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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研究背景,聚焦1+X证书制度,着重从1+X证书制度“+”
的意蕴及其价值逻辑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从而为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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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1+X certificate system, and carries out related research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 implication and value logic, so as to lay a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pilot work of 1+X certific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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