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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perative higher education of Canada is well known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ed the Co-op plan of UW and UTSC. The distinct advantages were describ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employer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chedule, security system, employment
promoting and so on. Also, we have studied the existing issues of Co-op.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learn from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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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拿大高校的合作教育Co-op模式享誉全球。通过分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的
“工”“学”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阐述了其鲜明的特点，提出从教育资源配置、协同保障机制到积累
实践知识、提升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最
后对我国本科教育借鉴合作教育机制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提出了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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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高质量的人才，这是共识。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国
各项教育制度、措施都得到了完善。但毋庸讳言，在具体教育制度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尽合理、
有待改善的地方。比如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匹配不尽合理[1]、就业率差、理论教学过多于实践教育、
动手能力差等。事实上，这是全世界高校面临的问题，大学毕业等于失业；当然这是整个社会必须联合
起来解决的而不是光光教育一个部门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产学合作办学是一种有效的培养适应社会需求人才的办学模式。国内实际上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
开始积极倡导产学研合作[2]，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办学方式。但很可惜的是，无论是制度保障层面
还是实际效果方面，远远不尽如人意。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毕业前的实习，是学生接触社会，走上
工作岗位前的唯一体验机会。学生往往发现，学非所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就笔者所在单位和专业而言，
我校电子信息类专业已经是国内热门就业专业，但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值得探讨。
本专业曾在新千年初，专业初创时期，就跟相关众多业内企业联合成立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这在当
时国内产学研合作办学方面是首创，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目前，本学院还有校企联盟合作指导委员会，
但总的来说还都属于松散的组织，无论在管理制度和实效上，还有待提高。
笔者在加拿大高校访学期间，对加拿大高校的校企合作项目有了深入的了解，认识焕然一新，认为
值得借鉴，不失为一种培养人才实践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就业率的有效模式。

2. 加拿大高校 Co-op 模式介绍
产学合作教育[3]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op)，是一种“工”“学”结合、上课学期和工作实践
学期交替进行的教学组织形式，旨在培养能快速适应社会所需人才。加拿大高校产学合作教育模式是
从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开始的[4] [5] [6] [7]。滑铁卢大学成立于 1957 年，办学历史并不悠
久；不过，后生可畏，年轻的大学培养了大批为社会欢迎的毕业生，其学生就业非常容易，相较于多
伦多大学等老牌名校更胜一筹，其在北美产业界的影响力甚大，是北美地区最优大学之一；微软、谷
歌在加拿大招录毕业生最多的学校，可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卡耐基梅陇大学(CMU)媲美。滑铁卢大
学之所以成功，与其闻名于世的 Co-op 教育模式密切相关。其立校之本为课堂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教
育理念，当然学生也可以选择常规教学模式(Regular education)。从创办开始，学校就针对社会需求的
工程技术领域设置专业，并实施 Co-op，学生能在所修读的专业中获得课堂学习与实习双重的机会，工
程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有若干个在公司实习的工作学期，每个工作学期一般为时四个月，并与上
课学期交替进行。目前，每年将近有 120 个 Co-op 项目、70%近 20,000 名学生和 6700 家合作雇主企业
或机构参与其中[8]。
目前全加拿大有近百所高校、60%以上的专业和部分研究生专业开设了 1100 多个 Co-op 项目[4]，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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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全球首屈一指。专业门类也扩展到文理学院、商学等，并不局限于工程类专业，当然比例稍低。
Co-op 是一个多边受惠的教学模式，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有专门服务于 Co-op 的合作教育协会
(CAFC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目前已经改名为 CEWIL，(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Canada) [9]。全世界最大的合作教育组织 WACE (World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 [10]与 37 个国家、地区的 275 所院校建立了联系，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法国、德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高等院校在这一协会中。国际上有专门的研究期刊
《Journal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11]、《Journal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 Internship》[12]、
《Asia-Pacific Journal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13]。目前，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是美国规
模最大的 Co-op 大学。
Co-op 在加拿大尤其成功，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成为加拿大教育的响亮名片。

