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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快速发展的食品微生物检验行业和不断变化的食品微生物

检验标准，我校开展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课程改革，从课程目标、课程
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4 个方面开展教学改革，除了培养学生获得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的
显性胜任力外，还注重发展和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实事求是、吃
苦耐劳等隐性胜任力。通过 3 年的教学实践，证实基于岗位胜任力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教学
改革可以有效提高学生专业素养、综合素质和岗位胜任力，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改革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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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university. The teaching reform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se four aspects, namely,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Excep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xplicit competence based 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were paid to
the improvement of implicit competencie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bearing hardships. Through three years of teaching practice,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od Microbiology Examination effectively improved
professional quality,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ost competence of students, thereby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Keywords: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post competence; curriculum objectives; teaching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岗位胜任力由哈佛大学 Mc Cellland 教授
首次提出 [1] ，是指根据岗位工作要求，确保岗
位人员顺利完成岗位工作的知识、技能、能力和
特质的总和

[2-3]

，其中知识和技能被称为显性胜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相关课程改革必须面对的
挑战。
基于课程组前期调研和食品微生物行业实
际情况，为培养更多的“卓越者”，提高学生的

。

就业优势，我们课程组积极开展以岗位胜任力

具备显性胜任力的人员称为一般绩效者，而同

为导向的“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教学改革，在培

时具备显性和隐性胜任力的人员称为卓越者。

养学生的显性胜任力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

卓越者与一般绩效者相比，能够更好地适应工

隐性胜任力。教学改革对接岗位要求，从课程

作岗位，也更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6] 。岗位胜任

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课程考核等 4 个

力概念提出后，被应用于医学 [5-6]、工学 [3]等学

方面开展，培养学生“会学”检验的理论知识和

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课程教学中。

检验技能、“会用”已学知识技能、“会悟”领悟

任力，而能力和特质则被称为隐性胜任力

[4-5]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是成都医学院食品质

新标准新技能、“会爱”爱岗敬业，拥有职业荣

量与安全专业的主干课程，包含 33 个理论学时

誉感，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及岗位胜任力，希望

和 39 个实验学时，其中理论教学以讲授为主，

能为食品行业输入高质量的微生物检验人才。

实验教学以验证性实验为主，主要传授学生理

1 建立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课程
目标

论知识和检验技能，即主要培养学生的显性胜
任力。然而，食品微生物检验行业近年来发展
迅速，检验技术日新月异，限量标准、检验指

我们课程组走访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四川

标、检验方法及检验程序处于实时更新变化中。

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成都海关技术中心和成

由于教材和实验室设备更新的滞后，课堂学习

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调研食品微生

的微生物检验方法很可能在学生实习或工作时

物检验岗位胜任力的要求。结果显示，该岗位

已发生修订，造成了学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

的要求是：(1) 具备系统的食品微生物检验理

习与食品微生物检验岗位需求不匹配。校内培

论知识及扎实的微生物检验技能；(2) 能够独

养以显性胜任为主与岗位需求的显性胜任力、

立完成从项目承接到检验报告出具的微生物检

隐性胜任力并重存在冲突，成为高校食品专业

验任务；(3) 具备以食品卫生标准与法规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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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意识和检验思维；(4) 能够追踪食品微生

