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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论坛】

川港“职业教育论坛” 聚焦职业教学新发展

4 月 12 日，由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主办，四川省高

等教育学会-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四川长江职业学院、

四川之友协会（香港）协办的 2021 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

3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职业教育论坛”在港蓉两地云召开。论坛采取

现场会议与云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四川主会场设在四川长江职

业学院。

论坛聚焦“职业教学新发展：理论、方法、策略”，来自川港两

地的 300 多名职业教育专家、学者和四川省教育厅相关部门领导汇聚

一堂，探讨职业教育发展走向。香港公开大学学术副校长关清平教授

致辞。

四川省教育对外交流中心项目部长李果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

省对外交流中心向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30周年校庆表示

祝贺。对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四

川长江职业学院为川港两地交流暨教育合作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耿兵致辞。他表示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

究专业委员会是在川港两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础上，由四川 16所本

科和专科院校联合发启成立的一个学术性组织。成立以来，重点在成

效为本（OBTL）课程的研究方面开展立项，已经完成了 11个研究课题

的验收工作，部分研究成果申报了省级教学成果，出版了两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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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得益于包括香港公开大学在内的香港院校的支持和帮助。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资历架构及资历名册总主任/评审主

任刘燕萍作《香港资历架构下的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主题演讲。刘主

任介绍了香港资历架构由 2008 年开始推行，政府先后成立 22 个行业

培训咨询委员会，制订《能力标准说明》和教材，勾画进阶路径和职

业资历阶梯、推行“过往资历认可”机制，开展职业专才教育。

前香港岭南大学教与学中心总监、岭南大学客座教授吴美华作《翻

转课堂如何提高职业教育教学效果》主题演讲。吴教授通过实际的设

计，指出以学生为中心，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教学，注重师生研讨和

互动的授课方式调动了课堂氛围，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强化

学生的合作意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院学者庐世胤博士作《职业教育教

学法》主题演讲。庐世胤博士阐述职业教育法是以教学实践理论为视

角，将知识分为两种形式：横向与纵向的论述。横向话语是一种知识

形式，通常表现为日常、口头或常识知识；纵向知识是明确、连贯、

系统、有原则和层次的知识组织。并介绍了七种教学类型，职业教师

从课程开发阶段到特定教学情境下的教学策略选择和使用。

中国教育部互联网金融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金融学会

理事、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金融科技应用专业主任王卫分享了“十四五”

规划下的四川职业教育发展趋势与前景蠡测。其表示“十四五”规划

应对的局面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人类历

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大举措，就是构建国

内国际双循环大循环。预见“十四五”期间四川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政府规划、行业发展、企业需求、院校培养” （简称“四方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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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模式将成为四川职业教育发展强劲的动力与制度保障；“五

大云物区智”等专业群将会获得超高速发展机遇；四川职业教育必将

强化中国文化传承功能；四川职业教育必将围绕“一带一路”战略，

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跨境职业教育合作。

随后，来自四川长江职业学院的田星雨、赵曦同学，分别分享了

其参与的《增强与虚拟现实工程》（AR/VR 技术模块）课程、“川港幼

儿园用语-如何体现‘尊重儿童’的幼儿教师素质”主题研讨展示活动

的学习感受。

最后，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执行校长韩虎和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

业进修学院院长曾德源博士分别就论坛的胜利召开致辞。

韩虎校长表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

好的发展时期，2019 年“职教二十条”的发布，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

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得到

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职业教育行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期，

对学校和职业教育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也

有不进则退的风险。通过本次职业教育论坛的交流碰撞，为新形势下

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曾德源博士表示此次论坛，分享了职教政策，并对刘燕萍主任、

吴美华教授、庐世胤博士三位主讲嘉宾在香港资历架构、翻转课堂成

效、职业教育法方法三个方面的演讲给予了总结。通过此次论坛，促

进了川港两地高职教师交流，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合作交流机会，促进

川港两地高职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并对出席此次论坛的嘉宾、对促进

川港职业教育交流人员的努力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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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台三地四校云观摩“亲子小型教育嘉年华”

