面特調飲料

的品質，完美呈現出來。 

 

二、主要內容 

本研究針對自動販賣機運用在店家多樣化的商品中，因近年來國內養生文化

逐漸盛行並遭重視，但特調飲料卻僅止於市面上的泡沫紅茶店，為了在想喝飲料

之餘還能落實養生文化，我們決定研發這台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只要將原料事

先放好，簡單的幾個步驟就能快速的有效服務。 

 

我們也針對外面賣的調飲口味加以修改，因每種飲料都有不一樣的口味，且

每人能接受的甜度也不盡相同，所以針對品質我們開發的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可

以每杯都固定量，且甜度可令做選擇，應付大量甜度皆不同的團體客群我們也能

提供所需，並且我們每一杯飲品皆能維持在最高品質。 

 

因泡沫紅茶文化與自動販賣機的普及，我們讓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圖-1,圖

-2)能跟手工一樣，我們增加了可以打泡沫的一個馬達，能調飲出跟手工一樣也能

達到大量供應。現代新鮮人口味有點挑剔，因此我們也針對泡沫程度加以修改，

我們在杯蓋上增加一個馬達，可調出 1/3 泡沫或 1/5 的泡沫程度。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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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之編號圖 

編號 1:容置槽 

可放置紅茶或綠茶及烏龍茶等飲料或配料。 

編號 2: 單晶片微電腦(圖-3) 

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之所有電控動作及開關，皆由單晶片微電腦所程式控制，

並可依不同需求而調整。 

編號 3: 控制面板 

顯示各種不同口味之泡沫紅茶生產製造及控制製造的數量完成與否。 

編號 4:升降驅動機構(圖-4) 

可針對茶飲大小杯，控制杯蓋升降高度。 

編號 5:攪拌馬達及杯蓋(圖-5) 

主要防止泡沫溢出，杯蓋上裝置一組可調速直流馬達，產生製造不同粗細多

寡的泡沫，並增加本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製作之泡沫紅茶風味與口感。 

編號 6:飲料杯放置定位 

在飲料杯放置定位區域可自動感測杯子放置正確與否的裝置，來感測飲料杯

並達到安全的製作泡沫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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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 正視圖 

 

(一)單晶片微電腦控制 

1.單晶片微電腦 

由控制面板編號 1~5 所輸入進 AT89C51(表-1)[3]-[6]，輸入腳經過電阻器接

到 5V 電源代表“邏輯 1”，當開關閉合導通後，輸入腳則呈現接地狀態，及

為“邏輯 0”，VCC 腳位與輸入腳位兩端開關相接，並與電阻串連接地。 

 

透過電路接續，單晶片得以藉由各種開關動作，知曉外部狀況進而做出相對

應動作。 

 

 
圖-3  單晶片微電腦 

 

 

 

 

 

表-1 ATMAL AT89C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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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齒條軸承的結構 

1.升降驅動機構 

 
圖-4  升降驅動機構 

 

2.攪拌馬達及杯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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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攪拌馬達及杯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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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作流程圖 

 
圖-6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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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試結果 
經由本“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以市面上泡沫紅茶店 每杯容量 700ml 空杯，

注入 500ml 茶飲並完成泡沫及攪拌，實測空氣加壓與非加壓，之成品數據分析(圖

-7)及分別比較(表-2)。 

 
圖-7 測試數據 比較圖 

 

表-2 測試數據 

 

（單位：秒） 未加壓 空氣加壓 

第一次測試 20.2 7.3 

第二次測試 21.3 6.6 

第三次測試 20.8 7 

第四次測試 21.1 7.2 

第五次測試 20.2 6.8 

 

五、結論 
本研究成功實現“特調飲料自動販賣機”，可完全利用機器取代人力，讓想

喝特調飲品但時間過於短促的客人，未來在購買時能更方便與節省時間。特調飲

料自動販賣機目前正在國內尋求創投基金以推廣並準備量產最佳化中，如獲得世

界各國專利，未來在世界各地皆可看到本機器出現運作，更為國家經濟部工業局

所推動之 MIT 台灣之光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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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外後視鏡產品種類快速自動辨識系

統研究 
TYPE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AN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BY USING 

MEASUREMENT METHOD 

 

紀捷聰 

Chi, Chieh-Tsung  

建國科技大學電機系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摘要 
為了增加汽車駕駛人的視野，減少對汽車周圍的盲區，以便降低交通事故的

發生，通常一般汽車都會在汽車外兩側的 A柱附近各安裝一個後視鏡，這種作法

幾乎已經被全球各大車廠視為自家生產的汽車標準配備之一。但是隨著每一個國

家的交通法規之不同，在汽車內部的駕駛人座位位置更有在前座左側和前座右側

位置之分，且同一輛汽車在汽車車體外側又有左邊和右邊汽車後視鏡的區別。因

此，簡單計算一般汽車後視鏡就應該會有四種不同的型號或種類產品。本文首先

探討最新國外汽車製造原廠所設計生產的新型汽車後視鏡的組成結構和它的工

作原理，緊接著，在不拆解原廠汽車後視鏡的情況下，本文利用基於 Android

系統之智慧型手機與雙軸傾斜角感測用微機電元件(MEMS)建立一套汽車兩側後

視鏡產品型號自動辯識系統，可以快速且準確地判斷出待測汽車後視鏡的種類和

其連接端子的各接腳功能與定義的方法。本文所建立的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自動

辨識系統，預期將有助於國內各大汽車後視鏡生產業者得以縮短開發功能相容於

國外汽車製造原廠最新汽車後視鏡產品所需時間，因而快速生產出基本功能與國

內外汽車原廠相容的汽車後視鏡產品，供給廣大國內、外汽車維修市場(After 

Market; AM)對具有記憶和恢復功能之汽車後視鏡維修需求，增加國內汽車後視

鏡業者汽車後視鏡產品在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創造就業機會。 

 

關鍵字: 汽車後視鏡、盲區、智慧型手機、微機電元件、維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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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omotive driver seat location can possibly be in the front left or front right 

in general. In addition, the rear-view mirrors are usually installed on the outside of the 

vehicle body i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For the sake of two possible driver locations 

and two-oriented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therefore,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Firstly, we will explore the configuration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new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with memorize and restore function. 

Generally, the pin name and definition of the connector is still hoped to be realized if 

the mechanical mechanism of the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is not dismatled due to 

some special reasons. In this paper, an innovative product type identification system 

will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an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and two-axis inclination 

MEMS component. The developed measurement system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domestic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after the system is 

completed. The tracing time for a new unknown type of ao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should be hope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with memorize 

and restore function produced by domestic manufacter can satisfy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the vehicle’s driver in the AM (After Market). Final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ir necessary technology requirement of the manufacturer of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for increasing the market share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y. 

 

Keywords: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Blind spot,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MEMS component, AM (After Market). 

