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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BILINGUAL NURS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双语护理职业教育介绍

为什么开展校企合作职业技能教育

校企合作职业技能办学优势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批示：加快发展职业技能驾驭，让每人都有出彩机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5月10日在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上指出：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是发展我国巨大人力优势，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之举。符合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

求，促进解决学生就业。

企业介绍

辅仁教育投资集团，成立于1995年，始终致力于中等、高等教育投资办学、医护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成人继

续教育、高端培训（实习实训、职业技能认证、技能提升等）、教育文化交流、健康支持与管理的多元化发展的综

合型教育投资公司。集团已经为全国各类医院输送了数千名临床护理人才。为了发挥成都的教育优势，做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集团与相关医疗、卫生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外学习、就业渠道。

当前普通高校的传统教育模式大多数是重理论而轻实践甚至无实践，培养的人才很难适应社会的高速发

展。校企合作职业技能教育采用“技能＋学历”的教育方法，采用七分实践三分理论的教育模式，以学生为中

心，因材施教，适应社会与市场需求。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校企护理班旨在给学生打造一个学习、实训、

就业相结合的就业班绿色直通车。让学生入学就有工作，毕业就是就业。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教学与生产同

步、实习与就业联体。使学生毕业后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又有操作技能，既能适应在国内的大医院、外资

医院工作，又能与世界接轨适应在国外工作，成为具有现代护理竞争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

学校简介
UNIVERSITY PROFILES

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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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以下简称“川外成都学院”）是由国家教育部批准

建立、按照新机制和新模式运行的本科层次普通高校。作为四川省唯一专业外语

院校，学校继承和发扬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以塑造学生的美好未来

为使命，用无私的灵魂点燃青春的灵魂，践行用心血筑就学生的成长之路为宗

旨，崇尚学生的成才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标准，以培养市场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优秀

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致力于建设中国顶尖民办应用型特色大学。

学校以应用型和国际化为主要特色，主动服务、无缝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

以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推进提质增效，对外拓展，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进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优化治理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

益。学校拥有功能齐全的专业化、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多媒体覆盖所有教室，

建有四个新文科实验室组群－多语种同声传译实验室组群、综合语言实验室组

群、新闻录播实验室组群、计算机云、符合卫生系统标准的综合性基础护理实验

室等86间实验室。

双语护理职业教育是学校重点发展的校企合作职业教育项目。有着丰富的行

业办学经验和国际化的办学理念。追求“价值教育”，突出以“就业力就是核心竞争

力”为龙头工程的综合素质教育，本着“育人以德、因材施教”的原则，以“学生的

成才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标准”为方针，走“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为主的发展道

路，为社会培养国际间通用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教学管理方式，加强学生在业务领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FIVE ADVANTAGES

五点优势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专业介绍成熟的培训体系
现存职业教育机构在品牌、资金、师资
和就业方面都有雄厚的实力，培训细分
化、精准化、专业化。

高级护理
培养目标：学制三年，根据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培养具备人文社科医学、预防保

健知识、护理管理、护理教学和护理科研、有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适应国内国际需

要的高素质实用型护理专业人才。

高级护理（妇幼方向）在高级护理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妇产科学科培养；

高级护理（口腔方向）在高级护理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口腔护理方向课程培养；

高级护理（3+2）学制五年，第一阶段根据中专（卫校）的教学大纲进行护理初级

阶段的教学培养，第二阶段进行大学专科护理专业课程培养；

专业特色：以上专业学生全部在北京或者成都三级以上医院进行临床实习，负责

推荐就业。

高级护理（国际方向）
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国际间通用型临床护理专业人才，以适应护士教育国际化、护

士流动国际化、护士岗位竞争国际化的需要，为有意出国深造并愿意从事国际护理

工作的人员提供便捷而有针对性的高等专业教育。

专业特色：学生毕业同时取得护士职业资格，能够在芬兰及其它欧盟国家工作。

医学文秘
培养目标：学制三年，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公共（卫生）事业

管理学、医学、秘书学、现代医院管理等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

在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从事行政助理、病房管理与文秘工作的高级行

政文职人才。

专业特色：该专业为北京三甲级医院定向培养。

中医康复
培养目标：学制三年，培养具有为中医康复事业的发展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献

