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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very urgent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o carry out career plann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ary of career planning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The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countermeasure recommend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the career planning in the
vocational college will be professional, personal and social all through th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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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形势下，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开展迫在眉睫，文章从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开展的背

景入手，分析了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开展的必要性，并从推进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全程化、专
业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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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系到综合国力的增强、社会的和谐进步和高等教育的
改革发展[1]。文章从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开展的背

职业生涯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

景入手，分析了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开展的必要

个体自我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与技能，发展个体综合

性，并从推进告知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全程化、专业

职业能力，促进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活动，是以引导

化、个性化和社会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

个体制定并落实职业生涯规划为主线的综合性教育
活动。在全球化国际背景、市场化社会环境和高等教
育大众化进程中，对高职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关

2. 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必要性
2.1. 全球化国际背景下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要求开展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

资助信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011 年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基于
职业生涯规划的高职学生就业力提升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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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g 博士在《将职业生涯教育作为国家竞争策略的

实现个人理想、社会价值的根本途径。随着高等教育

一环》的论文提出：在全球化以及国际竞争的时代趋

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学教育成为高职学生求生存谋

[2]

势下，应将职业生涯教育纳入国家整体竞争的策略 。

发展的必然环节和获得职业成功的有效途径，是最重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职业生涯教育在美、日、德

要的一道“人才培养关卡”[4]。教育环境的变化对高

等国已成为其国家人才战略之一。目前，在全球化国

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高校必

际背景下，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须与时俱进，合理定位和转轨变型，大力开展职业生

因素，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是任何国家竞争策略成功

涯教育。

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

在提升学生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同时，更多地

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这就对国民素质和人才的知

关注其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以及工作适应

识结构提高提出了更高要求。

能力、岗位转换能力和创业能力等方面培养，这是当

高职学生是特殊的人力资源，是推动我国社会发
展的重要力量。开展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优化教
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增强教育的整体供给能

今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

3. 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有效途径

力，提高高职学生对职业性质、目标、发展方向的认

职业生涯教育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识，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全面提升国际

追求的是“人职和谐”。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

竞争力的积极回应和必然选择[3]。

人为本”理念。高校要积极学习借鉴国外的职业生涯

2.2. 市场化社会环境下促进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需要开展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5]，准确定位职业生涯教育在学
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多
种途径推进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全程化、专业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成功转型，高职学生的就业

化、个性化和社会化。

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给
拥有 13 亿人口的我国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应该说，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
展，推动了社会转型，经济成分、经济组织、就业方
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
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出现的“抢业”、
“盲
目择业”和“高违约率”等现象，就是高职学生职业
价值观多元化的体现；另一方面，顺应人才需求和人
才流动的市场化趋势，高职学生择业观念和就业方式
也悄然发生变化，被动承受变为主动参与，变消极等
待为积极出击，从无序择业到有序竞争，市场对人才
资源的配置作用日益凸显。
开展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不仅可以培养高职学
生确立正确的职业价值取向，使其理性评价自己、准确

3.1. 强化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实现高职学生
职业生涯教育的全程化
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崇高职业理想的树立
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从受教育者角度看，
接受职业生涯教育应伴随其职业生涯始终；从教育者
角度看，职业生涯教育应着眼于受教育者的终身发
展，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应连续不断地贯穿于其职
业生涯全过程[6]。
教育部[教高厅(2007)7 号]文件提出，
“从 2008 年
起提倡所有普通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并
作为公共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
整个培养过程”。

定位，顺利实现“人职匹配”
。同时，更可以有效地控

作为高等学校，就是要通过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

制人才市场的高流动及无序流动，克服供求双方需求结

的主渠道教育，系统解决高职学生的职业认知和价值观

构性错位，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问题。在教育对象上，由应届毕业生转向所有年级和学

2.3.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呼唤开展高职
学生职业生涯教育
现代社会是职业化社会，就业是人们赖以生存和
130

生；在时间跨度上，由毕业前转向整个大学阶段。使学
生一入学就认识到职业素质的提高与一般知识技能的
提高同等重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明确学
习目的，激发学习潜能，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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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教育外，高校可按照“择己所爱、择己所长”的原则，

