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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8耀 2007年非正常应计项目总体在下降，说明会计

信息可靠性质量在提高。

（2）会计准则国际化程度与非正常应计项目显著性水平

0.022小于 0.05，且负相关，说明会计准则国际化程度越高，境

内外审计利润之间的差异越小，非正常应计项目越大。

（3）会计信息可靠性质量的提高并不是会计准则国际化

所带来的，会计准则国际化并没有带来会计信息可靠性质量

的提高，反而是阻碍了会计信息可靠性的提高。

五、结论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可比

性、可靠性和相关性都有了提高，但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与

会计准则国际化程度是否提高没有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

推断，在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没有证据表明会计准国际化会

带来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甚至可以说，没有证据表明会计准

则国际化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相对较稳定且直接的关

系，期望仅仅改变会计准则，实行会计准则国际化来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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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学结合下的课程目标：培养综合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是个历史性概念。根据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

专家研究的结果，学生的职业能力有三个层次：最外层是岗位

专用能力；中间层是行业通用能力；最内层是职业核心能力。

从能力内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职业能力划分为专业能力、方

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专业能力是指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方法独立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和评价结

果的能力。它是和职业直接相关的能力，具有职业特殊性，具

体包括工作方法、对劳动生产工具的认识及使用、对劳动材料

的认识和利用等。方法能力是指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社会能力是处理社会关系及与他人相处和相互理解的能

力。它包括人际交往、公共关系处理、劳动组织能力、群体意识

和社会责任心等。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具有职业普遍性，不是

某种职业所特有的能力。在工学结合模式下，我们之所以要将

课程目标界定为综合职业能力，这主要是因为工作过程知识、

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中的很多内容属于情感类的教学目标，

无法简单通过传统的学科系统化课程和传授式教学来实现。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随着人们对职业活动认识的不断深入，传

统的学科系统化课程的局限性表现得愈加明显，如从教学过

程看，传统的教学思想把学习理解为封闭在书本上的过程，过

表 7 1998 耀 2007年国际化程度
与非正常应计项目相关系数表

国际化程度

Pearson

Correlation

Sig.（2-tailed）

N

非正常应计项目

-0.708（鄢）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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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鄢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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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学结合在职业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本文通过对工学结合下的课程目标、课程模式和会计课程基本特征的

分析，为我国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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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倚重人的接受能力，忽视发现性学习、探究学习和行动学习

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忽视社会经验的获得和实践能力的培

养；按照机械论方式认识个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世

界的整体性；忽视知识与工作实践的联系，无法从工作过程中

获得知识；学科系统性与职业活动的系统性完全不同；演绎式

的基本学习方式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基于以上分析，新的会

计专业课程体系中所蕴含的综合职业能力可归纳如下：

1援 专业能力，包括：淤具备从事会计工作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的核算能力；于具有会计职业的就业能力和初步职业判

断能力；盂在老师指导下，能制订会计职业学习情境方案并实

施；榆能独立完成“填制和审核凭证寅设置和登记账簿寅编制

与报送会计报表”这一工作过程；虞具备与客户、同事、领导交

流与沟通的能力，能够与交流对象说明工作内容，并回答对

方提出的问题；愚具有遵纪守法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

2援 社会能力，包括：淤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会计职

业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于具有团队合作和协作精神；盂具有

良好的心理素质、诚信品格和社会责任感；榆具有根据学习目

标独立开展社会调查的能力。

3援 方法能力，包括：淤能自主学习会计新知识、新技术

等；于能通过各种媒体资源查找所需信息；盂能独立制订项目

工作计划并实施；榆具有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主动、热情、

耐心的服务意识。

二、工学结合下的课程模式：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领域

学习领域是指向职业任务和行动过程的主题单元。这一

主题单元由目标表述、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三部分构成。学习

领域课程模式的核心在于：在设置新的职业教育课程或教学

计划时，首先从岗位能力要求出发。传统的课程模式主要考虑

到各学科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学习领域课程模式则考虑如

何培养学生完成综合性的工作所需的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

方法能力。学习领域的出发点是一个行为活动领域，并且建立

在行为活动领域之上。按照德国职业教育课程专家巴德教授

和谢弗尔的诠释，学习领域是建立在教学论基础上，由职业学

校实施的学习行动领域，它包括实现该职业培养目标的全部

学习任务，通过行动导向的学习情境使其具体化。学习情境是

学习领域课程模式的结构要素，是学习领域在职业学校教学

过程中的扩展。也就是说，学习情境是在学习领域框架内的小

型主题学习单元。学习情境要在职业的工作任务和行动过程

的背景下，按照学习领域中的目标表述和学习内容，对学习领

域的教学进行教学论和方法论转换。每种职业都具有特殊的

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对象、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

的历史发展方面具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工作过程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工作过程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

动和服务活动。狭义的工作过程则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德国

不来梅大学的劳耐尔教授则将工作过程定义为“在企业里为

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

程序”。其特点是一个综合的、时刻处于运动状态之中但结构

相对固定的系统。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的名称和内容不是指

向科学学科的子区域，而是来自职业行动领域里的工作过程。

我们之所以提出“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模式，其原因正如德

国巴格德堡大学的迪尔博士所言：淤生活领域的科学化使学

生要掌握的知识数量日益增多，而从职业教育学的观点来

看，熟悉劳动组织的新形式具有重大意义；于由于知识产品的

增多，学生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盂学

生生活世界的定向与系统世界的定向，即满足职业世界的要

求与劳动世界的要求之间，经常是不一致的；榆学科体系不能

直接导出一个使学生可能获得与现实社会要求相适应的能力

的学习系统。无独有偶，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是获取

知识的过程，但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

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于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今天的

