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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力视角下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张继明 1，
朱

磊2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摘

要

就业力是新职业环境下个体实现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一种综合素养。以就业力为逻辑起点构

建课程与教学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有益探索。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重知识能力而轻心
理结构、重专业教育而轻通识教育、重职业技能而轻职业素养等问题。因此，要合理确定“就业力”涵义，确
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摒弃工具和功利主义思想，切实推行通识教育改革；构建多元立体的课程体系，培
养学生的主体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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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主要评价标准之一是社会满意度，而衡
量社会满意度的重要指标是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有
学者指出，促进大学生就业、知识转化、终身教育已
[1]

经成为当代大学“新三大职能” 。目前，立足“就业

中的合作性等[2]。新的职业生态要求个体必须更新
就业能力，以适应频繁变换的职业环境。
“ 就业力”

（employability）概念正是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战
后欧美经济快速发展和知识革命大潮中。

力”
合理建构大学生素质结构模型，
以此为根据构建

一般来讲，
就业力即
“个人受雇佣的潜能”
，
其具

科学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体涵义并无统一的界定。在各种解释中，国际劳工

的有益探索。

组织（ILO）的界定影响较大：
“就业力是个人利用可
得到的培训和教育机会来获得和保持就业、在企业

一、多维的素养：
就业力内涵初解

内部晋升和应对环境变化的可携带的资本和能力。
”

在新的经济形态和体制下，劳动力市场越发呈

自信心、
处理人际关系能力、
合作能力、
学习能力、
决

现出不稳定性，某工作单位内部乃至整个劳动力市
场都由于激烈的职业竞争而频繁发生岗位流转。

英国学者 Knight 和 Yorke 共同提出了包括“责任心、
策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主动性、
创造
性思维”在内的十项就业力核心要素[3]。可见，就业

在这种“无边界职业生涯”
（Boundaryless career）条

力是一种包含若干维度的结构性职业素养，它确保

受雇者对组织的忠诚、较强的融入性和在不同团队

得持续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
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

件下，雇主对受雇者的要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

个体获得和保持就业机会，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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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个指标，
“ 大学生就业力”概念始盛于英国。 “促进人的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价值指向实际上
上世纪 90 年代初，英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

以智力开发为主，这反映在课程与教学上就是以掌

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加剧，就此英国高等教

握知识为课程目标，以知识传授为教学方式，学生

育全国调查委员会发表《迪尔英报告》，把“沟通、数

评价考试为手段。近些年，培养学生的知识能力即

字应用和信息技术”确定为大学生就业力的关键因

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普遍做

素，并强调“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管理自我职业发

法，在此框架下的人才培养仍以知识为核心。这种

[4]

展的能力”
的重要性 。瑞士联邦大学高等教育中心
主任 Marcel 从学生个体的角度提出影响毕业生就业

片面以知识授受为目的的教育观是对教育价值观
的曲解。目前，大学生处于心理亚健康、患有心理

力的五个因素：
就业动机及良好的个人素质、
人际关

疾患甚至心理危机状态的比例相当高。从就业角

系技巧、丰富的科学知识、有效的工作方法、创业者

度来看，大学生心智不成熟，非智力因素成为阻碍

和企业家精神。Brennanetal 则在大规模调查的基础

其顺利就业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大学生个人发

上总结了日本、英国和欧洲国家大学生所认为的最

展、就业力以及教育理念的角度出发，高校必须改

重要的十种就业能力 ，
见表 1。
[5]