 

一、前言 
具有記憶和恢復功能的汽車後視鏡其實就是在傳統汽車後視鏡的基礎機構

上，加入了 X 軸和 Y 軸的偏轉角度感測元件，其目的乃希望對駕駛人調整後的

汽車後視鏡兩軸偏轉角度執行記憶鏡面實際偏轉角度，之後，當有需要時駕駛人

即可快速從汽車後視鏡控制器內的記憶體調用儲存該汽車後視鏡偏轉角度資料，

讓汽車後視鏡兩軸偏轉角度恢復至原先已調整過最適合汽車駕駛人的角度[1-5]。

圖 1 是一個典型國外汽車原廠設計和生產帶有 X 軸和 Y 軸兩軸偏轉角度感測與

回授裝置的新型汽車後視鏡，基於製造成本高故該裝置大都被國外車廠安裝在自

家的高階車款之上。在圖 1 所示的汽車後視鏡偏轉角度感測方式乃是在一塊 PCB

板上事先鋪設帶有呈線性電阻分佈的銅箔，汽車後視鏡的兩軸(X 軸和 Y 軸)偏轉

機構和角度感測元件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干涉(Decouple)[6,12]。當汽車後視鏡

的兩軸直流(有刷)馬達驅動汽車後視鏡鏡面開始偏轉時，因為機構耦合緣故故會

同時驅動膠旋轉齒輪(X-axis screw 或 Y-axis screw)轉動，如圖 2 所示，安裝在塑膠

旋轉螺桿上的金屬短路片(Short film)因此會在 PCB 線性電阻銅箔上循著軸向運

動 。汽車後視鏡鏡面的實際偏轉角度與 PCB 板上的 X 軸或 Y 軸的線性銅箔兩

端輸出電阻值變化兩者呈線性變化關係，換言之，只要透過動態擷取 PCB 板上

的 X 軸或 Y 軸的輸出電阻值變化，即能得到當下的汽車後視鏡鏡面的兩軸的偏

轉角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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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廠具有 X 軸和 Y 軸偏轉角度感測元件的汽車後視鏡背面照片 

 
圖 2. 原廠具有 X 軸和 Y 軸偏轉角度感測元件的汽車後視鏡正面照片 

圖 3 是典型國外汽車原廠生產車款上使用的汽車後視鏡本體機構外接的輸

出/輸入端子結構，連接端子的腳位數目共有 8 支接腳。其中 4 支接腳是 X 軸和

Y 軸直流馬達外加電源的接腳；另外 4 支接腳則是分別屬於 X 軸和 Y 軸偏轉角

度感測元件輸出接腳與偏轉角度感測元件的外加正、負電源接腳。本文的研究目

的乃希望在取得有限數量的汽車原廠後視鏡樣品情況下，以及在不破壞和拆解汽

車後視鏡本體機構等條件下，技術人員結合電子控制單元、智慧型手機和雙軸傾

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等單元對汽車後視鏡本體機構連線端子接腳進行簡單量

測，即可準確且快速得知汽車原廠所生產的汽車後視鏡輸入/輸出接腳定義和對

應於國內汽車後視鏡生產業者的產品種類，並且顯示在智慧型手機的螢幕上。從

相關文獻探討得知已經有 Lin、Xia 和 Makwana 等多位專家學者使用相同微機電

角度感測元件於雙軸或單軸自平衡平臺上的成功應用案例。但是從過去至今，利

用雙軸傾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作為自動量測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自動辨識的

應用還未見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預期本文的研究成果對於協助國內汽車後視

鏡生產業者能在最短時間內開發生產出與國外汽車原廠所生產的汽車後視鏡功

能相容且性價比更高的產品一定會有相當高程度的貢獻的。 

 
圖 3. 國外某汽車原廠所生產的汽車後視鏡兩軸角度感測單元實體照片與其接腳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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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汽車後視鏡等效數學模型 
汽車後視鏡的鏡面和本體機構乃是由兩個永磁式直流馬達所驅動的，激磁磁

通為定值或定子行為可視為激磁線圈流通固定的激磁電流，直流馬達的動態行是

受電樞電流所控制。圖 4 為汽車後視鏡單一軸向的組成模型，模型包括左半部的

直流電樞控制直流馬達模型和右半部的鏡面驅動機構模型。直流馬達模型中各部

份的電氣參數分別定義如下[10]: 

:U 電樞電壓，單位伏特； 

:aI 電樞電流，單位安培； 

:aR 電樞電阻，單位歐姆； 

:aL 電樞電感，單位亨利； 

:E 反電動勢，單位伏特； 

:m 轉子的角位移(徑度)； 

:)( 11 PT 直流馬達產生的轉矩(功率)，單位牛頓-米(瓦)； 

:)( 22 PT 減速齒輪二次側產生的轉矩(功率)，單位牛頓-米(瓦)； 

:mB 直流馬達和反射到馬達軸上的負載等效黏滯摩擦係數，單位牛頓-米/徑度-

秒； 

:mJ 直流馬達和反射到馬達軸上的負載等效轉動慣量，單位千克-米平方； 

馬達所產生的轉距 1T ，正比於電樞電流 aI 和氣隙磁通 的乘積，即 

    am KIT                                                             

(1) 

電樞電流 aI 是正或負代表直流馬達將會正轉或反轉。 

當直流馬達的電樞在轉動時，在電樞中會感應出與直流馬達轉動角速度成正比的

反電動勢；即 

dt

d
KKE m

bmb


                                                    

(2) 

其中， bK 稱為反電動勢常數。直流馬達的旋轉速度是受控於電樞外加電壓 E 。

利用克希荷夫電壓定率可得直流馬達迴路的電壓方程式為 

UEIR
dt

dI
L aa

a
a                                                   

(3) 

電樞電流 aI 產生的旋轉軸力矩，可用來克服機構系統，包含負載的慣性和摩擦

損失等，可得 

a

m

m

m

m KIT
dt

d
B

dt

d
J  12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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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汽車後視鏡內部直流馬達與機構的組成模型 

圖 4 所示之直流馬達轉軸輸出的轉矩首先會經過一個齒輪比(Gear ratio)為

21 NN 的減速齒輪箱(Gear box)，直流馬達轉軸輸出轉速降低，但是轉矩會增加。

汽車後視鏡的驅動機構就是利用塑膠材質的線性齒條將經過減速齒輪箱減速後

旋轉運動物理量轉換成為線性移動物理量，然後推動汽車後視鏡的鏡面產生偏轉

動作。假如忽略減速齒輪箱旋轉齒輪與線性齒條的摩擦與黏滯損失量，減速齒輪

箱二次側輸出的轉矩即為汽車後視鏡鏡面的推動力矩: 

)(2 tTFT                                                      (5) 

(5)式所列為驅動汽車後視鏡產生偏轉運動所需的負載轉矩大小，若轉換至減速齒

輪箱的一次側，同時考慮汽車後視鏡本體機構因作功而產生的機械損失，即可求

得正常驅動汽車後視鏡本體機構動作下，直流馬達所需具備的額定輸出電磁轉矩

為:  

dt

d

N

N
BB

dt

d

N

N
JJtT 12

2

1

212

1

2

21

21 ])([])
2

([)(


                           (6) 

(6)式中各個參數定義如下: 

:, 21  減速齒輪箱一、二次側的角位移； 

:, 21 JJ 減速齒輪箱一、二次側的齒輪慣量； 

:, 21 BB 減速齒輪箱一、二次側的黏滯摩擦係數； 

:, 21 NN 減速齒輪箱一、二次側的齒數； 

 

三、汽車後視鏡基本組成 
圖 5 所示，是一般傳統汽車後視鏡的鏡面驅動機構，其中包含有兩組直流馬

達、塑膠齒條、減速齒輪和離合器等部份。傳統汽車後視鏡是藉由改變兩個直流

馬達各自外加電壓極性而使汽車後視鏡執行上或下和左或右方位的偏轉運動[7-9]

。 

          
(a)                             (b) 



322 
 

圖 5. 汽車後視鏡本體驅動機構內的(a)零件名稱 (b)線性齒條 

一般而言，汽車後視鏡的鏡面在垂直方向的偏轉運動是由機構本體內一個直

流馬達所驅動，而汽車後視鏡鏡面在水準方向的偏轉運動則是由機構本體的另外

一個直流馬達驅動的，兩個直流馬達的驅動機構理論上應該相差 90 度角的，唯

有如此才能使同一個汽車後視鏡的驅動機構所產生的垂直與水準方向偏轉呈現

各自獨立的結果，且不會互相影響。汽車後視鏡本體內的兩個直流馬達因為都屬

於永磁型，故可以經由控制直流馬達的電樞外加電壓高低而改變其轉速，和改變

直流馬達的電樞外加電壓的電壓極性而改變汽車後視鏡的偏轉方向。如圖所示，

本文研究探討的汽車後視鏡在垂直和水準方向的垂直可移動總行程都各都約在

10 mm 左右[4]。 

 

四、汽車後視鏡型號辨識系統組成 

 