身精神，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严谨的科学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的健康管理康复人才，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机构、社区健康管理机构等

机构从事个人健康和疾病的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

业人员。

专业特色：为提高全民健康管理水平的国家战略培养急需的健康管理人才，负

责推荐就业。

政策支持
人社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

在“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

以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为先导，带动技能人才发展。职业教育提

升到与普通教育同样重要的地位。

就业稳定
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目的，专注培养学生

在行为养成、礼仪礼节、感恩孝敬等为人

处世方面和专业基础、技能训练、科技创

新等文化素质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训

练，更适合企业的规划与发展。

技能+学历
职业教育采用的是“技能+学历”的培养模
式，在学习技能的同时也可以申报自考或
者成教学历，技能和学历两不误，也为想
报考公务员、研究生的同学提供了条件。

入学门槛低
职业教育门槛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学历的要求低，无论是初中
生、高中生、中专生都可以参与到职业
教育中，学习和提升技能，以便能够获
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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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SETTINGS

专业设置

专业

编码
生招划计向方业就式形习学制学称名业专

高级护理ZH01

ZH02

ZH03

ZH04

ZH05

ZYW01

ZKF01

三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医院、康复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                          50人

高级护理

（3+2）
五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医院、康复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                          80人

高级护理

（国际方向）
二+二年 全日制 国内外医院、康复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等                             20人

高级护理

（口腔方向）
三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医院、口腔医院、口腔连锁机构等                          10人

高级护理

（妇幼方向）
三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医院、妇幼医院、儿童医院等                                 10人

医学文秘 三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医院、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从事行

政助理、病房管理与文秘工作
30人

中医康复 三年 全日制 国内各类中医医院、康复机构、养老机构等                          30 人

FEES AND PAYMENT

收费标准

专业

费用
高级护理 高级护理

（ 3+2）
高级护理

（国际方向）
高级护理

（口腔方向）
高级护理

（妇幼方向）
医学文秘 中医康复

技能培养费

学历费

学籍学分
管理费 -                      -

-                      -

-                         -

-                         -

-                       -

-                       -语言培养费

住宿费 1200-2000元/年

1000元/年

50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12800元/年

5000元/年 5000元/年 5000元/年 5000元/年 5000元/年 5000元/年

1000元/年 1000元/年

10000元/年

4000元/年

1000元/年 1000元/年 1000元/年 1000元/年

800元 800元 800元 800元 800元 800元 8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300元

100元/年 100元/年 100元/年 100元/年 100元/年 100元/年 100元/年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10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500元

※ 具体费用以入学须知为准

1200-2000元/年 1200-2000元/年 1200-2000元/年 1200-2000元/年 1200-2000元/年 1200-2000元/年

教材资料费

军训服装
餐饮费

体检费

保险费

服装费

公物押金

在教学方面，学校建立了一支高素质、高层次、高

水平的教师队伍，同时又在国内知名医学院校、三甲级

医院遴选专业师资团队为学生授课，其中专业课教师20

余名，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12名，硕士生导师2

名，博士生导师1名。

日常教学采用课堂教学、基础实践教学、临床实践

教学等多模块、阶段性教学模式，同时采用技能培养和

德育并重的“双师资教学法”，通过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

相结合，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注重学生的沟通

能力、加强学生外语交流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掌握专

业技能的同时，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

双语护理职业教育将学生的外语能力纳入

培养体系，依托川外成都学院优质的教学资

源、师资力量，为学生提供职业外语课程教

学。学生在校期间可选修1-2门外语课程，重点

培养学生与职业相关的外语交流能力，让学生

能够在岗位上学以致用，适应护理与国际趋势

接轨、护士的国际化流动的新形势。

TEACHING ADVANTAGES

教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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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兰应用技术大学（原凯米—托尔尼奥应用