职业工作靠成绩和效率，任务变得整合化，强调合作共事、团

队精神及人际交往能力，工作是社会化的分工。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以会计专业入门课程“会计职业认知

与基本技能训练”为例，来说明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领域课程

模式，见下表：

其中，每一个具体的学习情境又由学习目标、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学生知识与能力准

备、教师知识与能力要求、考核与评价等要素组成。

下面以学习情境 11———“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为例来

加以说明：

1援 学习目标，包括：淤根据学习情境设计的需要查阅有

了解企业尧 会计工作组
织与会计职业

认识会计凭证尧 会计账
簿和会计报表

了解会计目标和会计方
法

理解会计要素袁 建立会
计等式

开设账户袁 运用借贷记
账法

对企业主要经济业务进
行核算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设置和登记账簿

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组织尧开展财产清查

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

总结会计循环的基本步
骤袁应用账务处理程序

了解会计核算的基本前
提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合 计

3

2.25

3

6.75

6.75

21.25

11.75

12

2.5

8.75

8.75

11

2.25

100

0.5

0.25

0.5

0.75

0.75

2.25

0.75

1

0.5

0.75

0.75

1

0.25

10

参加
学习

1

1

1

2

2

2

2

2

1

2

2

2

1

21

小组
成员
评价

1

1

1

3

3

3

3

3

1

3

3

3

1

29

教师
评价

1

1

4

2

2

1

1

2

15

0.5

0.5

课后
作业

10

4

4

2

2

3

25

集中
测试

合
计

序
号

学习领域情境划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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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于了解财务报告的意义；盂制订编制和报送财务报告

的方案并实施；榆掌握财务报告的内容和编制要求；虞理解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结构原理及其作用；愚掌握资产负债表

的编制技术；舆掌握利润表的编制技术；余解释会计报表中有

关数字之间存在的勾稽关系；俞了解财务报告的对外报送；

逾学会会计报表的初步阅读方法；輥輯訛具有敬业精神、团队合

作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2援 主要内容，包括：淤财务报告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于财

务报告的内容和编制要求；盂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及其编制方

法；榆利润表的结构及其编制方法；虞对外报送财务报告；

愚编制和报送财务报告方案实施后的质量评估。

3援 教学方法和建议。

（1）教学方法，包括：淤讲述法；于案例教学法；盂项目教

学法；榆小组讨论法；虞实践操作法。

（2）实施建议，包括：淤将该学习领域分成五个项目，全班

同学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在老师指导下制订方案、实施方案

并作出最终评价。于学生通过模拟经济业务的发生，采用借

贷记账法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根据账簿资料，编制财务

会计报告，以此来体验财务会计报告的生成过程。盂教师应提

前准备好各种教学材料、工具以及教学场地和设备。

4援 教学材料、工具，包括：淤《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文

件；于1套较为完整的模拟经济业务资料；盂空白资产负债表

1 份；榆空白利润表 1 份；虞钢笔/签字笔；愚算盘/计算器；

舆各种印鉴章；余多媒体教学设备；俞教学课件、软件；逾网

络教学资源。

5援 学生知识与能力准备，包括：淤具备经济业务发生后

记账凭证的填制能力；于具备开设账簿并能根据记账凭证登

记账簿的能力；盂掌握结账和错账更正的方法；榆理解“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计等式的涵义；虞理解“收入-费

用=利润”会计等式的涵义；愚具有一定的算盘计算能力。

6援 教师知识与能力要求，包括：淤能设计完整的模拟经

济业务；于能根据项目要求制作任务书；盂熟练掌握记账凭证

的填制方法；榆熟练掌握各种账簿的登记；虞熟悉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编制的理论基础；愚熟练掌握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的编制方法；舆熟悉财务会计报告对外报送的要求；余能按照

设计的教学情境组织教学。

7援 考核与评价。评价内容：淤财务会计报告基本知识掌

握水平评价；于方案设计能力评价；盂资产负债表编制完成情

况评价；榆利润表编制完成情况评价；虞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愚工作态度评价。评价方法：淤小组成员互评；于教师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任务驱动、项目导向、基于工作过

程”的职教课程开发理念，本学习情境设计的目标是：

（1）培养学生会计核算能力、账簿登记能力、报表编制能

力、团队合作能力等。

（2）老师需合理引导学生完成小组分工，讨论并确定工作

方案。

（3）本任务基于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通过“凭证寅账

簿寅会计报表”等程序，使学生对会计工作过程有总体认识。

同时，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财务会计报告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三、工学结合下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基于工学结合下的课程目标、会计课程的基本特征以及

德国学习领域理论，我国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

框架可以按照以下四大模块搭建，如下图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专业课程的设置，应根据其培养目标

构建融会贯通、紧密配合、有机联系的课程体系，改变过去课

程分割过细、互相脱节或交叉重复、简单拼凑、内容陈旧过时

以及学生知识能力结构“千人一面”的状况，确保整个课程体

系的统筹协调，使学生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和主动性，为学生

发现和发展各自的兴趣、潜力和特长创造条件。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 2007年教改课题野高等职业

教育会计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冶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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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尧 邓小平理论尧野三个代表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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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尧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尧财经应用文

专业
基础
模块

会计业务核算与报告尧成本计算与管理尧财务管理尧会
计信息化处理尧会计报表分析尧税务会计核算与纳税申
报尧会计职业能力综合实训

专业
方向
模块

素质
拓展
模块

文化
素质类

普通话训练与测试尧文学欣赏尧写作基础尧
美学尧影视作品尧书法尧演讲与口才尧商务礼
仪尧企业文化尧公共危机防范尧团队训练等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尧 金融保险会计尧房
地产会计尧Excel软件在会计中的运用尧会计
制度设计尧市场营销尧纳税筹划尧证券投资等

专业
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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