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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of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has the function of guidance, motivation and evalu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fair evalua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acit knowledge theory, CBE theory and other related requirements of telecom service management special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lecom servic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e, key ability and potential abi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professional core competence has been effectively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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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建立一个科学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对高职教育教学实施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功能，全面、科学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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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体系对实现教学目标具有相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缄默知识理论、CBE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分析，
并从电信服务管理专业的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出发，对基于职业核心基本能力、关键能力、潜在能力的高
职电信服务管理专业职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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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基础
1.1. 缄默知识理论
缄默知识理论的首次提出是英国哲学家波兰尼于 1958 年在《个体知识》中对该理论做了初步的描述。
他提出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国际社会其他学者对缄默知识做了更为深刻的研究，提出可通
过显性知识的自然遗忘、实践活动(如反复操练和训练)的方式、“师徒学艺制”培养模式及他人缄默知识
的外显化习得缄默知识。在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对缄默知识的要求远高于显性知识，
包括学生学习习惯、团队协作、沟通交流等都属于缄默知识。

1.2. CBE 理论
CBE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理论即能力本位教育理论，以心理学家布鲁姆的“掌握性学习”、
“反馈教学原则”和“目标分类理论”为理论依据提出针对于学生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CBE 模式具有
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的特点，专门用于提升受教育者在从事某种职业中所必须的核心能力。
这里提及的能力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专业性能力或实践能力，而是一种贯穿于职业生活各方面的综合
性的职业能力。CBE 理论要求该综合性的职业能力应包含四个方面：首先是知识，是从事该岗位所必须
的专业知识；其次是技能，指在解决工作实际问题中所必须具备的实践能力；然后是态度，指从事本岗
位的动机、动力、经验、历练，强调情感和活动领域；最后是反馈，即对学习效果的评价机制。参考 CBE
理论对于综合职业能力的要求，本文研究的职业核心能力正是其中第二、三方面，而涉及的职业核心能
力评价体系和综合职业能力的反馈具有相似之处，为后续职业核心能力的评价做好理论铺垫。

2. 电信服务管理专业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构成
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是一系列与职业能力评价相关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机构等
形成的有机整体[1]。构建高职电信服务管理专业职业能力评价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立一套职业能力
评价指标以及评价指标的相关规范。高职电信服务管理职业岗位能力要求即构成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
内容。

2.1. 职业核心能力测评的基本要素
在职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研究中，有学者将其分为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两种，主要是根据职业核心
能力的内涵进行分类。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和相关理论，进一步明确职业核心能力的具体要素，构建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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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对职业核心能力进行测评。
结合目前社会环境对高职学生的具体要求，将职业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做了适当变动，使评价结果
对于研究对象更具实际意义。首先确定一级指标为职业核心能力本身，同时将该能力分为基本能力、关
键能力和潜在能力三项基本指标，将其确定为职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通过对二级指标的进
一步阐述，在原有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适当筛选确定三级指标[2]。
基本能力是指电信服务管理专业学生在从事商务相关业务过程中必不可少，但是与电信服务管理专
业知识联系又较为松散的技能，它的适用面比较宽，可适用电信行业内的各个岗位。关键能力是从事商
务行业相关业务必须或应当具备的能力，是指仅适用于某几个工作岗位的能力。电信服务管理专业学生
的职业特定能力是指在从业过程中与电信业务知识直接相关的处理方法、职业技能。电信服务与管理专
业学生最重要的社会能力就是与客户打交道，从岗位能力分析反映企业要求从业人员应具备有较强的人
际交往能力基本能力、有效理解和反馈能力、与他人协调合作能力、忍受挫折能力、排除干扰能力、自
我减压能力等主要指标。潜在能力往往是无形的、无法测量的，能够体现高职学生突破自我实现更高层
次发展的速度和可能性，是职业核心能力的较高层次。电信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在实训过程中所能反映
出来的潜在能力主要包含快速反应能力、灵活处置能力等。
综上所述，以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电信服务与管理专业高职学生为测评对象，通过对各级指标的
层层分析，可构建如下的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测评要素表 1。

2.2. 评价指标权重设置
在构建评价体系时，选择正确的指标体系能够把握评价结果的方向性，个指标权重的确定对于评价
结果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样一套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不同，评价的结果会大相径庭[3]。评价指标
体系均为定性指标，评价主体对各项因素的判定存在模糊性和主观性，直接用统计方法进行判断难度较
大。本文在考虑不同要素层次性的基础上，采用模糊评价法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进行评价[4]。
1) 确定评价的因素集
Table 1. The evaluation factor table of vocational core competence of vocational students
表 1.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测评要素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习效果

基本能力

学习习惯
推理判断能力
职业行为能力
生存发展能力
有效理解和反馈能力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
关键能力

与他人协调合作能力
忍受挫折能力
排除干扰能力
自我减压能力
快速反应能力

潜在能力
灵活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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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U1, U2, U3)；其中 Ui 为二级指标中的第 i 项指标
U1 = (U11, U12, U13), U2 = (U21, U22, U23, U24, U25, U26, U27), U3 = (U31, U32)。其中 Uij 为二级
指标层中第 i 个指标的第 j 个子指标。
2) 确定权重集
一级指标权重集：w = 1；
二级指标权重集：w = (w1, w2, w3)，其中 wi 为二级指标层中第 i 个指标的权重值；
三级指标权重集：wi = (wi1, wi2,...wim), 其中 wij(i = 1, 2, 3; j = 1, 2,...m)为二级指标层中第 i 个指标
的第 j 个子指标的权重值。
3) 建立评价集
设评价集为 v = (v1, v2, v3,...vp)。对指标的评分标准，一般分为五级，依次为最重要、重要、一般、
不太重要、不重要。因此 v = (最重要，重要，一般，不太重要，不重要)。

3. 职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确定
职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的确定能够实现因变量的量化，为实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为进一步提高评
价体系各项权重的准确性，电信服务与管理专业教研室深入杭州、绍兴、宁波、嘉兴等地，走访 20 余家
企业，针对该专业学生职业活动所需的职业核心能力进行调研，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将职业核心能力可分
为职业基本能力、关键能力、潜在能力三个层次，这个层次即构成电信服务管理专业学生职业能力评价
体系系统层。此外，通过对通信企业人力资源领导、高校教师、高职学生进行分层抽样调查。根据调查
结果构建职业核心能力三级指标的评价集。运用 SPSS21.0 进行因子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从而得到指
标的权重系数见表 2。

4. 结束语
电信服务管理专业职业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是根据行业、企业的岗位需要，结合学校专业自身的内
涵与特点，以能力为导向，从基本能力、关键能力、潜在能力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侧重考察高职学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distribution table of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vocational core competence
表 2. 高职学校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评价指标权重分布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习效果 U11 (0.3)

基本能力 U1(0.25)

学习习惯 U12 (0.4)
推理判断能力 U13 (0.3)
职业行为能力 U21 (0.05)
生存发展能力 U22 (0.15)
有效理解和反馈能力 U23 (0.2)

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
关键能力 U2(0.55)

与他人协调合作能力 U24 (0.2)
忍受挫折能力 U25 (0.2)
排除干扰能力 U26 (0.1)
自我减压能力 U27 (0.15)

潜在能力 U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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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反应能力 U31 (0.5)
灵活处置能力 U3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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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实践中具备的能力。一个全面科学的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对教与学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和激励功能，
但它的形成和成熟不是一簇就，需要经过时间不断的实施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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