3. Co-op 模式的显著特点
3.1. 目的与对象
Co-op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高校学生培养质量、提升实践能力、促进就业竞争力，同时也为雇主提供
可靠的人力资源。这是一项互惠互利的举措，一方面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反过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进
一步促进学校教育改革。对本科就业型毕业大学生来说，是难得的好机会，但对注重研究的学生来说，
就不一定采用该方式，仍旧可以采用常规模式。

3.2. 与普通就业指导的差别
加拿大高校内一般都有一些实习项目，例如工程类专业实习项目，大多归类于就业指导的范畴。大
部分高校有给学生提供升学、就业方面的指导机构。Co-op 到底和普通就业指导有那些不同呢？
第一，学校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统一指导、管理带薪实习工作，有独立、专业的带薪实习管理机构。
滑铁卢大学的 Co-op 项目管理机构称为 CECA (Co-operative Education & Career Action) [8]。
第二，Co-op 通过专门的 CSM (Career Services Manager)网络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必须按
照项目要求完成一定工作期才可以毕业；学生申请 Co-op 工作也在此系统完成。
第三，带薪实习带有很强的学术目的性，这一点上非常不同于纯粹的就业指导。学生一方面将在工
作中运用在校所学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将在工作当中探索出来的难题带回课堂，与教授们进行讨论，真
正做到了学以致用、融会贯通。通过这个过程，教授们加强了与行业的联系，丰富了课堂学习内容和科
研活动。尽管其提高就业能力的初衷和指导思想类似于国内的高职、大专院校，但无论从教学深度还是
完善的组织形式、要求，Co-op 都更胜一筹。Co-op 项目的实施，恰恰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起到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绝非简单的就业实习。本科有些专业，如热门的计算机科学、电子信息类等工程技术类专业，
本身必须投入应用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才有意义。学以致用，注重实践，产生学术与工作的良性互动；
大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竞争优势明显。

3.3. 教学安排
加拿大大学的每个学年分三个学期，秋季学期(9、10、11、12 月)、冬季学期(1、2、3、4 月)、
春季学期(5、6、7、8 月)。一般上课学期(study term)和 Co-op 工作学期(work term)交替进行，两个学
期间有 1-2 个星期的空闲可以休息。滑铁卢大学的 Co-op 专业需要五年时间毕业，多伦多大学士嘉堡
校区为四年。表 1、表 2 列出了两所大学典型的教学安排形式，不同专业上课和工作学期的交替形式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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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ypical schedule of Co-op in UW
表 1. 滑铁卢大学 Co-op 一种典型教学安排
秋季学期

冬季学期

春季学期

大一

S

S

W

大二

S

W

S

大三

W

S

W

大四

S

W

S

大五

W

S,G

Table 2. Typical schedule of Co-op in UTSC
表 2.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 Co-op 一种典型教学安排
秋季学期

冬季学期

春季学期

大一

S

S

S

大二

W

S

W

大三

S

W

S

大四

S

S

S,G

S: Study Term; W: Work Term; G: Graduate.

3.4. 组织、制度保障
学生在工作学期里，同时受到学校同步管理。例如第一个 Co-op 期间，学校的负责老师会到每一个
学生的工作点去考察了解情况。每次 Co-op 进行中，学校会布置一些作业给学生，大多是职场案例分析。
Co-op 结束前，学生要上交总结报告，雇主也会向学校提交评估报告，合格者方能获得学分。
其次，既然是课程，那么学校一定会收取学费，学生的每个工作学期都要缴纳一笔“课程费”，各
个学校从 600~1000 加元/work term 不等。工作学期是带薪的，这一点尤其受学生欢迎。根据滑铁卢大学
的统计，该校每个工作学期 Co-op 学生的平均收入为 13,800 加元(2016 年)，视不同专业、不同工作学期
而变化[14]。该收入水平与一般公民正常收入水平(中位数)无异(4 个月)。

