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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
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国
际商务涉外职业群,能够从事日语外贸业务员、商务助理、涉日企业文员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而现实教学实际中,学生整体知识面狭窄、综合能力不高,与培养目标要求相差甚远。因此,本文结合商
务日语专业学生的特点,重新审视商务日语专业的学科性质、能力要求、培养目标。分析并思考在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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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mmercial Japanese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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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xi Lixin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Abstract] The goal of vocational business Japanese major is to have a certai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 good
cultural quality, professional ethic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excellence craftsman spirit, strong employment
and sustainable ability; master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skill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oreign
professional group, business assistant, Japanese technical skills.In the reality of teaching, students' overall
knowledge is narrow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is not high, which is far from the training target
requirements.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 Japanese major students, and
re-examines the subject nature, ability requirement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business Japanese major.Analyse
and think ab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propose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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