变重知识能力而轻心理结构的人才培养模式。

表 1 日本、英国和欧洲大学生认为最重要的十种能力排序

（二）重专业教育而轻通识教育

序号

日本

英国

欧洲

1

忠诚度

学习能力

学习能力

立了严格以社会分工和技术需求为依据的高校专

集中精力

独立性

集中精力

适应性

书面沟通技能

独立性

业教育体系。但从知识发展规律来说，这种壁垒森

主动性

团队精神

书面沟通技能

学习能力

在压力下工作

忠诚度

统一性。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变，
“跨学科、多学

专业知识

准确性、关注细节

专业知识

科、大学科及混合学科”越发成为知识发展与管理

工作的匹配度

集中精力

主动性

的趋势，传统的专业教育已难以适应知识革命以及

8

创新精神

口头沟通技能

批判性思考

由此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专业教育所带

忍耐性

解决问题能力

适应性

来的另一后果是在技术主义支配下，大学生科学与

10

团队精神

主动性

忍耐性

人文素质的失调，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匮乏和道德与

2
3
4
5
6
7
9

建国后，我国通过改造原有高等教育系统，建

严的院系和专业设置从根本上割裂了知识的内在

可见，与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维度相比，个体的

价值的审思、批判能力的弱化。而道德感、价值观

非智力因素如特质、动机、精神等对于个体就业力

等人文素质对于个体成长才更具意义。因此，基于

的提高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就业力是在某一特定

知识发展逻辑和人的成长规律，探索实施通识教育

时期由劳动力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个人特征”。美

成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三）重职业技能而轻职业素养
客观地说，大学生基本职业技能匮乏是阻碍其
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
但根据就业力理论，
决定择业
和职业成功的并非是纯粹的职业技能。在职业素养
结构中，
职业技能是其组成部分，
但未必占据最重要
位置，个体的精神要素、心理要素，学会学习的主观
意愿以及自信自强的非智力因素、才是职业素养构
成中的核心。在自然经济乃至前工业经济环境中，
科技含量和复杂程度较低是生产与职业的普遍特
征，
职员的技能性要素占主要地位。随着工业、
后工
业经济乃至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在市场经济上的
逐步发展，
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使得以技术
或技能为主要构成的职业素质转变为多维立体的职
业素养。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重叠

国心理学家麦克兰德在《测验胜任素质而非测验智
力》一文中提出了“胜任素质”的概念及其五种类
型：动机、特质、自我概念、知识和技能。胜任理论
认为，与知识技能相比，个人素质结构中的“自我概
念、特质和动机”是影响职业绩效的内在原因[6]。从
此角度看，就业力是促使求职者适应就业环境变化
的“社会—心理”结构，强调精神、心理等非智力因
素对于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

二、
“轻重失调”
：
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之弊
（一）重知识能力而轻心理结构
我国实际的人才培养、选拔以“智”或“才”为主
要甚至是唯一标准。在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
44

交替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逐步完善，
这要
求劳动者必须完善职业素养，适应职业环境变化。
对于高校而言，大学生就业教育已不能局限于简单
赋予学生某种就业技巧或职业技能，而要培养其适
应不同职业环境并取得职业成就的迁移性能力，成
为富有职业素养的人。一项劳动力市场调研表明，
雇主对个人特质中品德、
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沟通
协调能力，
以及主动性、
忠诚和责任感等职业素质的
关注并不低于专业素质与能力 [7]。这表明，目前高
校仅仅满足于职业技能训练的职业主义课程与教学
体系已远不能适应新的职业环境。

价值和人才培养的目的。以就业力为基点合理建
构人才及人才培养的“理想类型”，区别于传统的以
知识或泛化意义上的人为逻辑起点的人才培养过
程，更具有可见性、可行性和效能性。
（二）摒弃工具和功利主义思想，切实推行通识
教育改革
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种组织、实施形式，
当专业教育过分强调以社会、市场需求为核心的外
部逻辑，
以及以个体就业为导向的外在价值，
大学教
育将走向功利化。过度功利化的教育观和大学的内
在逻辑是相悖的，
将导致知识过度世俗化，
并致使大
学因过于世俗而走向庸俗。当教育完全着眼于功利

三、就业力导向：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
系建构策略

的目的，教育就成了一种工具。工具主义教育观导
致学习者逐渐丧失主体效能感及批判意识，失去学
习与创新的自觉，成为既有知识的简单接受者。功

（一）合理界定“就业力”内涵，确立科学的人才
培养目标
按传统就业观，就业能力被狭隘地局限在职业
技能层面。实际上，就业力除了对最基本的职业技
能的要求外，更强调个体的精神、心理素养以及由
此外化而成的“结构性能力”。结构性能力的核心
是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使得个体能够敏锐地发
觉环境变化对自身素质的要求，从而自觉地调整其
知识和能力图式，形成适应环境变化的迁移能力，
以适应不断变迁的职业环境 [8]。因此，拥有杰出就
业力的个体绝不仅仅是某单一技能的占有者。同
时，就业力的最终目的并非止于就业及职业成就，
而在于个体藉由职业成功来实现理想并获得幸福
体验。就业力内涵的最丰富之处在于其作为一个
个体实现专业发展、生活幸福和心灵解放相统一的
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力绝不等
于低级的技能培训，结构合理的职业素养中包含了
技能的要素、精神和心理的要素，包含了动手能力、
学习能力和迁移能力，还包含了道德和价值观要
素。因此，职业主义语境下基于生存需要和技能获
得的职业技术教育不过是职业素养结构的基层构
成，而缺失心理及价值观等高级要素的职业教育与
以促进个体成长的教育价值观是不符的，因为职业
主义教育即使在一定范畴内满足了学习者就业的
需要，但从长远来看则难以促成其职业成功。当正
确认识了就业力的丰富内涵，也就发现了就业、职
业与生命、生活间的内在联系，这正反映了教育的