技术大学）成立于1992年8月，目前学校拥有大约

2500名学生和260余名教职员工。学校所提供的学

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课程均致力于适应全球化的工作

与就业发展需求，并注重毕业生多方面专业技能的

培养。

该校学位证明的式样是欧盟、欧洲协会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设计,学历和学位全世界认可。该学校

是中国教育部认证的芬兰公立大学。

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同时即注册获得护士资格证

书能够在芬兰和其他欧盟国家工作。

根据双方在国际课程合作上的协定，我院与拉

普兰应用技术大学互认学分（60学分），且学生在

芬兰就读期间享受免学费的优惠政策。

托尔尼奥北方学院是由芬兰教育部授权的相关
资质并履行监督，与多所芬兰综合公立大学、理工
大学合作，致力于青年教育的休假型教育学院，为
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去芬兰游学的机会。托尔尼奥
北方学院成立于1901年，坐落于芬兰北部小城托尔
尼奥，毗邻美丽的北极圈，距离芬兰与瑞典边境大
约5公里。学院附近有托尔尼奥机场，距离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飞行时长1小时。

托尔尼奥北方学院的首要目的是技能培训，能
够提供多达30-60欧洲学分的大学课程教育并为完成
课程的学生直接颁发芬兰综合公立大学或理工大学
的课程证书与文凭，中国教育部均与认可。

同时托尔尼奥北方学院可为中国学生提供全日
制英语教学，包括GESE、IELTS、TOFFL的培训。

我校学生可通过夏（冬）令营到托尔尼奥北方
学院学习语言和相关课程，取得60个欧洲学分后不
用参加入学考试就可以直接申请成为芬兰高校的注
册学生，完成学业取得学士学位，中国教育部留服
中心认证。

拉普兰应用技术大学 托尔尼奥北方学院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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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 SYSTEM

奖学金制度
为鼓励广大学子发奋学习，特设立奖学金制度，一等奖学金3000元，二等奖学金2000元，三等

奖学金1000元。另设有“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奖项。为特困学生创造求学就业机会，学校可协助开

展勤工助学和大学生创业活动。本着“发展教育，服务学生”的宗旨，联合辅仁教育集团成立“发展基

金”，用来资助家庭贫困和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助其早日成才，并为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优秀毕

业生提供创业支持。



EDUCATION CERTIFICATE AND VOCATIONAL SKILL CERTIFICATE

学历证书及职业技能证书

EMPLOYMENT SOLUTIONS
完善的就业保障

学生在校学习期满，成绩合格，即可取得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
学院颁发的相关专业的培训结业证书。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理念，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形成着眼全体、兼顾个别的德育方式，建立

和实施“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活动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就业育人”的“六育人”德育工作体系，用心帮助

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我们遵循学生个体发展和需求的原则，在有效实施自我学

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人性化管理基础上，坚持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必重过程的理念，专注对学

生在行为养成、礼仪礼节、感恩孝敬等为人处世方面和专业基础、技能训练、科技创新等文化素质方面进行全方

位的引导和训练。

自创建以来，始终坚持就业就是核心竞争力，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宗旨，积极创立“全员推荐就

业、全程就业指导、全方位实现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就业服务系统，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服务水

平。学校依托辅仁教育投资集团多年医疗卫生行业的社会资源、实习就业渠道、专业教学设施，并与中国国际就

业协会、医护人才网、国内多家医院、部队医院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学生入学签订就业保障协议，

毕业推荐就业。

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国家普通高校的成人学历考试，通过考试，并
修满相应学分，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专、本科毕业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学院将组织学生参加国家多种技能证书考试，通
过考试成绩合格，学生可以取得包括医护英语水平考试各级别证
书、健康管理师、中医体质评估与应用等中、高级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