共同研讨学前教育

4 月 10 日，川港学前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交流研讨会暨“亲子小型

教育嘉年华”观摩交流活动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录播室举行，学校常

务副校长耿兵、教育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龚长兰、教育管理系系主

任焦雅虹、幼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和芬等参与了本次活动。

此次活动采用 Zoom 直播方式，来自川港台三地四校的师生参加了

本次研讨活动，分别是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

进修学院、阿坝师范学院、台湾大仁科技大学 、阿坝星星幼儿园。师

生们通过线上云观摩“亲子小型教育嘉年华”，共同研讨学前教育。

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曾德源表示，此次活动是

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的重要日子，一年一度的第八届“亲

子小型教育嘉年华”在师生的精心筹备下呈现在大家面前。活动内容

包括摊位游戏、故事剧场、原创儿童剧，全港唯一一个由大专生筹备

的室内游戏活动，所有活动所需的物品包括摊位、游戏工具、表演布

景、道具、服饰都由学生亲子设计和制作。这项活动每年都在大学体

育馆内举行，每年都吸引数以千计的家庭参加，受疫情影响，去年第

一次以网上直播的形式举办活动，反应非常热烈，共吸引超过九千人

次通过网络观看。今年的活动加入了新的元素，首次加入了“普通话”

专场，邀请来自来自四川和台湾院校的师生一同欣赏同学们的表演。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次的普通话专场，有来自香港的巴基斯坦、印度

的少数族裔同学，有来自四川的少数民族，包括藏族、羌族和回族的

同学，这不仅仅一次幼儿教育活动的交流，同时也是多种族、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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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融，相信通过这次多元化的交流活动，能促进川、港、台四所

院校在幼儿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

阿坝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李强介绍了阿坝师范学院的办学

历史和学前教育专业建设情况，今天老师和同学参加线上活动，借此

机会，向两岸三地的同行学习，也非常乐意与同行们分享智慧和经验。

阿坝星星幼儿园园长雷欢介绍了阿坝星星幼儿园进行了的院所文化、

教育目标、师资和奖项，希望在此次交流活动中积极探讨研究教育，

碰撞思想。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耿兵感谢川港台三地四校的共同努

力下，能够在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三十周年校庆之际，

有机会四校同屏，互助互做，共学共研。随后介绍了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和川港学前教育协同创新中心情况。交流研讨会是中心工作的落地

和延展，是三地师生资源共享、共学共研的独特创新课堂，希望借此

“亲子小型教育嘉年华”观摩活动，为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创新

提供互通平台，进一步实现川港两地、川港台三地优质教育资源的互

通互享，共建共计，继续推动我校境内外青年交流基地壮大发展，为

境内外教育交流打开创新合作的新窗口，为提高川港台学前教育专业

的建设和发展凝神聚力，携手共进。

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幼儿保育系副主任吴惠安助理教授介绍了台湾

大仁科技大学和幼儿保育系的特色，表示学前教育老师是幼儿非常重

要的启蒙老师，老师的养成是多元的，在训练上不止是职能本职的学

习，还涵盖了艺术、体能、音乐等其他领域的课程学习，今天分享的

内容包括游戏、戏剧的教学是涵盖在所有课程里面，所以老师和同学

们都抱着雀跃和喜悦的心情，希望能更两岸三地能够有非常好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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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的同学们通过直播向大家介绍

了“太空站”“健康生活做得到”“找找细菌兵团”等摊位的主题、

材料、游戏规则及玩法，并用普通话和英语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作品。

游戏摊位是由同学们协商制作完成，展现出团结合作的精神；利用废

旧材料，强调了环保理念；相互观摩学习，弘扬了中华民族谦虚好学

的传统美德。

四校老师结合自身经验进行了交流，分享了多种教学方法，相互

学习与借鉴各方优秀的教学技巧和方法，进一步促进了学前教育领域

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和优势发挥。此外，川、港、台的少数民族还在线

上进行了文化交流和语言学习。最后，曾院长本着“怎样学习共融”

的目的，鼓励继续加强多方文化碰撞，同时感谢三地院校的师生参与

本次交流。

此次研讨会，不仅加强了川、港、台两岸三地学前教育的交流；

促进了老师们在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互相学习，进一步找准和发

挥自身优势，补齐短板弱；还充分调动了学前教育专业的同学们合作

探究的兴趣与潜力；同时推动了我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和改革，促进

了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高。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受邀参加香港公开大学 30 周年校庆系列活

动“全英语授课-院校国际化及其拓展”学术研讨会

3 月 19 日，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受邀参加香港公开大学 30周年校庆

系列活动之“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MOI):Fulfill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beyond”。此次活动采用“云会议”形式，