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纠葛在一起，成为当前我国大学
专业教育面临的致命问题。从就业力的角度说，学
习能力和自我解放意识的丧失、以精神与心理为核
心的人文素质的匮乏将严重影响个体就业力的成
长。针对此，必须在大学建立通识教育系统。通识
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而在于
造就
“具备通融识见、
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健全之
[9]
个体”
，
以完善学生的知识与素质结构、
实现其人文

与科学素养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通识教育注重培
养学生的
“普通的”
“
、一般的”
能力，
这正是就业力结
构中的核心要素；同时，从长远意义来说，个体人文
与科学素质的协调也是就业力发展之旨归所在，反
之就业力的长足发展也从根本上依赖个体综合素质
的提升。在新经济形态及其管理制度下，劳动者个
人的某一技术已经不足以成为谋生并获得职业发展
的充分条件，而保障其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迁移能
力才是职业成功的关键。所以，通识教育在我国必
须切实诉诸于改革实践。
（三）构建多元立体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主
体自觉意识
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力，必须构建一个基于大学
生就业力、兼顾个体发展不同维度指标的课程与教
学体系。从就业力的不同要素来看，技术的、实践
的能力是大学生顺利就业的必要条件，是就业力教
育所必须考虑的。但从长远来看，大学生能否获得
职业发展取决于技术性要素之外的精神、心理素质
及学习能力等。而无论是技术性要素还是非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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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都有赖于一定的知识基础。因为大学生劳动

学生—学校”三位一体的联系人。为大学生提供自

力市场对个体的技术性要求普遍具有较高的知识

我管理空间的关键在于培养其主体自觉意识，大学

含量；而要培养优秀的心理素质，建构合理的知识

生只有意识到自己在主客观世界中的主体性和作为

图式以增强学习能力，获得现代职业所强调的调查

主体的存在感，
才能正确评价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

研究能力等，也都离不开知识性因素的支持。现代

从而认清市场、
社会和职业环境的变换及其要求，
进

职业素质还蕴含着对个体道德和价值观的要求，例

而自觉主动地增强学习能力和就业能力。

如服务和产品的质量观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责任

综上而论，大学生就业力培养并非传统的就业

感、个人道德感。因此，在就业力框架内，知识、技

教育，
更非简单的技能培训，
它反映了教育的根本价

能、心理、道德及价值观等共同成为高校人才培养

值观，它藉由就业机会的获得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促

的目标，而这要求必须建立相应的课程与教学体

成个体的成长、解放和幸福。以就业力为导向来建

系，包括通识教育及以此为基础的专业教育、经常

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改变了传统以抽象的、
形而上

性的实习与社会实践、有规划的校园文化和隐性课

的知识或泛化而缺乏具体所指的人为逻辑起点的人

程建设，
反映现代职业精神的课程实施，
激发学生质

才培养模式，为课程与教学改革提供了基本依据。

疑与批判精神的教学制度等。在这个基于就业力的

以培养大学生就业力为课程与教学过程的起点，将

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生应真正成为课程体系的核

有助于克服当前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心：课程开发的参与者、项目实施的负责人、学业与

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就业力教育将大大提高我国

发展的评价者、自我学习与生活的管理者、
“社会—

高等教育质量，
进而增强我国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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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ability is a kind of multiple quality for individuals realizing career development under new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Nowadays, the talent trai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is facing the problems such as empha⁃
sizing knowledge capability and ignoring mental structure,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gnoring general educa⁃
tion, emphasizing vocational skills and ignoring career attainment and so on. Thus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following sugges⁃
tions: rationally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employability”and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talent training aims; abandoning in⁃

strumentalism and utilitarianism ideas and practically pushing general education reform; building diverse and three-dimen⁃
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subject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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