(一) 汽車後視鏡型號辨識方法 

目 前 ， 將 可 能 的 四 種 汽 車 後 視 鏡 種 類 型 號 ， 分 別 定 義 成 為

“09”、”24”、”26”、”46”等四種不同編號，將雙軸 SCA100T-D2 傾斜感

測器固定在待測的汽車後視鏡上，依下列步驟完成產品辨識工作: 

步驟一:將 SCA100T-D2 傾斜感測器以膠帶固定在待測汽車後視鏡鏡面的中間位

置或至少使 SCA100T-D2 的四個方向指示燈都熄滅，感測器的上、下、左、

右的方向定義假設都與”09”產品型號的方向定義相同(當然，也可以假設

與其他產品型號相同)； 

步驟二:約略調整感測器的左、上的 10K 可變電阻，使這兩個方向的動作與否判

斷角度設在 5~8 度之間(不要太小或太大)，既當後視鏡鏡面大於此一設定角

度時，該方向的 LED 會亮起來，感測器對應的數位輸出會由高電壓邏輯準

位降為低電壓邏輯準位； 

步驟三:假設以 “09”產品編號所定義的 X 軸、Y 軸方向上、下、左、右作為測

試參考基準； 

步驟四: 智慧型手機對單晶片下達 “09”產品  編號往 “左”指令；延遲一段

時間後；單晶片擷取 SCA100T-D2 的 D2 (左) 數位接腳 的輸出信號邏輯準

位，若 D2 為低準位，表示 X 軸=1，表示待測後視鏡的 X 軸偏轉方向定義

或+X 與-X 定義是與 “09”產品相同的；若 D2 為高準位，表示 X 軸=0，

表示待測後視鏡的 X 軸偏轉方向定義或+X 與-X 定義是與 “09”產品相反

的; 

步驟五:智慧型手機對單晶片下達 “09”產品編號往 “上”指令；延遲一段時

間後；單晶片擷取 SCA100T-D2 的 D4 (上) 數位接腳的輸出信號邏輯準位，

若 D4 為低準位，表示 Y 軸=1，表示待測汽車後視鏡的 Y 軸偏轉方向定義

或+Y 與-Y 定義是與 “09”產品相同的；若 D4 為高電壓邏輯準位，表示 Y

軸=0，表示待測汽車後視鏡的 Y 軸偏轉方向定義或+Y 與-Y 定義是與 “09”

產品相反的; 

步驟六:智慧型手機綜合收集得到待測汽車後視鏡的 X 軸和 Y 軸值，利用下圖比

對，即可知道待測汽車後視鏡的產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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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步驟一~六是以編號”09”的產品所定義的上、下、左、右所定義的 X、

Y 軸方向，只要測試 X 軸和 Y 軸的其中一個方向，與”09”產品型號在兩軸方

向的雙軸 SCA100T-D2 傾斜感測器數位輸出進行比對，各種可能比對過程與結果

整理如圖 6 所示，即可以非侵入式方式地以簡單且容易方式判斷出待測汽車後視

鏡的產品型號了。 

 
圖 6. 汽車後視鏡四種可能產品型號與彼此在 X 軸和 Y 軸方向的偏轉差異 

 

(二)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辨識系統組成 

圖 7 是本文所開發基於 Android 系統智慧型手機而開發的自動量測待測汽車

後視鏡產品型號系統架構，系統中主要分成兩個部份，一部份是待測汽車後視鏡

之電子控制單元， 連接雙軸傾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待測汽車後視鏡和一片

藍牙模組，主要負責輸出可以驅動待測汽車後視鏡的偏轉控制信號和擷取雙軸傾

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輸出代表偏轉角度的數位輸出，然後轉傳送給智慧型手機，

由智慧型手機負責計算與結果判斷；另外一部份是智慧型手機，負責對連接待測

汽車後視鏡的電子控制單元下達兩軸測試偏轉控制命令，然後等待接收測試端的

電子控制單元回傳軸傾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的數位輸出結果。 

09型產品

26型產品

09型產品 24型產品46型產品

X+

X+

Y+

Y+Y-

Y-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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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自動量測系統組成方塊圖 

 

 

(三)單晶片周邊電路 
圖 7 中的電子控制單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上的單晶片是使用美商

Microchip 公司所生產的 PIC16F1823 單晶片作為控制核心，採用內部振盪電路，

該單晶片的接腳總數為 14 支接腳[10]。設計者只要在單晶片軟體程式的初始化階

段依照自己的對單晶片接腳的功能需求而規劃單晶片接腳內部對應應控制暫存

器的內含值，若成功規劃單晶片的接腳功能，設計者即可順利透過單晶片的接腳

執行自己所需的工作時序。雖然單晶片 PIC16F1823 總接腳數只有 14 支，它可以

提供程式設計者相當好的使用彈行，它具有成本低的市場競爭優勢。 

在待測端電子控制板中係以 PIC16F1823 單晶片作為硬體發展核心，它的串

列埠與一塊藍牙模組連接，與智慧型手機內部的藍牙晶片在完成配對和連線之後，

就構成藍牙無線傳輸介面，資料可以雙向通訊，一方面可以接收傳自智慧型手機

對待測汽車後視鏡測試偏轉命令；另一方面，單晶片也可以將擷取自雙軸傾斜角

度感測器元件上的數位資料傳送給智慧型手機。待測汽車後視鏡的測試偏轉驅動

信號也是由單晶片透過驅動電路輸出提供的，共有三相六臂，可以控制兩個直流

馬達正、反轉。雙軸傾斜角度感測器元件的輸出代表汽車後視鏡在四個軸向的偏

轉結果信號被直接與單晶片的輸出/輸入接腳連接，由單晶片直接讀取系統的偏

轉角度測試結果。 

 

(四)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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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工作流程圖 

圖 8 是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工作流程圖，智慧手機應用程式一開始必須先與

車用後視鏡產品型號辨識系統(以下簡稱系統)內的藍牙模組配對和連線。當操作

者透過智慧型手機螢幕畫面上的人機操作介面按下”量測按鈕，系統會固定依序

往+X 軸和+Y 軸等兩個方向進行偏轉，在每此往不同軸向偏轉前，系統都會為命

令待測的汽車後視鏡首先偏轉至水準位置(由系統單晶片動態讀取雙軸傾斜感測

微機電元件的兩個數位輸出端 D2 和 D4，若兩個數位輸出都是低電壓準位即是代

表水準)後，再進行新的軸向之偏轉測試。根據 D2 和 D4 與圖 6 的判斷規則即可

順利得到待測汽車後視鏡的產品型號。 

 

五、實驗與討論 

    圖 9 是將雙軸 SCA100T-D2 傾斜感測器固定在待測汽車後視鏡上的照片。雙

軸 SCA100T-D2 傾斜感測器上有四個可變電阻可以分別設定上、下、左、右等四

個方向的比較器參考電壓，當待測汽車後視鏡鏡面偏轉角度大於此一設定參考角

度時，該雙軸 SCA100T-D2 傾斜感測器上在此方向的 LED 會亮起來，感測器對

應的 Dx 數位輸出會由高電壓邏輯準位降為低電壓邏輯準位，表示實際的待測汽

車後視鏡在該方向上的定義是與”09”產品型號相同，否則是相反的。圖 10 是

依據圖7所設計的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自動量測系統設計製作而成的雛型電路。

在圖10(a)清楚地標示出系統待測端各個子電路方塊的電路，包含了智慧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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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清楚觀察智慧型手機操作螢幕的規劃，圖 10(b)是智慧型手機畫面放大之後

的結果。首先，智慧型手機必須先完成與待測端藍牙模組的配對與連線，當完成

這些動作時，手機螢幕上的連線狀態標籤之後會顯示 “Device is connected!”字樣。

緊接著，操作者若要開始進行自動量測與辨識，必須按下手機螢幕右上方的量測

按鈕，這時智慧手機應用程式將會逐一對待測汽車後視鏡的 X、Y 軸進行偏轉、

測試和比對，最後在待測後視鏡標籤之後位置顯示測試結果。 

 
圖 9. 雙軸傾斜感測器安裝於待測汽車後視鏡照片 

         
(a)                                   (b) 

