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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3  公共服务类 

专业代码   590301 
专业名称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家庭事务服务与管理、家政培训与家政企业基层管理、家庭成员照护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家居物品整理与收纳、

家庭营养与膳食搭配、家庭成员照护、家政行业培训方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有

整理收纳、家宴策划与制作、家庭成员照护、家政人员培训方案制订与实施等能力，具

有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家庭环境管理、家庭营养与膳食指导、家

庭成员照护、家政人员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应用现代家庭服务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恪守家政职业道德准

则和行为规范的能力；  
2. 具有将家庭营养与膳食指导、母婴照护、幼儿照护、老年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理

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力；  
3. 具有家庭整理与收纳、家庭插花与茶艺等家庭服务所必需的能力；  
4. 具有熟练完成孕产妇生活照护与营养配餐、婴幼儿生活照护与早期发展指导、

老年人生活照护与安全看护等能力；  
5. 具有运用新媒体工具、互联网技术及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家政从业人员培训的能力； 
6. 具有适应家政服务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  
7.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现代家政导论、管理学基础、社会学概论、人体结构与功能、家庭

保健基础、婴幼儿心理发展、家政服务沟通与礼仪、家政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  
专业核心课程：家庭整理与收纳、家庭营养与膳食指导、家庭成员照护技术、婴幼

儿早期发展指导、家政培训实务、家政新媒体营销。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家庭整理与收纳、家宴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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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组织、家庭成员照护、家政服务人员培训等实训。在家政服务企业、家政培训机构、

社区服务中心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幼儿照护、母婴护理、产后恢复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现代家政管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家政学  
 
 

专业代码   590302 
专业名称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养老护理员、失智老年人照护员、健康照护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职业，老

年评估、老年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医养个案管理、健康养老顾问、养老机构运营与

管理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老年人照护、礼仪沟

通、医养康养、养老机构管理及相关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等知识，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

康养活动策划组织与设计、老年健康照护、社区—居家—机构养老服务等能力，具有爱

心奉献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老年照护、老年评估、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养老服务

规划与咨询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认知功能、精神状态、感知觉、人际沟通、社会

参与及服务需求等进行评估的能力；  
2. 具有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护、基础健康照护的能力；  
3. 具有协助与指导老年人生活活动能力、辅助与助行器具选配与使用、生活环境

适老化改造与控制技术等康复训练的能力；  
4. 具有为老年人提供常见慢性病整体照护并运用智慧养老设备及系统协助完成健

康监测及照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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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为老年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心理辅疗服务的能力；  
6. 具有老年活动策划、组织与实施、创意设计的能力；  
7. 具有养老机构设施筹建、运营及使用智能化信息平台管理的能力；  
8. 具有社区居家养老设施选址、标准化建设、智慧化管理、风险管理等社区居家

养老管理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老龄事业与产业发展、康养政策法规与标准、老年服务礼仪与沟通、

正常人体结构与功能、健康养老职业素养与安全、健康养老大数据应用。  
专业核心课程：老年人能力评估实务、老年人生活与基础照护实务、老年人生活能

力康复训练、老年心理护理实务、老年健康照护、老年活动策划与设计、社区居家智慧

康养管理、养老机构智慧运营与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老年评估、老年照护、失

智老年人照护、老年活动策划组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养老设施运营管理、养老服务

规划与咨询等实训。在养老院、老年护理院、老年公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场

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老年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医养个案管理、老年康体指导、

老年护理服务需求评估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智慧健康养老管理、医养照护与管理、现代家政管理、智

慧社区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养老服务管理、老年学  
 
 

专业代码   590303 
专业名称   社区康复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孤残儿童护理员、失智老年人照护员等职业，生活照料与护理、社区康复指导、

社区保健调理、社区保健按摩等岗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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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社区康复理论基础及