3.5. 对学生的积极意义
积累实践知识、提高就业竞争力。当今社会，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公司雇人时通常都会考虑在这
里做过 Co-op 的学生，他们对公司的业务比较了解，在 Co-op 期间已经身体力行接受考验并为大家所熟
悉。对于学生来说，即使自己 Co-op 所服务的公司没有雇人计划，几年下来，近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
所建立的人脉关系，也为其顺利地进入职场打下基础。加拿大这边公司的面试非常注重实践经历，Co-op
的经历可以为面试加分不少，对一个年轻学生来说非常宝贵。学生既在实践中运用了课堂知识，也掌握
了行业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工具。
学生在外出工作之前需要参加非学分的带薪实习课程培训，包括：如何创建人际网络、简历和附信
技巧、面试模拟、职场技能发展、个人评估和规划等。这无疑也大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
毫无疑问，Co-op 项目“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在大学期间，学生参加 Co-op 项目获得了工作经
历，把所学的课堂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接触学校外面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认识更多的朋友，锻
炼独立生活和提高处事能力。在工作中，搞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在毕业前就具备了
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深刻思考和规划，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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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经济压力。Co-op 是带薪的，实习收入可用来补贴昂贵的学费，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因此，Co-op
项目得到社会、业界、学生和家长的肯定和认同。2017~2018 年度，加拿大高校国际生的平均学费达到
2.4 万加元[15]，而且每年增长(不包括生活费用)；部分顶尖大学的学费更高，比如多伦多大学工程类专
业的学费已经达到 5 万加元[16]。
个性意志的锤炼。参与 Co-op 项目能培养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和职场风格，在现实社会的挑战中磨
炼意志，逐步找到适合发挥自己才能的方向。学生在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之前已经先一步趋于成熟，为以
后真正踏上职场大舞台做好准备。
五年下来，共经历五个工作学期八个上课学期。在上课学期就开始申请下一个学期的 Co-op 工作；
先到学校的 Co-op 网站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然后寄简历、面试、等待录用等等，这一系列的程
序等同于在职场上找工作，大学期间要经历五次磨炼。
在做 Co-op 过程中，学生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知道还需要学什么；除了自己钻研学习
和向周围同事请教之外，在下一个学期返校后，更有目的性地去学习。Co-op 有利于学生发现自己对所
学专业的哪个方向更感兴趣，为今后的就业定下目标。此外，部分学生在做过一两次 Co-op 以后，发觉
自己并不喜欢所学专业和将来要从事的工作，可以及时向学校提出改学其它专业，避免了等到大学毕业
以后真正开始工作了才后悔。
事实证明，参与 Co-op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每年学校奖学金获得者超过一半来自于 Co-op
学生。

3.6. 存在的问题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Co-op 当然也不例外。
忙于奔波。由于上课学期和 Co-op 工作学期交替进行，学生刚刚回到学校上学，马上又要考虑下一
学期的 Co-op；同时上课学期考试与申请下期 Co-op 时间有部分交叠，使得时间安排有些忙乱，学校正
规的教学活动显得十分分散，学生还需要经常搬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对学生尽快适应学
习、生活环境很好的锻炼。由于学生不能在学校连续上课，难免会影响其对大学校园生活的多方面体验。
大学生活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时光，Co-op 学生很难在大学校园里参加连续的社团活动，未免是一种遗
憾。
周期长。滑铁卢大学 Co-op 项目的专业一般都是学制五个学年，非 Co-op 专业是四个学年。因此，
虽然做 Co-op 期间有收入，但是却要比非 Co-op 专业的学生晚毕业一年。有的高校为 4 年，如多伦多大
学士嘉堡校区。
对意志的考验。学生是否参加 Co-op 项目，因人而异，各人需要权衡利弊，部分专业必须参加。参
加 Co-op 项目的学生，务必在学校学习上课时专心致志，保证课业成绩，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在工作期
间，也需要刻苦努力学习，把自己融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认真完成雇主交给的各项任务，真正达到
Co-op 的目的。
不适合研究为目的的学生。普遍来说，Co-op 项目不太适合准备做深入研究的学生，比如准备攻读
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总体上还是适合就业、创业导向的学生。当然部分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除外。