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线，寻找凝练教学内容之

物检验行业变化和前沿技术；(5) 具备实事求

间的关联性并整合教学内容，形成了层层递进

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以及爱岗敬业、吃

的 4 个模块：(1) 微生物检验基础模块：包括食

苦耐劳、善于钻研的优秀个人特质。

品微生物学检验概述、食品微生物检验样品的

基于岗位需求和行业特点，我们课程组确

采集与处理。(2) 常规微生物指标检验模块：包

立了“知识、技能、能力、特质”四维一体的教

括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的两个常规指标检验。

学目标。(1) 知识目标：培养学生掌握食品微生

(3) 致病微生物检验模块：主要学习食品中常见

物检验的原理和检验方法；熟悉食品微生物检

细菌、真菌的病原学特性和检验方法。(4) 微生

验的标准与法规；了解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前沿

物快速检验模块：学习食品微生物的快速检测

技术和快速检测方法。(2)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

方法。整合后的教学内容注重与岗位需求和行

掌握无菌操作技术、微生物的形态与生理学检

业变化有机衔接。教师授课时以教材为基础，

查方法；熟悉微生物的免疫学检验方法；了解

根据食品微生物检验行业和微生物检验标准的

微生物的分子生物学检验方法。(3) 能力目标：

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更新授课内容、教学重难

培养学生“以标准为依据，以法规为准则”的检

点；注重与食品标准法规相互融合，以食品安

验意识；具备独立完成食品微生物工作任务的

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为依据开

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追踪前沿

展教学，力求实现校内教学与岗位实际工作的

技术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4) 特质目

无缝对接。

标：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检验精神；

2.2

以及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人文精神。其中，
知识和技能目标属于显性胜任力目标，而能力
和特质目标属于隐性胜任力目标。着重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解决实际问题及创新能力等隐
性胜任力目标，形成“以显性胜任力为基础，着
重培养隐性胜任力”的课程目标，促进学生更
快、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和快速变化的微生物
检验行业。

2 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开展教学
改革
2.1

优化教学内容
调研发现，目前食品微生物检验主要开展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常规检验，以及金黄色葡

教学方法改革与实施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课程组对教学

方法进行了改革。依据“认知岗位，学习技能，
回归实践”的思路，根据模块和教学内容的特点
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将课程见习、翻转课堂、
项目式学习、课外实践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
融会贯通，着力于给学生创设实际工作情景，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提前认识岗位、融
入岗位。课程组以 2018 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1 班 44 名本科生为教学对象，开展以岗位胜任
力为导向的教学改革。课程开始前，将学生按
每组 5 人进行分组，共分为 9 个小组。教学实
践中，小组成员间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课程见
习、翻转课堂、项目式学习及课外实践的教学
活动，具体见表 1。

萄球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等致病微生物检

课程见习
微生物检验基础模块的教学主要采用课程

验。课程组围绕行业检测项目，以岗位所需的

见习方式。学生走进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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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目标设计
Table1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教学模块
Teaching
module
微生物检验基础
Fundamentals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常规微生物
指标检验
Examination
of conventional
microbial
indicators

致病微生物检验
Examination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教学内容
Teaching
contents

教学方法
Teaching
methods

显性岗位胜任力目标
Explicit post competency
objectives

隐性岗位胜任力目标
Implicit post competency
objectives

参考学时
Suggested
class hours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概述
Introduction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食品微生物
检验样品的
采集与处理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of
food samples
菌落总数测定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课程见习
Course
internship

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检验
流程与检测范围
Process and scope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吃苦耐劳、爱岗敬
业的人文精神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3

课程见习
Course
internship

食品微生物检验样本的
采集与处理方法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method of food
microbiological
samples
菌落总数的测定方法与
无菌操作技术
Detection of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and aseptic
operating technique
大肠菌群的测定与
无菌操作技术
Detection of coliforms
and aseptic operating
technique
金黄色葡萄球菌
病原学特性与
形态学检验方法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methods
沙门氏菌病原学特性与
生理生化检验方法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Salmonella and
biochemical test methods
志贺氏菌病原学特性与
血清学检验技术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Shigella and serological
typing technology

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的检验精神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the sake of accuracy

6

食品检验的标准意识
Awareness of national
standards as a basis

9

食品检验的标准意识
Awareness of national
standards as a basis

9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9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9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9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大肠菌群测定
Coliform
detection

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

金黄色葡萄球
菌检验
Examina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项目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沙门氏菌检验
Examination of
Salmonella

项目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志贺氏菌检验
Examination
of Shigella

项目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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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菌检验
Examination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项目式学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
特菌病原学特性与
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Listeria monocytogenes
and molecular biological
testing technology
真菌及其毒素
真菌病原学特性与
项目式学习
的检验
Project-based 检验方法
Examination
learning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fungi and
and testing method
their toxins
of fungi
微生物快速检验 致泻大肠埃
课外实践
致泻大肠埃希菌病原学
Rapid
希菌检验
Extracurricular 特性与检验方法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practice
Pathogenic
testing
of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technology
Escherichia coli
and testing method of
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副溶血性弧
课外实践
副溶血性弧菌病原学特征与
菌检验
Extracurricular 检验方法
Examination
practic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Vibrio
and testing method of
parahaemolyticus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6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6

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3

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Ability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3