圖 10. (a)完成實體雛型照片 (b)手機人機操作畫面 

 

六、結論 
本文針對國外汽車原廠所生產的汽車後視鏡的機械結構組成、數學模型建立

與工作原理進行說明。以既有的汽車後視鏡機構組成為基礎，採用非侵入式手段

對待測汽車後視鏡進行自動量測。本文所研發的汽車後視鏡自動辨識系統只需在

待測汽車後視鏡鏡面上固定一個雙軸傾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假設待測汽車後

視鏡的產品型號，再以此已知產品型號汽車後視鏡的在 X、Y 軸向偏轉時雙軸傾

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應該有的輸出，與實際待測汽車後視鏡在相同量測裝備測

試下的雙軸傾斜角度微機電感測元件輸出結果，由單晶片負責擷取與傳送，由系

統之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進行比對、輸出和顯示最後待測汽車後視鏡的產品型號。

經過多次實驗，確認本文所提之自動待測汽車後視鏡產品型號檢測方法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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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外側後視鏡基座折疊機構驅動馬達

控制器電路研究 

STUDY A DC-MOTOR CONTROLLER FOR 

DRIVNG THE DIRECTIONAL MECHANISM OF 

AN AUTOMOTIVE REAR-VIEW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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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摘要 
本文旨在設計研發一種新型基於純硬體電路元件所組成的特殊用途直流馬

達的控制器電路。該控制器電路可用於執行驅動和保護汽車外側後視鏡基座往外

伸張或往內折疊的任務。電路藉由擷取汽車+12V 直流電源供給，通過該直流電

源的電壓極性，因此得知汽車駕駛人的操作意圖，隨即對汽車外側後視鏡基座內

部的直流馬達(俗稱電格納馬達)進行正轉或反轉控制，過程中控制器電路並會同

時動態擷取流過電格納馬達的電流大小，而對電格納馬達執行過電流保護，有效

避免電格納直流馬達和控制器電路在直流馬達發生過電流事件時可能造成的元

件損害。為了簡化電格納控制器電路組成與降低製造成本，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

路選擇使用純硬體電路元件設計。本文乃針對汽車後視鏡基座的電格納馬達基本

動作與過電流保護要求而設計的一種具有全新組成架構組成的控制器電路，在本

文之中會逐一介紹控制器電路內部電路的設計構想和工作原理。為了確認本文所

提之電格納馬達控制器的工作性能指標，將會在實驗室中建立一套實驗室等級的

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實體雛型，並設計在不同實驗條件下，針對系統雛型進行

實驗量測與數據收集，藉由實驗量測所得之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證實本文所設計

的電格納馬達基座的控制器電路基本功能與性能指標確實可以滿足預期的設計

目標。 

 

關鍵字:控制器電路、車用後視鏡、過電流保護、電格納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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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 new controller circuit based on some hardware 

circuit components for controlling a DC-motor embedded in a automotive exterior 

rear-view mirror. The exterior rear-view mirror is to be stretched out or folded when 

the car is ready to be driven or stopped. By dynamically sampling the supply voltage 

polarity and its existence, the driving attemptation of driver is then really transmitted 

to the system controller. Then the DC motor (commonly known as the Wagner electric 

motor) embedded in base body mechanism of automobile exterior rear-view mirror 

would be driven to rotate in either clockwise or counter-clockwise direction. 

Meanwhile, th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function included in controller circuit is also 

carried out when the DC motor begins rotating. The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the DC 

motor and controller circuit may be caused by different current phenomenon because 

the line or DC-motor controller caused damage occurred. To simplify the 

manufacturing cost and the complexity of controller, the Wagner electric motor 

controller embeded in the automotive exterior mirror is entirely completed by some 

hardware components.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designing concept of each 

included sub-circuits, composition and their working principle related to the control of 

Wagner electric motor inside the automotive exterior rear-view mirror.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system controller, a laboratory-scale prototype 

was established in our laboratory. Som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under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controller of Wagner electric motor is actually feasibile. 

 

Keywords: Controller, Automotive exterior rear-view mirror, Over-current 

protection, Wagner electric motor. 
 

一、 前言 
在過去二十年間，有越來越多領域的研究人員開始對車用後視鏡展開了不同

的研究，使得具有不同車用後視鏡外觀和功能的雛型產品陸續被開發出來[1-3]， 

例如He等人就提出未來車用後視鏡的新產品發展前景； Pardhy、Hu和Zheng等人

則提出一些有官汽車後視鏡性能新的理論分析技術與產品應用發展可能方向[4]。

透過對車用後視鏡相關文獻探討後發現，從過去至今，只有極少數的專家學者針

對車外後視鏡基座控制器電路設計進行研究[5]。車用後視鏡的品質和功能，實際

關係到汽車行駛方向的側面、後面和底部有關車旁的人、事、物等狀況訊息，這

些訊息都需仰賴車用後視鏡隨時傳達給汽車駕駛人，故與汽車駕駛人的行車安全

息息相關。性能好的車用後視鏡通常會提供汽車駕駛人更寬廣的視野和較遠的視

覺距離，減少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機率。隨著全球汽車電子的發展，車用

後視鏡的性能和外觀也因此不斷地改良和更新是需要的。傳統電動車用後視鏡系

統可提供汽車駕駛人可依個人身高和嗜好而調整鏡面偏轉角度的功能，已經廣泛

地被裝設在中、低價位車輛之上；近年來，更有國外汽車製造廠設計不僅提供汽

車駕駛人調整車用後視鏡兩軸偏轉角度功能的控制系統，而且在車用後視鏡控制

系統中還加入了兩軸偏轉角度記憶和恢復的功能，但是由於產品的單價一直偏高

不下，所以截至目前還是只限制被裝備在較高階或單價較高的車輛上而已[9]。 

汽車後視鏡的自動折疊功能，當汽車進入較小區域，穿堂、停車場停車，由

於汽車後視鏡是車身最寬的部位，這時為了防止汽車的車身被誇刮傷及縮小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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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需的空間，保證在後視安全性上把損害程度降低到最低到最小限度，就需將

後視鏡折疊，通常的做法是用手伸出窗外或人到車外將後視鏡折攏，這個方法對

於在行車間就很不方便；另外，在進行洗車過程中，擦洗後視鏡的鏡面時，也需

要將後視鏡向外翻折，以方便擦洗。因此，在折疊上設計了電動折疊功能，駕駛

人在車內就可以很方便地調整，解決了許多操作上的不便。折疊機構的設計既要

有保證緩衝及縮小車位的作用，又要保證後視功能的正常使用。 

 

二、 新型車用後視鏡的系統組成架構 
汽車本體的車外後視鏡本體末端是汽車橫向的最大寬度位置所在，隨著汽車

停放或經過地點不同，汽車駕駛人就有必要對汽車車外後視鏡進行伸張或折疊的

動作。圖 1 是本文根據實際一般汽車車外後視鏡基座的動作需要，針對其內部電

格納直流馬達驅動和保護而設計的控制器電路板。圖 1 之控制器電路板是由多個

電路子功能方塊所組成，分別簡單介紹如下: 