在大一刚入校之际，就开展职业生涯教育，通过高年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从其个性特点、兴趣爱好入

级同学的学习理念以及毕业生的工作经历，使同学们

手，开展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和心理测试；提供个别

入学就认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从而有计划、有目

咨询和专门辅导，给出个性化的职业发展意见与建

的的学习。

议；建立个人档案，做好跟踪服务，也可以采取导师

3.2. 强化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现高职学生
职业生涯教育的层级化
针对不同年级、专业学生的学习重点和专业特点
及实际需要，分层次确定教育内容和方法。

制等有益的尝试，注重个性化的引导、教育，将其个
性变成优势，把劣势转化为强势，帮助其确定就业意
向和进行职业潜力开发，确立职业目标、形成正确的
职业价值观。
因此，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为同学创造更

大一时主要进行职业生涯基础教育，培养高职学

多的资源，开展了与新加坡工艺教育局的合作教育活

生的职业意识和自我意识，扩大对职业的了解和各学

动，使学生可以走出国门，了解接触国际化的教育，

科的认识。让他们懂得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性，初步

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

树立职业理想和职业价值观。大二时主要是集中了解
所学专业和相关专业，使其尽可能了解本专业的职业
选择范围、就业“双选”用工结构和获取职业途径，

3.4. 强化教育管理的全员性，实现高职学生
职业生涯教育的社会化

正确评估自己，初步确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大三时

职业生涯教育应是由国家支持、社会企业参与、

在所选专业领域进行更深入探索，并作出实际尝试，

高校主导、高职学生为主体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教育

如企业走访、教育实习、社会实践等，最终确定决策

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8]。

职业方向。大四时主要通过毕业设计或论文，进一步

一方面高校本身要树立全方位育人理念，形成校

深化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认识，并通过毕业实习，在

领导和职能部门抓职业生涯教育的政策引导，专兼职

实践中获取更多经验与启示，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学

队伍抓规划设计指导和心理矫正，教学单位抓专业调

会独立走向社会，适应职业生活。

整和知识传授，广大教职工提供信息服务的全员化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为了锻炼同学们的

局；另一方面，要加大高校与社会的协调力度，有效

实践能力，充分利用暑假，要求每个同学在暑期进

整合资源，让高职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实践、专业实

行产学合作锻炼，同学可以自己寻找公司实习，学

习和就业机会，为其及早树立职业理想打下坚实的社

校也会推荐部分企业，供同学们选择，比如：中国

会基础。同时，要通过广泛宣传，在政府、教育部门、

邮政、上海苏宁等。同时我校携手海通证券，成立

各级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中

金融社，为三年级同学提供了在海通证券实习就业

形成普遍共识，营造全社会认可、支持和重视职业生

的机会，同时为二年级与一年级同学提供了学习证

涯教育的良好氛围。要大力开展理论研究，为建立健

券行业知识的机会。

全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3.3. 强化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实现高职学生
职业生涯教育的个性化
开展高职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必须强化教育对象
[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管理系成立了国际
商务、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委员会，借助社会力量为管
理系专业的学生寻找更适合的职业；除此之外，还利
用第二课堂邀请各企业老总与学生们进行沟通交流，

的主体性 。每个高职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其自

如：上海中外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尤申、上海

身的成长背景、经历、认知和情感。在彰显个性的时

长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亚军和副总经理乐

代，普遍划一的教育，已不能满足其职业选择、规划

屹、上海美华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志祥、金照贸

和发展的需要。个性化的职业生涯指导，就是除利用

易有限公司经理陈嘉怡和经理沃继成等。从而了解企

专业课程及相关实践环节对全体学生进行职业生涯

业需要怎样的人才，同学们也清楚了如何向就业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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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需求靠近。
总而言之，在当今这个职业化社会，高职学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显得尤为重要。探索一条有效的路径从

[2]
[3]
[4]

而让学生们尽早地了解职业，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显
然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它对于提高职业院校就业率，
扩大高职院校的影响，提高知名度等都有着积极的意
义。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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