等教学实习基地，分小组身临其境地参观学习，

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检验精神和吃苦耐劳、爱

对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及工

岗敬业的人文精神，着重培养学生个人特质方

作方法获得具体的感性认识。学生见习前，教

面的隐性胜任力。

师发布“食品微生物检验的一般流程” “食品微

2.2.2

生物检验样品的采集方法” “食品微生物检验样

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flapped classroom)是指通过信息

品的处理方法”和“食品微生物检验报告的撰写

技术手段在课前完成知识的传授，通过课堂学

要求” 4 个学习任务。学生带着学习任务开展见

习及信息交互平台师生协助完成知识的内化吸

习活动。在见习中，通过观察、思考、讨论、

收，从而使教学和学习流程翻转 [7-8]，将有限的

归纳总结食品微生物样品检验的流程、不同食

课堂时间用于深层次学习，促进了学生自主学

品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与处理方法，并在见习结

习能力、检验意识培养等隐性胜任力的发展。

束后，查阅文献资料及相应食品安全标准，从

常规微生物指标检验模块的教学采用翻转课堂

而获得最终的结论，将学习成果以见习报告形

教学方式开展。教学过程中，学生以教师创设

式提交，由教师进行纠正并点评。学生通过“眼

的检验任务为载体，通过课前测验、检验方案

见为实”，在真实的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环境中

设计、课堂讨论、抢答、课后测验等教学环节

获取知识和技能，认知岗位，提高学习兴趣。

主动思考，完成知识的内化吸收，提高了学习

在见习的过程中，通过见习观察和学习“最美食

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课前，教师设计“食堂自来

品安全卫士”事迹，学习食品微生物检验人员实

水”和“瓶装饮用水”的检验任务，并将检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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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学微视频发放给学生；学生完成自主学

检验报告出具”的完整检验过程，最终以项目

习，随后以小组为单位认领一项检验任务，设

报告形式呈现学习成果。检验方案设计时，教

计检验方案，课堂讨论，教师点评并梳理知识

师着重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解决实际问题。

点，最终完成学习任务。除传授菌落总数和大

以 “市 售 速 溶 豆 奶 粉 微 生 物 污 染 调 查 ”项 目 为

肠菌群检验的知识和技能外，课堂中着重培养

例，如“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中学生需根据项

学生形成“以标准为依据，以法规为准则”的标

目要求选择采用定性检验还是定量检验；“霉

准意识，熟悉食品微生物检验的法律法规。例

菌和酵母菌计数中稀释度的选择”需要学生通

如，根据学生所设计 “九管发酵法” “MPN 法”

过预实验确定适宜的稀释度等。项目实施时，

和“平板计数法” 3 种大肠菌群的检测方法，教

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师提出“为什么九管发酵法不能再应用于大肠

力，打破传统实验教学中“教师准备好所需试

菌群测定” “应用了该种方法出具检验报告所产

剂耗材、仪器设备，学生仅完成相应验证性操

生的后果”，以及“除了检验方法外，还有哪些

作”的方法，要求学生根据所设计的检验方案，

步骤需遵循国家标准”展开讨论，引导学生讨论

分小组利用实践课堂和课余时间，独立完成项

3 种检测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培养学生的

目规划、检验前准备、样品采集、项目开展、

标准意识和检验思维。

检验结果分析等一系列细致工作，不仅训练了

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是指以

微生物检验常用的方法与技能，还锻炼了学生

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实

到微生物检验工作的细致与精益求精，以及检

践，并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专业知

验人员的艰辛与吃苦耐劳。

2.2.3

识和技能、关键能力及必备品格

[9-10]

。致病微

组织微生物检验项目的能力；同时使学生体会

生物检验模块的教学主要采取基于项目的学

课外实践
微生物快速检验模块的教学采取课外实践

习方式，着重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并解决实际问

的方式开展。学院与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督管

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了“食堂凉

理局合作，开展新都区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业

拌菜的卫生状况调查” “市售速溶豆奶粉微生

务。学院和授课教师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物 污 染 调 查 ”和 “市 售 现 制 冰 激 凌 的 卫 生 状 况