(1)電壓極性轉換(Polarity converter):為了滿足汽車車外後視鏡基座必須具備

往外伸張與往內折疊的功能。汽車本體既以加入控制器電路的直流電源電壓極性

告知目前所欲之動作為折疊或伸張。本電路功能方塊一方面需保留給車本體輸入

的直流電壓供給電格納直流馬達作為工作電源；另外，本電路功能方塊也會將車

本體加入的電壓再經全波整流電路，得到不隨車本體外加電壓極性變化的直流電

壓，以作為控制器電路的工作電源。 

(2)過電流感測電路(Over-current detection circuit):車外後視鏡基座內部的電

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車外後視鏡基座往外伸張或往內

折疊到達極限位置，直到後視鏡基座機構內部因為所設計”阻擋”機構不讓電格

納馬達繼續轉動，此時，電格納馬達會因機構”阻擋”而無法繼續轉動產生過電

流的結果，控制器電路內的過電流保護電路務必及時產生保護動作，否則，電格

納馬達勢必會因過熱而燒燬。為了降低製造成本，本文設計使用一個具有低電阻

值的固定電阻與電格納馬達串聯擔任動態電格納馬達電流偵測的任務，電流感測

電阻因為與電格納馬達串聯，所以會隨馬達電流增加而降低實際加在馬達兩端電

壓，在電格納馬達兩端的電位差減少導致轉速降低，同時損失了部份外界輸入的

功率，降低控制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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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車外後視鏡基座內部電格納馬達控制器功能組成方塊 

路的整體工作效率，是其缺點。一旦作為過電流感測器之電阻偵測到電格納馬達

出現了過電流現象發生，將會立即產生一個過電流信號 “OC”，本文既利用此

一過電流信號重置自保持電路的互鎖功能，令電格納馬達立即停止運轉，達到馬

達過電流保護的目的。當車外後視鏡基座有往內折疊或往外伸張的動作需求時，

車體對後視鏡基座的供給電壓極性隨之改變以告知控制器電路，保護電路也會隨

車體供給的電壓極性變化，而使電格納馬達串聯不同的低電阻以作為它的電流感

測元件。 

(3)“或”邏輯運算單元(OR gate logical operation unit):因應車體外加給電格

納馬達控制器電路的電壓極性變化，所以在控制器電路中設計了兩組電格納馬達

電流感測單元。不可預期地，控制器電路內的過電流保護電路可能會在那一個外

加電壓極性下發生電格納馬達過電流的現象，故設計此一具有”或”邏輯運算功

能單元，不論是那一個電流感測單元偵測到控制器電路確實發生電格納馬達發生

過電流現象，過電流信號 OC1 或 OC2 就會輸出高電壓準位，經過”或閘”邏輯

運算後，在”或閘”邏輯運算單元輸出端就會產生一個廣義的過電流信號 

“OC”。控制器電路的保護電路即利用此一過電流信號及時重置自保持電路，

讓功率晶體的觸發信號由高電壓準位轉為低電壓準位而截止不再繼續導通。 

(4)光耦合隔離電路(Photo-coupler isolator):電格納馬達過電流感測電路輸出

電壓係已經 “或閘”邏輯運算電路單元，電壓準位已經降低，故可能因此一電

壓值低於臨界工作電壓而無法直接及時重置保護電路。所以保護電路設計過電流

感測電路經”或閘”邏輯運算電路處理後的輸出過電流信號，只是用來驅動光耦

合隔離電路的一次側。當光耦合隔離電路的一次側被驅動流通電流時，它的二次

側就會輸出過電流保護電路內的最高電壓等級，利用此一具有較高等級電壓即足

以重置自保持電路。 

(5)功率晶體驅動信號自保持電路(Self-keeping circuit of driving circuit):設計

目的為當車體外加給控制器電路直流電源瞬間，自保持電路將自動產生一個具有

高電壓準位脈衝信號，利用此一脈衝信號驅動兩個電晶體產生信號被鎖住的結果，

令與電格納馬達串接的功率晶體開始導通，直到電格納馬達轉動至任一兩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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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位置之一時，控制器電路會及時發生過電流現象，此一功率晶體導通信號才

會被此過電流信號重置。 

(6)旁路二極體(Bypass diode):隨著車體外加給電格納馬達的電壓極性不同，電

格納馬達的旋轉方向也會相反，與電格納馬達串接的功率晶體開關同 一時間只

能有其中一個導通，另外一個功率晶體不導通。不處於導通電格納馬達電流功率

晶體既以旁路二極體旁路，減少不導通功率晶體兩端的壓降而造成電格納馬達轉

速的降低。 
 

三、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設計 
 

(一)直流電源供給電路或整流電路設計 
如圖2所示，電格納馬達及控制器電路的工作電源都需賴仰汽車本體的電池

系統供給直流+12V。車本體傳遞給汽車後視鏡基座控制器電路的轉動方向命令

也是依賴改變實際加入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的直流電壓極性完成的。然而，考

量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應該盡量簡化，不管車本體加給電格納馬達的電源電壓

極性為何，電格納馬達控制器電路的工作電源的電壓值必須是唯一而且極性應當

也是固定的。故如圖2所示，雖車本體提供的是極性可變的+12V直流電壓，但再

經一級橋氏整流器電路處理後，它的輸出端直流電壓+VP與GND之間的電壓值和

極性應該是固定的。 

 
圖2. 控制器電路的直流電源供給電給電路 

 

(二)過電流保護電路設計 

動態擷取電格納馬達電流的方法分為直接連接式和隔離式，兩種方法各有優

缺點。本文考量控制器電路的製作成本，所以選擇使用具有低電阻值的固定電阻

作為電格納馬達電流感測單元，電流感測單元和電格納馬達串聯，因此，流過兩

個元件的電流應該是相同的。 

因為實際供給電格納馬達的工作電壓極性是會變化的，所以在控制器電路上

共使用了兩個具有固定低電阻值的電阻與電格納馬達串聯擷取其動態電流。同一

時間只有其中一個電流感測單元會處於工作狀態。如圖 3 所示，過電流保護電路

在發生過電流狀況時，在過電流感測電阻(Rsc1 或 Rsc2)兩端會產生較正常時大的

順向電壓降，此值通常設計會大於電晶體 Q1 或 Q2 的 VEB 的電壓，因而使電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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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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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或 Q2 開始導通並且進入飽和區工作，Q1 或 Q2 的集極輸出端點電壓約為電源

電壓+VP 左右。假設電晶體 Q1 或 Q2 的 VEB 的電壓為電流感測電阻和流過電格納

馬達電流的乘積，亦即 

LSCQEB IRV *)( 1
                                                   (1) 

其中， 

SCR :電流感測電阻的阻值； 

LI :流過電格納馬達的電流。 

 
圖 3. 控制器電格納馬達過電流保護電路 

由(1) 式可知，影響電晶體 Q1 或 Q2 的 VEB 電壓的因素有電流感測電阻的電

阻值和流過電格納馬達電流值。在相同的電格納馬達電流下，若改變電流感測電

阻的電阻值即可改變過電流保護電路動作的時間點；類似的，亦可改變功率晶體

的基極限流電阻值，改變電格納馬達的最大工作電流，然而，不可一直增加容許

的電格納馬達最大工作電流，這樣做除了必須使用具有較大額定工作電流的功率

晶體外，勢必導致增加電路的製作成本。另外一種情形是選擇具有較低容量工作

電流的功率晶體，且選用具有較大電阻值的電流感測電阻，由(1)式，似乎可以得

到一樣產生相同的電晶體 Q1 或 Q2 的 VEB 電壓的效果，觸發電格納馬達過電流保

護電路動作的目的，但是別忽略了，雖然選用比較低電格納馬達工作電流和較小

額定功率晶體，製造成本預期會因此減少，但在實際情況下，選用比較小容量的

電格納馬達是否能夠產生足夠的扭力去驅動後視鏡基座機構轉動至所要的極限

位置，而且在具有較高電流感測電阻阻值情況下，電格納馬達的起動電流可能就

會促使過電流保護電路作動，電格納馬達根本起動不了。 

 

(三) 功率晶體和旁路二極體設計 
電流感測電阻兩端的阻值不能過大，因為阻值過大在電格納馬達動作時的壓

降增加，電流感測電阻的損失增加；另外，電流感測電阻過大，在電格納馬達起

動時的線路起動電流即會造成過電流保護電路動作。相反的，若選擇使用具有比

較低阻值的電阻作為電格納馬達的電流感測電阻，過電流保護電路實際對電格納

馬達產生的過電流保護動作的電流值需要比較大，勢必需要使用擁有比較大額定

容量的功率晶體，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兩個電晶體共同組成達靈頓電路或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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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即是達靈頓電晶體，不可避免的這樣做將會使功率晶體的購置成本提高。 