4. 启示
随着高校扩招，每年有庞大的毕业生，社会就业压力巨大。但另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所需要的人才，
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目前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实践环节不够的问题突出，从毕业
生的反馈意见也证实了这一点。Co-op 项目的实施，完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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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笔者对加拿大高校合作教育模式的调研和了解，我认为合作教育是学生个人、家庭、学校、雇
主、社会各方面共赢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模式，值得国内高校广泛采用。当然目前条件下，社会各方面都
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仓促上马有时效果会适得其反，做好必要的宣传、准备和试点工作是必要的。如
何来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推动项目实施，获得如下启示：

4.1. 政策法规层面
从政策层面着手，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来保障合作教育的顺利进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松散的管理机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提高雇主的积极性，国家给予补贴和税收(退税)方面的优惠，
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提高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法律规定，企业接受 Co-op 的
学生越多，减免的税收也越多，一般退税率可达 25%~30% [17]；对学校、学生个人都有相应的补助。经
济杠杆的使用，产学合作教育已经上升到国家高度。有了保障机制，各方都有积极性。当然各国国情不
同，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补助机制。
为了保障产学合作教育的实施，必须制定一套准入机制、实施细则、评价标准、管理规定等。按照
国际通行的做法，对 Co-op 项目进行认证是必须的。成立相关的部门，对 Co-op 项目进行认证评估，以
保证项目质量、形成标准并指导项目的实施，最终达到符合各方利益的目的。

4.2. 雇主层面
建立一套完善的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如学习能力、团队合作、敬业精神、交流能力、道德水平等方
面，进行综合评价。雇主获得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储备了人才，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降低
了人力资源成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4.3. 学校层面
建立相关保障 Co-op 项目运营的保障机构，合理分工，保障人力物力财力到位。建立项目的管理措
施和规定，包括提供高效的基于网络的管理信息系统、对学生进行指导服务、帮助学生进行简历书写及
面试准备等方面的培训。主动宣传，加强学校和雇主单位的广泛联系，吸收更多的雇主加入项目。建立
并完善双向评价机制，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甚至企业参与编制教学计划和培养方
案，提高学生教育培养质量。事实上不少高校高举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大旗，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特色
的专门人才尤其重要，加强与企业的联合是必由之路。校方配备工作学期的指导老师，进行必要的指导、
监督，加强教师和企业的联系，进入良性互动。鼓励教师和企业加强联合，优化课程教学体系使之更符
合雇主需求。促进产学合作教育观念在学校里、社会上的理解和支持。依托 Co-op，吸引优质生源，促
进学校发展，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学校竞争力。

4.4. 学生层面
传统的北美高校，特别是美国高校，一般很少关心学校的就业问题，对留学生来说，更是挑战。加
拿大高校 Co-op 项目的实施，受到广大国际留学生的青睐。目前受到社会层面的广泛认可，效果良好，
影响深远。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动员，分析利弊，加强宣传。获得社会认可、家长认可。部分家长不理解，
受惯性思维影响，认为是高职教育，只要宣传到位，案例研判，完全可以使他们革新观念，主动加入 Co-op
的行列。

5. 结语
加拿大合作教育机制富有创新和实效性，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世界一流。该方案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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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但绝对是值得尝试的方案。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创新教育理念；从国家、学校层面加大宣传力
度，把社会、高校、雇主、学生的利益需求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合作共赢，对
我国高等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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