利用课余时间前往农贸市场快检点开展农产品

调查” 3 个综合性训练项目。这 3 个项目较好

快检任务。新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开展黄

地模拟了实际的工作情景，基本涵盖了模块中

曲霉毒素、致泻性大肠埃希菌、沙门氏菌和副

的致病微生物指标，同时包含了不同的样品类

溶血性弧菌的快速检测。学生回到学校后，完

型。学生通过这 3 个项目的分组学习，不仅可

成教师设置的“致泻性大肠埃希菌 O157:H7 的

以掌握致病微生物的检验技术，而且实践了不

胶体金快速检测方法的原理” “快速检测方法与

同类型样品的采集与处理，锻炼了学生思考、

标准检测方法的异同”和“除了胶体金方法外，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学

还有哪些新型快速检测方法”等课堂讨论，学生

生分小组自主选择一个项目任务，完成“检验

在完成课堂讨论时，追踪食品微生物检验行业

方案的设计→检验前的准备工作→样品采

的新型实用技术，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集→样品处理→样品的检验→检验结果分析→

和创新能力。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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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核方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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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评价及组间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岗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教学改革同时对考核

位胜任力进行评价。除了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评

方式进行了改革，采用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价外，着重考查学生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的检

的课程考核方式，对学生的食品微生物检验的

验精神以及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人文素养。

知识和技能水平、岗位能力及特质进行考评。

实践证明，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考核方式能

课程考核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课终考核占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好地反映学生的综

60%，形成性评价占 40%。课终考核主要考查

合能力和素质，也更能与岗位要求相匹配。

学生对食品微生物检验理论知识和检验技能的
掌握情况。课终考核减少了记忆性题目比例，

3 教学改革成效

增加了综合应用性题目比例，着重考查学生对

3.1

教学反馈

知识的灵活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

课程教学结束后，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开

性评价则对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多个环节表现

展教学反馈，评价教学改革效果，为后续教学

均进行了考查，主要包括以下 3 个部分：平时

改革提供参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表 2)，学生

成绩 15%，主要包括自主学习课前、课后测验

对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课程教学认同度较

成绩，项目设计及项目报告成绩，主要考查学

高，认为可以提前认识岗位，为将来就业打下

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生的检验意识和思维；项

良好的基础。受访学生认为新教学方式有助于

目考核成绩 20%，教师从实验操作、项目方案

专业知识掌握(90.7%)、提高实践能力(91.9%)，

设计及项目报告撰写 3 个方面对学生的微生物

也即提高了显性胜任力；同时能够提高自主学

检验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价；岗

习能力(90.7%)、创新能力(83.7%)；同时加深了

位胜任力考核 5%，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

学生对岗位的认知，提高了责任心与使命感

表 2 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课程教学效果评价
Table 2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post competence
评价指标
Assessment indicators

非常符合
Strong agree (%)

符合
Agree (%)

一般
General agree (%)

不符合
Disagree (%)

掌握专业知识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提高实践能力
Improve practical ability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Improv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提高创新能力
Improve innovation ability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Develop problem solving skills
提升责任心与使命感
Enhanc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强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Strengthen the working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47.7

43.0

9.3

0.0

37.2

54.7

8.1

0.0

40.7

50.0

9.3

0.0

33.7

50.0

16.3

0.0

41.9

52.3

5.8

0.0

47.1

44.7

8.2

0.0

35.3

55.3

9.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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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及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90.6%)等隐性

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食

胜任力。然而，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

品微生物检验岗位胜任力评价指标不系统；教

培养有所欠缺，后续课程改革中将在微生物快

学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足；形成性评

速检验模块增加微生物指标新型检验方法设计

价的考核体系需进一步改进完善；教学效果评

等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价中还缺乏对毕业生的岗位胜任力跟踪调研

3.2

第二课堂成绩

等。针对上述问题，课程组后续将继续开展研

通过“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的学习，学生对

究，深入调研微生物检验岗位，与专家探讨形

食品微生物检验岗位及食品检验行业有了较深

成完善的食品微生物检验岗位胜任力评价体

入的认识，同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

系，进一步丰富项目式教学的教学内容，进一

能力及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激发了学生

步 完 善 “以 岗 位 胜 任 力 为 导 向 ”的 课 程 评 价 体

参加课外学习和科研项目的热情。学生积极参

系，使“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这门课程能够成为

+

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 ”大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改革的排头兵，为食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生培养提供新思路，也

科技作品大赛等活动及教师科研项目。近 3 年，

为其他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学生承担了“降解肠道毒素乳酸菌分离、鉴定及
功能研究”和“牛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对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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