功率晶體最大的容許導通電流除了要在安全容量下運轉外，它的輸出電流值

是受控於基極電流值，換言之，可以藉由調整功率晶體的基極電阻值達到控制容

許流過電格納馬達電流值的目的。 

 
圖 4. 控制器功率晶體和旁路二極體 

 

(四) 自保持電路設定(SET)功能設計 

針對目前一般汽車的後視鏡本體控制的現狀，汽車本體只有供給+12V 與

GND，並藉由改變供給後視鏡本體直流電源的極性作為改變後視鏡電格轉向的控

制基礎。如下圖 5 所示是電格納馬達過電流保護電路，具有自保持功能。當外加

電源加入瞬間，藉由對電晶體 Q6 的基極激發一個高準位脈衝電壓，使電晶體 Q5

導通並在 Vct 節點輸出一個高電壓準位，電晶體 Q8 或 Q9 導通，節點 Vc1 或 Vc2

輸出低電壓邏輯準位，促使主功率晶體導通，馬達轉動。 

如圖 5 所示之自保持電路(S-R 正反器)中，電路動作啟動信號是由電容 C3

與電阻 R6 組成微分電路在外加+VP 瞬間產生一個具有宰寬度的正脈波，經由限

流電阻 R1 觸發電晶體 Q6 導通。當電晶體 Q6 導通，其集極電流會在電阻 R4 兩

端產生電壓降，R4 兩端的電壓剛好提供電晶體 Q5 射-基極大於 VBE(Q5)偏壓而使

Q5 導通，Vct 節點輸出一個高電壓準位，此一高電壓準位因被電阻 R2 和 R3 分

壓，若從起出之 Q6 輸入正脈衝可持續到 R3 兩端的電壓降被建立，電晶體 Q5 和

Q6 都會將持續保持在導通狀態，縱使起始之電晶體 Q6 的觸發正脈波已經結束或

消失，最後，電路都將因 Q5 和 Q6 持續保持導通而使節點電壓 Vct 的輸出電壓

準位一直保持在”高”電壓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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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控制器自保持電路設定電路 

 

(五) 功率晶體驅動電路 
如下圖 6 所示，電晶體 Q3 和 Q4 分別控制車體供給不同電壓極性給後視鏡

時，負責 ON/OFF 後視鏡內電格納馬達電源的”功率晶體”，都是 PNP 型電晶體，

若要使它導通，必須在其射-基極間製造出大於 0.7V 電壓降。 

 
圖6. 不含驅動電路的功率晶體開關 

自保持電路輸出 Vct 信號，經過電晶體 Q8 和 Q9 反相，負責驅動功率晶體

Q3 和 Q4，如圖 7 所示之電路。當自保持電路輸出 Vct 為高電壓，如下圖所示，

此信號會驅動電晶體 Q8 和 Q9 工作在飽和區。當 Vct 為高電壓，電晶體 Q8 和

Q9 的集極對地電壓幾乎為地電位，功率晶體 Q3 或 Q4 會因其射-基極電壓大於

0.7V 而開始導通，注意，必須在 Q3 或 Q4 的基極與 Q8 或 Q9 之間集極之間串聯

一個限流電阻。 

因為電晶體是一種電流控制元件，元件的輸出電流主要決定於元件輸入端的電流，

在此，控制器電路功率晶體(電晶體)的輸入端電流，就是流過電晶體Q3或Q4的基

極與電晶體Q8或Q9之間集極之間串聯的限流電阻電流，故可透過更改此一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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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小，而控制額定流過功率晶體Q3或Q4的集極電流或電格納馬達的電流大小。

若要受控電格納馬達正常的工作則需要某一數值等級大小的工作電流，理論上，

控制器電路應該根據此一電流數值設計功率晶體基極與驅動電路電晶體集極之

間的限流電阻的電阻值。 

          
(a)                                   (b) 

圖7. 功率晶體的驅動電路 
 

四、實驗量測與討論 
為了驗證本文設計研發之車外後視鏡基座的電格納馬達的方法可行性，故在

實驗室完成如圖 8 之實驗室等級的實體雛型。按照圖 1 之系統控制器設計構想，

逐一完成控制器各子功能的電路設計與性能測試。 

 

(一)過電流電路功能驗證 
    假設電格納馬達控制器的過電流保護電路的電流感測單元 Rsc 採用 1 歐姆電

阻擔任；原本之電格納馬達改以 5.1 歐姆電阻取代，方便控制負載電流大小；負

載控制功率晶體則是以 pnp 型電晶體擔任，功率晶體的基極串接一個 2k 歐姆電

阻。當控制器電路外家+12 V 直流電源，在無負載情況下(等效串接一個無窮大的

大電阻，負載電流為零)，自保持電路會正常起動。 

                                   
    圖 8. 電格納馬達控制器完成實體雛型照片 

 

(二)控制器電路重要節點波型量測 

圖 9 的 CH1 代表外加給控制器電路直流工作電源；CH2 表示控制器電路在

外加直流工作電源之後，自保持電路即產生一設定(set)信號或功率晶體的控制信

號；CH3 表示控制器電路的過電流保護電路的輸出信號，透過量測此一信號可以

觀察到當後視鏡機基座到達定位後，控制器是否可以正常的因過電流而自動停止

電路繼續工作；CH41 表示自保持電路的重置信號，當控制器電路發生負載過電

流現象，就會對控制器的自保持電路產生一重置信號，令控制器電路狀態回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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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狀態。 

 
圖 9. 控制器電路重要節點的電壓量測波形 

 

五、結論 
車外後視鏡是一種使用量多，且與汽車駕駛人開車安全與否息息相關的重要

汽車零組件。是一般汽車橫向最長距離元件所在即為車外側後視鏡。實際上，汽

車有時因為行經某些特殊地點，可能發生行經路線的最大寬度小於汽車最大寬度

或為盡量縮小汽車的停車空間需要，導致汽車有必要將車外後視鏡基座折疊起來；

而在正常開車前或無上述地形和環境空間限制時，再將汽車車外側後視鏡基座伸

張出去，擴展駕駛人的視野，盡量減少駕駛人視覺死角和盲點。本文所設計的汽

車車外後視鏡基座折疊和伸張控制器電路可以根據外加供給直流電源極性瞭解

駕駛人的控制意圖，並且在汽車車外後視鏡基座到達預控制定位時，及時停止後

視鏡繼續動作，滿足一般汽車車外後視鏡基座的控制功能需求，與現有市售產品

比較，具有結構簡單、價格便宜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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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學生創業自我效能、社會

支持與創業意圖之研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教授 張仁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彭儀雯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

創業意圖上之差異情形。採用問卷調查法，以科技大學修習創新創業學程之大學

及研究所學生為對象，共發出 241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後，回收有效問卷 206

份。經統計分析後，研究發現科技大學學生的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與社會支

持在性別、學院、有無修習創新創業學程及家人是否有創業經驗等四個背景變項

有差異。本研究建議學校可以針對男性與女性學生規劃不同的創新與創業課程、

辦理創業相關科系，以提高學生整體創業傾向。另外學校針對家人沒有創業經驗

之學生可邀請成功創業家分享創業經驗以提升學生的創業傾向。 

 

關鍵字：社會支持、創業自我效能、創業意圖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students attending a US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a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A total of 241 questionnaire copies were distributed. Invalid 

copies were eliminated to recover 206 valid copie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background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college, took an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and family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chools can plan different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ourses for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nd apply for 

entrepreneurship-related course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overall entrepreneurial 

tendencies. In addition, schools can invite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to shar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to students whose family have no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to enhanc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tendencies. 
 