8

学生发展处副处长李泳敏、教育与设计学院教育管理系系主任焦雅虹、

专职英语教师叶锐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相关

教师代表出席。

此次活动，由香港公开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主办，日本立命

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协办。香港大学校长黄玉山教授出席并致开幕词，

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 Yuchi Kondo 教授、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Chuan-Chin Chiao 教授、香港岭南大学 Shalendra Sharma 教授分别从

“Japanese Universities’Efforts on Campu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nglish MOI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curriculum reform?、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aiwan’s 2030 Bilingual Nation

Policy in Higher Education、The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Lessons from HK and Lingnan University”三个方面做主题发言，

旨在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搭建一个知识分享和互

相交流的平台，交流环节专家们就香港、台湾及日本高校推行以英语

为教学语言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展开了讨论。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我们对香港、台湾、日本的英语教学方法有

了深入的了解，其中我们的教学环境和台湾的最为相近，通过讨论我

们也发现很多可以借鉴的国际上成熟英语教学方法，为更好地培养我

校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学生发

展处李泳敏副处长谈到。

通过本次会议了解到在非英语国家及地区全英文授课的发展趋势、

全英语授课在高校教育中面临的挑战及各高校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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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合作】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

完成《大数据与金融数据分析》课程授课

4 月 16 日，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大数

据与金融数据分析》课程的共同授课结束。川港双方共 26名同学完成

了相关单元内容的学习，通过测评获得相应绩点分。成都职业技术学

院刘圆佳老师与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陈建荣两位老师严格根据

经审核确定的香港成果导向课程大纲授课，以普通话、粤语、英语讲

授、指导实训和答疑，教学效果良好，获得双方学生的一致好评。这

是2018年开始的川港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负责的金

融科技领域获得首批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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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 6 门学分课程合作—《轨道车辆工程科技》课程完成授课

为促进川港教育交流，4月 1 日至 2 日，4月 6 日至 7 日期间，四

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工程系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进行了课程互

认和交换授课，此次授课混合采用独立组班和融合学习两种方式。受

疫情影响，此次授课采用线上直播课的方式。

在四川省教育厅与香港职业训练局签署《川港课程创新与合作备

忘录》相关精神的指导下，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四川省高等教

育学会川港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专业委员的重要成员单位，成为川港特

色创新课程六所主要承担合作院校之一，直接参与和承担课程《轨道

车辆工程科技》的开发与设计，目前课程已经完成基本的开发，相关

教学资料得到对方的认同，并进入实施阶段。2021 年 4 月本课程由四

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香港高校共同面向两地高校学员授课。

第一次课堂中，学生跟着谢世昌老师了解车辆的由来，从蒸汽车、

内燃车到电力车再到现在的历史变迁，并和谢世昌老师一起对车辆进

行了详细的分类，对各种车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次课由王凯文老师带领轨道交通工程系的学子们了解车门的

结构，通过理论和实操结合的方式对车辆的维护进行讲解，详细介绍

了各个部件的作用。让同学们实际感受到了车辆的魅力与维护车辆的

乐趣，并对王凯文老师提出一些技术性问题，得到了王凯文老师的耐

心讲解，极高程度地提升了同学们的专业性。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在今后的日子里，轨道交通

工程系的学子们将在车辆工程技术领域不断摸索，在川港合作教学中

吸取更多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科技的发展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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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活动】

四川之友协会（香港）积极探索香港资历架构下

两地课程的创新与合作

4 月 12 日上午，在香港教育局的积极帮助与协调下，四川之友协

会（香港）与香港教育局、香港资历架构秘书处召开专题研讨，探讨

“在香港资历架构下如何推进川港两地基于资历框架的课程合作与创

新”。香港教育局助理秘书长（延续教育）黄奕衡先生、资历架构秘

书处总经理黎英伟先生、资历架构秘书处经理黄宝珠女士、资历架构

秘书处高级经理冯嘉咏女士、四川之友协会（香港）会长韩瑾先生、

高级顾问周采兰女士、总干事韩戌女士、副总干事谢晓宇先生出席了

会议。

会议首先由四川之友协会（会长）韩瑾先生介绍了过往与香港众

多院校开展的交流、实习与基于资历框架下的课程模块合作情况，在

通识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培训课程模块与香港众多院校机构均

开展了很多合作，相应课程也受到了两地的师生欢迎。同时，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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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加强在资历架构下，两地专家、院校能够研讨、合作，积极推进

