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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X证书制度下,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从原有的强化学生技能,转变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将立德树人、职业素质培养融入到职业能力培训中,在完善学生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道德素质,并通过
多样化教学形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实训环境,从而更好地适应岗位、适应社会发展。本文将重点对1+X
证书制度下,高职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路径进行分析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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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是结合创新性制度理念,
对传统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模式予以优化
和调整,完善制度体系,开设特色教学活

生就业现状。
2.2指引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1+X”证书制度的实施能够对未来

性、专业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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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路径选择

动,增加学生与企业和社会间的互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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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1+X证书制

制,这是未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学中。高职院校的本质就是提高学生的

度对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了助力,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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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水平,形成良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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