Keywords： Social support、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一、緒論 

「創業」的概念最早出現於 18 世紀，代表個人或企業採取創新與冒險開創

新事業的行動（陳瑜芬、楊天龍，2011）。根據美國研究單位「全球創業精神發



339 
 

展機構」（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公布 2016 年「全

球創業精神指數」，此評比分為創業態度、創業能力與創業企圖三大指數，台灣

名列全球第六，在亞洲更是位居冠軍，領先其他亞洲國家，由此可知台灣整體的

創業精神不容小覷。 

美國在 70 年代中小企業迅速發展，為美國創造龐大的社會財富。因此美國

大學為適應創業者以及創業活動的不斷發展，在其內部逐漸形成了創業教育的概

念。日本自 1999 年起，以從小培養創業家精神為長期目標，並在各大專校院中

增加了「創業家教育」課程，希望能在大學教育階段中，培養學生創業能力，使

學生在學校時就有豐富的成果展現（李嘉華，2009）。 

有鑑於國際趨勢培養學生創新創業的重要性，教育部（2012）頒布「大學校

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作業要點」，將創新創業列為高等教育推動重點之一，以培

養學生創業家精神及激發學生創意潛能。劉常勇（2002）認為，在目前這個知識

經濟的時代，創新與創業將成為經濟社會的常態行為，每一位青年學子都必須要

思考創業的問題，面對創業機會的挑戰。 

根據人力銀行（2015）針對青年創業想法調查的結果顯示，有 71.5%的年輕

人都對創業有興趣但並未行動，僅有 4.3%已創業、3.1%的人正在籌備中、6%的

受訪者曾創業但失敗。因此多數的年輕人包含學生其實都有將創業這條路規劃於

他們的生涯發展中，但究竟學生的不同個人背景變項是否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

效能程度及社會支持上有所差異，乃促成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本研究乃以北部某國立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不同背景變項之科技大學學生

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與社會支持之差異。 

二、文獻探討 

（一）創業意圖 

所謂意圖是指一種引導人們將注意力集中於某特定目標，並以此目標努力去實現之心

理狀態(Bird, 1988)。國內外也有諸位學者將創業的概念導入意圖當中。所謂創業意圖乃指人

們對於從事創業活動與否的一種主觀態度。Denoble , Jung & Ehrlich (1999)將創業意圖定義為

受測者對於創立新事業的內在觀念、喜好程度與行為傾向。Boyd & Vozikis(1994)認為創業意

圖程度越強者，在其職業生涯後期會有越高的機率有創業的行動。國內學者針對參加青年創

業協會創業相關課程之學生調查結果顯示，當創業者相信自己具備專業技能和能力可成功的

完成創業之信念，將有助於提升其個人之創業意圖（楊敏里、廖懿萱，2012）。而西班牙的

研究中發現，學校所推辦的創業教育，使學生獲得學校的支持，因此能夠進而影響學生的創

業意圖(Coduras, Urbano, Rojas, Martínez, 2008)。 

（二）創業自我校能 

自我效能感一詞源自於美國心理學家 Bandura 在社會學習理論中所提出之重要概念，

指人們相信自己能否利用所擁有的能力去完成某特定任務的自信程度(Bandura,1977)。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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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ura 的自我效能感概念也被學者廣泛延伸至許多不同領域，其中創業方面的自我效能感

在國內、外有諸位學者針對此做出相關研究（楊敏里、廖懿萱，2012；Scherer, Adams, Carley, 

& Wiebe, 1989；Wilson, Kickul and Marlino, 2007；Boyd & Vozikis, 1994；Bandura, 2015）。這

些研究顯示：對於大多數人類的行為而言，高度自我效能感都是非常必需的。而想要獲得較

高的學術成就、社會地位、掌握教育知識，擁有高度自我效能感都是關鍵因素 (Bandura, 

2000)。 

（三）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此一概念最早源自70年代社區心理學的研究（林志哲，2014），

由國外學者 Caplan 於 1974 年提出，意指個人與個人間，或個人與團體間之依賴之情，當個

人面對壓力或挑戰時，會藉由社會支持，增加其適應力(汪美伶、陳玉蓮，2014)。而社會支

持至今已廣泛討論至各領域，其中包含與創業相關的社會支持研究。而國內有多位學者亦認

為創業家在創業的過程中，家庭的支持乃為未來創業成功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創業者的創業

決心往往都來自家人的意見影響與支持度，其中女性創業家能夠順利追求職業生涯的因素之

一便是配偶的支持（朱子君、朱如君，2009；黃馥珍、丁原郁、黃姝文、洪菁惠，2008）。 

（四）影響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因素 

一個人的意圖往往會受到多面向之影響，Crant (1996) 研究結果指出創業意圖與積極進

取的個性、性別、教育以及父母為創業者有關。創業意圖也會受到態度、個人心理因素、個

人技能以及環境之影響(Fini et al., 2009)。男性與女性的角色定位及角色期待在傳統社會的觀

念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造成男性與女性在職業選擇上的差異，在 Shinnar, Pruett ,& Tonet 

(2009)的研究中發現男學生創業興趣較女學生高。除了性別的不同造成創業意圖上的差異之

外，胡夢蕾（2008）在研究中調查台灣地區不同餐旅科系的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態度上並沒

有差異。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科技大學學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社會支持、創業自我效能與創業意

圖三者之差異。本研究之觀念架構，如下圖所示： 



341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某科技大學修習創新創業學程之大學及研究所學生，共有 2 個班級，於

2016 年 4 月 14 日及 2016 年 5 月 2 日進行實際發放問卷。本研究問卷總共發出 241 份，回

收問卷 211 份，回收率 87.6%，剔除無效問卷 5 份後，有效問卷共計 206 份，整體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85.5%。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文獻蒐集並考量原始量表之信度後，所採用之測量工具為 Liñán & 

Chen(2009)及 Baughn(2006)開發之量表。問卷的設計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包含個人背景

變項，共計 6 題；第二部份則是學生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共計 17 題。 

1.個人背景變項 

本研究以性別、學院、年級、有無修習創新創業學程、家人是否有創業經驗、

是否有擔任社團幹部，共計六題，區分受測科技大學學生的特徵。 

2.創業意圖 

本研究採用 Liñán & Chen(2009)所編製之「創業意圖量表」，原始量表共有五

題，Cronbach’s α 值為 .943。本研究將此量表翻譯成英文後，並經由英文老師再

三確認後，成為本研究之創業意圖量表，共計五題，作為瞭解科技大學學生創業

意圖之指標。本研究之創業意圖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896。 

3.創業自我效能 

本研究亦採用 Liñán & Chen(2009)所編製之「創業自我效能量表」，原始量表

共有六題，Cronbach’s α 值為 .885。本研究將此量表翻譯成英文後，並經由英文

老師再三確認後，成為本研究之創業自我效能量表，共計六題，作為瞭解科技大

學學生創業自我效能之指標。本研究之創業自我效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為 .912。 

 

4.社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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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Baughn(2006)等人所編製之「社會支持量表」，原始量表共有六

題，Cronbach’s α 值為 .77。本研究將此量表翻譯成英文後，並經由英文老師再

三確認後，成為本研究之社會支持量表，共計六題，作為瞭解科技大學學生對於

社會支持之指標。本研究之社會支持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854。 

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皆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由受試者勾選「非常同

意」、「同意」、「不確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種看法，分別給予 5、4、3、2、1 

分，得分越高，表示同意程度愈高。 

四、資料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樣本背景資料分析 

本研究調查有效問卷為 206份樣本，其詳細樣本特性整理如下表 1。 

表 1 樣本特性次數分配表 

個人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33 64.6% 

女 72 35.4% 

學院 

機電學院 41 19.9% 

電資學院 42 20.4% 

管理學院 34 16.5% 

工程學院 38 18.4% 

設計學院 33 16%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18 8.7% 

年級 

一年級 4 1.9% 

二年級 17 8.3% 

三年級 72 35% 

四年級 54 26.2% 

研究所（含）以上 59 28.6% 

修習創業學

程 

有 80 38.8% 

無 126 61.2% 

家人創業 
有 69 33.5% 

無 137 66.5% 

擔任社團幹

部 

有擔任幹部 71 34.5% 

僅擔任社員 69 33.5% 

未參加社團 66 32% 

 