学分累积与转移，以及两地资历架构下 OBTL 合作课程的期望。

香港资历架构秘书处的黄宝珠女士则介绍了香港资历架构的发展

历史、基本结构与主要功能，以及在国际、内地的交流与合作的主要

情况，对于香港资历架构学分累积与转移的相关政策、原则与应用指

引也作了详细阐述。香港资历架构秘书处的黎英伟先生则表示：希望

与不同国家、内地进行资历架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前期也与新西兰、

广东与上海等开展过交流与沟通。后续，也会在香港院校与机构中择

机介绍四川之友协会（香港），探讨更进一步的合作。

香港教育局助理秘书长（延续教育）黄奕衡先生表示：前期，与

广东省亦开展了资历架构方面的合作，目前相应的制度完善尚需要一

个过程，相信搭建成功后，再向各地推广会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同

时加速两地的资历架构互通。川港两地院校之间的课程模块合作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院校之间的合作非常务实。

目前，两地的交流日益频密，学生异地升学与持续进修的需求亦

不断提升，如果在资历架构层面建立互通互认机制，推行相应的课程

合作与教育合作，帮助学生完成学分的累积与转移，相信可以帮助到

很多学生，并保证课程质素，对于两地教育合作亦是一项较大的突破。

川港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工作站成立

4 月 7 日上午，十五届“交流·合作·实践·创新”暨建党 100

周年川港青年共话“成渝”发展新机遇活动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主办，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与十陵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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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承办。

四川省委统战部港澳台处李彪处长，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青年委员、成都市妇联执委徐萍女士，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王秀丹女士，星晴（广州）文化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超逸先生，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

肖羲清先生，成都拔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汤子江先生，以及香港友好

社团——四川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在川创业的香港青年代表，高校

教师代表和优秀的团学干部，香港之友协会的同学们参加了活动。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虎执行校长致欢迎辞。他介绍学校自成立以

来，认真落实中央、省委系列决策部署，构建川港青年交流合作平台、

健全川港教育协作协同机制。2010 年至今，已开展两地学生双向互动

交流、共建实习实训特色中心、课程深度合作、搭建创新创业平台等

活动。今天川港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工作站正式成立，他希望让更多优

秀的川港青年把握重大历史机遇，帮助川港青年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

找准自身优势，补齐短板弱势，积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在服务全局发展中更好的实现自身价值。

川港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肖曦清介绍了川港青年创业就业服

务工作站的工作职能，表示将立足平台更好地为川港青年创业就业做

好服务工作。

会上，省委统战部李彪处长、四川长江职业学院韩虎校长共同为

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揭牌。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协会四川分会、川

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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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门联合授予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

3 月 27 日，首批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授牌仪式暨“青春中华

情·圆梦新征程”活动启动仪式在蓉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

向利出席活动并致辞。

活动上，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成为首批被四川省委统战部、省港澳

办、省台办、省人大常委会港澳台事务工作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文

旅厅、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8 家单位联合授予“川港澳台青

少年交流基地—教育交流基地”的单位之一。四川长江职业学院执行

校长韩虎、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相关负责工作同志受邀出席。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依托独有的港资背景优势，联合四川之友协会

（香港），在省教育厅和省委统战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11

年来持续不断的开展“川港青年交流暨教育合作”。截止目前，共组

织全省 65所高校，196 批，2940 名青年学生赴港学习交流；同时也接

待了香港 30所院校，103 批，3045 名青年学生来川交流、学习和实习。

为吸引更多的香港青年学生来川实习、就业和创业，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联合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明爱专上学院等香港 10所院校在校内打

造了 10个实训实习基地，同时还建立了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港生

驿站，为香港青年学生来川实习、就业和创业提供引进来、扶上马、

送一程的四位一体服务。

为弘扬巴蜀文化，开展国情教育，培养爱国爱港青年力量，在四

川省教育厅的带领下，四川长江职业学院与香港明爱专上学院达成合

作实施《汉语普通话研习与文化交流》学分课程，课程通过了香港学

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评审，截至目前，已开发完成《汉语普通话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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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交流》等 8 门课程，已组织 13 批、410 名香港青年学生来川修

读学分课程。

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将继续以川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为平台，深

入推动川港澳台青少年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质增效。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新闻链接：

http://www.zytzb.gov.cn/gdtzgz/353177.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