学生在校期间，学院将统一安排医院参观见习、实习；学生参
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通过考试成绩合格，学生可以取得相关
专业国家执业资格证书。（如：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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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SOME RECOMMENDED HOSPITALS FOR EMPLOYMENT

部分推荐就业医院

ADMISSION REQUIREMENT

入学条件

招收对象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含

职高、卫校、中专毕业生）均可报名。

要求：身体健康，身体裸露处无明显疤

痕、纹身，无心理、精神疾病，无色盲色

弱等不适合从事本职业的缺陷。

报名

1、须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毕业证、中高考或会考成绩单

的原件及复印件。

2、报名面试费300元（注：医学文秘专业、中医康复专业报名面

试费500元，国际护理专业报名费面试费1000元）。

3、报名方式:

a.直接来校报名  b.学院官方网站报名   c.电话报名  d.微信报名

4、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额满为止。

5、经面试、审核合格后，择优录取，开学凭入学通知书报到。

建于195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委管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与

健康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目前，在岗职工6226人。截至2020年9月医院

平均开放床位数2264张。

建于1952年，原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党和政府建立的第

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

成立于1958年，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医院是一所集医、教、

研、防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

建于1949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综合医院，

占地面积 65610 .07 平方米，编制床位 1006 张，在岗职工1800余人，拥有设有 36 个

临床科室，12 个医技科室，四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89年正式开院，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西三环内，毗邻六里桥长途客运枢纽、

西客站南广场，占地4.02万平方米，床位1200张，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健

康管理等为一体的三级综合医院。

建于1952年，以精诚仁爱为灵魂，以精致服务为先导，以精湛技术为支撑，以精良

团队为保障，医教研防康五位一体，领先国内、享誉国际、百姓信赖的三级甲等中

西医结合医院。

是2002年10月31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由四川省医学科学院与四川省人民

医院合并成立的，是省政府集医学科学研究、临床医疗等于一体的公益性事业单

位，是全省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技术指导中心。

建于1953年，是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直属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三甲

解放军总医院（301） 三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

医院名称 级别 医院简介

三甲

北京航天总医院 三级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三级

北京电力医院

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解放军309医院

三甲

三甲

建于1973年，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迎风街15号，是北京西南地区一家大型三级非

营利性综合医院。医院是北京市医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伤定点医疗机构，中

国社会组织评估5A级单位，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是北京市门头沟区唯一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防保、急

救、康复为一体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三级综合医院，2000年成为北京大学教学医院

及北大医院医疗集团成员。

是一座综合性的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医院开展病床1700余张;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80名，博士生、硕士生导师34人，三级以上专家6人。

第二炮兵总医院 三甲
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第3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李淑君为该院副院长。

北京燕化医院 三级

三级

三级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三甲

四川本省医院 三甲三级 四川各大三甲三级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301） 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 北京航天总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北京友谊医院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电力医院

11/12

北京燕化医院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解放军309医院 炮兵总医院

※ 就业医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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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GRADUATE

就业之星
CAMPUS LIFE

校园生活

天坛医院  苏秋月 北医三院  石明亮 友谊医院  陈琳 明正司法鉴定中心  付雨娴 郑州大学附属医院  陈晓旭 北京电力总医院ICU  刘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商雨青 广州第一人民医院 李雅丽 宁阳妇幼保健院 杜辉煌 广州华侨第一医院  刘书言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刘肖 北京航天总医院  张硕

菏泽医专附属医院  马艺静 北京丰台医院  路见芳 苏州同济医院  李婷 朝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徐雨晨 浙江衢化医院  徐慧 成都格莱丽整形医院  杜冰燕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贾俊侠 京煤集团总医院  杜清 昌平区医院  崔正茹 北京大兴中西医  王盼盼 北京南苑医院  唐楚阳 北京儿童医院  贾盈莹

北京同善堂中医医院  樊皓 北京和美妇儿医院  梁慧敏 德化县人民医院  赵泽宇 山东郓城友谊医院  李俊雅 右安门医院  任丘行北京儿童医院 贾盈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