（二）不同背景變項對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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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之差異情形 

1.性別 

本研究以 t 檢定來分析不同性別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上之差異

情形，如表 2，科技大學男性學生與女性學生在創業意圖(t=2.242，p< .05)及創業自我效能

(t=3.015，p< .01)具有顯著差異，且創業意圖與創業自我效能之男性平均數皆大於女性，顯

示男學生之創業意圖及創業自我效能高於女學生。 

表 2 不同性別的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創業意圖 
男 3.3398 .71477 2.242* 

女 3.1041 .73493  

創業自我效能 
男 2.8346 .80599 3.015** 

女 2.4977 .68970  

社會支持 
男 3.5213 .69945 .150 

女 3.5068 .57964  

*p< .05, **p< .01, ***p< .001 

2.學院 

本研究依據單因子變異數來分析不同學院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

及社會支持上之差異情形，如表 3 所示，科技大學六個學院僅在創業自我效能上有顯著差異

(F=2.379，p<.05)，顯示不同學院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自我效能上有顯著差異。從平均數

來看，設計學院與電資學院較高，顯示設計學院與電資學院之科技大學學生擁有較高的創業

自我效能。 

表 3 不同學院的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學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創業意圖 

機電學院 41 3.2976 .60020 1.737 

電資學院 42 3.2524 .76771  

管理學院 34 3.0471 .91725  

工程學院 38 3.3368 .66268  

設計學院 33 3.4727 .67605  

人社學院 18 3.0000 .65079  

創業自我

效能 

機電學院 41 2.7154 .74185 2.379* 

電資學院 42 2.8571 .78999  

管理學院 34 2.4559 .87358  

工程學院 38 2.8114 .76442  

設計學院 33 2.8939 .73930  

人社學院 18 2.3426 .61430  

社會支持 
機電學院 41 3.5122 .60598 .586 

電資學院 42 3.4325 .8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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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34 3.4461 .74164  

工程學院 38 3.6009 .58322  

設計學院 33 3.6364 .52615  

人社學院 18 3.4537 .59079  

*p< .05, **p< .01, ***p< .001 

3.年級 

本研究依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年級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

社會支持上之差異情形，如表 4 所示，科技大學一、二、三、四年級及研究所（含）以上之

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與社會支持上皆無顯著差異。 

表 4 不同年級的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創業意圖 

一年級 4 3.0000 .71181 .304 

二年級 17 3.3529 .51249  

三年級 72 3.2972 .81327  

四年級 54 3.2259 .67073  

研究所(含)以上 59 3.2237 .74007  

創業自我效

能 

一年級 4 2.5833 .72648 .236 

二年級 17 2.7157 .77452  

三年級 72 2.7685 .86198  

四年級 54 2.7315 .68483  

研究所(含)以上 59 2.6441 .78751  

社會支持 

一年級 4 3.2917 .28464 .645 

二年級 17 3.7157 .67383  

三年級 72 3.5093 .68854  

四年級 54 3.4537 .63972  

研究所(含)以上 59 3.5395 .65386  

4.有無修習創新創業學程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有無修習創新創業學程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

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情形，如表 5，科技大學學生有無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在創業

自我效能(t=2.204，p< .05)具有顯著差異，且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之科技大學學生創業自

我效能平均數高於沒有修習之學生，顯示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學生的創業自我效能高於沒

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之學生。 

表 5 科技大學學生有無修習創新創業學程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修習創新創業學程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創業意圖 
有 3.3125 .71074 .881 

無 3.2206 .74095  

創業自我效能 有 2.7292 .81623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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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2.4063 .76258  

社會支持 
有 3.6250 .64767 1.903 

無 3.4471 .65782  

*p< .05 

5.家人創業經驗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科技大學學生家人是否有創業經驗在學生創業意圖、

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上之差異情形，如表 6 所示，科技大學學生家人是否有創業經驗在

創業意圖(t=4.355，p< .001)及社會支持(t=5.487，p< .001)具有顯著差異，且在創業意圖及社

會支持上，家人有創業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平均數皆高於家人沒有創業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

顯示家人有創業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的創業意圖及社會支持顯著高於家人沒有創業經驗之

科技大學學生。 

表 6 科技大學學生家人是否有創業經驗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家人是否創業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創業意圖 
是 3.5536 .62886 4.355*** 

否 3.1029 .73353  

創業自我效能 
是 2.8309 .80566 1.497 

否 2.6581 .76882  

社會支持 
是 3.8454 .54482 5.487*** 

否 3.3456 .64935  

*p< .05, **p< .01, ***p< .001 

6.社團經驗 

本研究依據單因子變異數來分析不同社團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

效能及社會支持上之差異情形，如表 7 所示，擔任社團幹部、一般社員、無社團經驗之學生

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與社會支持上皆無顯著差異。 

表 7 不同社團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在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差異分析 

 社團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創業意圖 

擔任幹部 71 3.2169 .68847 .577 

一般社員 69 3.3333 .74492  

無參加社團 66 3.2182 .75873  

創業自我效

能 

擔任幹部 71 2.6103 .75695 1.008 

一般社員 69 2.7874 .84011  

無參加社團 66 2.7525 .74435  

社會支持 

擔任幹部 71 3.5164 .72438 .003 

一般社員 69 3.5121 .58251  

無參加社團 66 3.5202 .66764  

五、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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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論 

1.科技大學男性學生之創業意圖及創業自我效能顯著高於女性學生 

根據本研究結果得知，科技大學男性學生的創業意圖及創業自我效能相對於女性來得

高，其原因可能為台灣社會對於男性的期待導致男性本身價值觀就認為自己必須成家立業，

因此會有較強烈的創業意圖及創業自我效能。 

2.設計學院與電資學院之科技大學學生擁有較高的創業自我效能 

本研究發現設計與電資學院的學生相對較有創業自我效能，其原因可能為產業特性所

致，在設計領域較辛苦，若能自行創業當老闆會比擔任員工有用更多自己的時間；而台灣的

電子產業日漸發達，因此學生會相對較有雄心壯志去創業。 

3.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之科技大學學生的創業自我效能較高 

由本研究發得知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之科技大學學生會有較高的創業自我效能，其

原因可能為學生在修習創新創業學程中學習到更多關於創業的細節，提升了對於自己能夠創

業的自信。 

4.家人有創業經驗之科技大學學生有較高程度的創業意圖及社會支持 

根據本研究發現，家人有創業經驗者的創業意圖較高，原因可能是學生在家中的創業

環境下，能夠更了解創業的方向進而提升創業意圖，而家人有創業經驗會更支持孩子實現夢

想。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發現，科技大學男性學生之創業意圖及創業自我效能高於女性，因此建議學校

能夠針對男性學生與女性學生規劃不同的創新與創業課程，以提高學生整體創業傾向。另外

有修習創新與創業學程的學生擁有較高的創業自我效能，表示修習相關課程能提高創業自我

效能，因此建議學校可以透過創業教育，辦理創業相關科系，讓學生紮實的瞭解創業的過程、

細節及如何發展創業計畫與解決創業時會面臨的問題等，使學生在校期間就擁有創業的能力，

在未來踏入職場時能夠以自行創業為目標。研究結果亦發現家人有創業經驗對於其創業意圖

有顯著的影響，因此若想提升家裡沒有創業經驗的學生，便可透過邀請成功創業家來演講，

分享創業經驗，讓學生更了解創業細節及實務面，以提升學生的創業意圖。 

影響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之個人背景變項有許多不同面向，建議後續

研究可以更深入瞭解學生的個人特質，以發現真正影響創業意圖、創業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

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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