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失智老年人和孤残儿童能力评估、康复训练、生活照护、保

健调理、保健按摩等能力，具有奉献爱心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社区康复指导、生

活照料与护理、社区保健调理、社区保健按摩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能力评估、康复指导、保健调理、保健按摩方案制订的能力；  
2. 具有失智老年人认知功能、运动功能和生活能力康复训练与指导的能力；  
3. 具有孤残儿童日常生活照护、康复训练与指导的能力；  
4. 具有康复辅助器具咨询、使用指导和养护的能力；  
5. 具有运用中医按摩手法进行保健按摩及家庭保健按摩指导的能力；  
6. 具有运用刮痧、拔罐、灸术、砭术等技术进行保健调理的能力；  
7. 具备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突发事件灵活应变与应急处理能力；  
8. 具有运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实施社区康复服务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正常人体结构、正常人体功能、人体生长与发育、社区康复基础、

中医养生保健、临床疾病概要。  
专业核心课程：功能评估、中医保健按摩技术、中医保健调理技术、传统运动保健

与康复指导、生活能力康复指导、康复辅具咨询与指导、孤残儿童照护、失智老年人康

复指导。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功能评估、康复训练与指

导、中医养生保健等实训。在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养老院、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残疾人康复中心、社区康复中心、中医养生馆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老年康体指导、失智老年人照护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康复辅助器具技术、智慧健康养老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健康服务与管理、养老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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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590304 
专业名称   婚庆服务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婚礼策划师、婚礼主持人等职业，婚礼策划、婚庆营销、婚礼设计、婚礼主持

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婚礼文化、策划文案

写作、市场营销、艺术设计、色彩搭配、主持技巧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婚礼策

划文案制作、婚庆市场营销、婚礼作品设计与制作、婚礼庆典执行和婚礼主持等能力，

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婚礼策划、婚庆营销、婚礼设计、婚礼主持等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礼仪庆典文化、中西婚礼文化、文案写作、艺术设计、色彩搭配、音乐编

辑等方面的婚庆基础能力；  
2. 具有一定的创意能力、艺术领悟能力，能够进行婚礼创意和策划，完成婚礼策

划文案制作；   
3. 具有对婚庆市场进行信息数据收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及数据应用的婚庆市

场营销能力；   
4. 具有完成婚礼现场手绘图、婚礼平面设计产品、婚礼花艺与布置、婚礼化妆与

造型等设计能力；  
5. 具有婚庆服务团队组建、婚庆礼仪指导和婚庆现场督导的管理能力；  
6. 具有婚礼主持、即兴表演、视频配音等演艺能力；  
7. 具有熟练应用婚礼策划、婚礼设计数字技术的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婚姻庆典服务概论、中西婚礼文化、婚姻家庭法规、婚庆服务礼仪、

婚礼色彩设计与应用、婚庆音乐鉴赏与编辑、婚庆公司经营与管理、普通话语音与发声。 
专业核心课程：婚礼策划实务、婚庆市场营销、婚礼现场督导、婚礼手绘技巧、婚

礼平面设计与制作、婚礼花艺与现场布置、婚礼化妆与造型设计、婚礼主持技巧。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婚礼策划、婚庆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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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督导、婚礼设计和婚礼主持等实训。在婚庆服务企业、婚庆企业、婚庆礼品生产等

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婚礼策划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播音与主持、影视编导、民政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会展经济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代码   590305 
专业名称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等职业，殡葬服务项目接待、遗体接运、殡葬用

品销售、殡葬仪式策划与主持、遗体防腐、遗体整容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殡仪服务、遗体防腐

整容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殡葬仪式策划、殡葬场景布设、遗体表面防腐、遗体

器官重塑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遗体接运、殡葬服务接待洽谈、

殡葬用品销售、遗体防腐、遗体整容、殡葬仪式策划与主持、临终关怀与哀伤抚慰、殡

葬档案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殡葬服务项目介绍、业务洽谈，殡葬用品销售的能力；  
2. 具有殡葬仪式策划、殡葬场景布设、殡葬仪式组织实施的能力；  
3. 具有判断遗体胸腹腔积液，使用引流设备排除积液，并对遗体进行表面防腐的

能力；  
4. 具有按照化妆程序完成遗体面部化妆，使用工具完成缺损遗体塑形的能力；  
5. 具有使用殡葬应用软件完成客户信息处理、档案管理、数据分析及制作生命影

像等工作任务的能力；  
6. 具有为服务对象提供临终关怀与哀伤抚慰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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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和生命文化传播的能力；  
8. 具有从事殡葬管理工作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生命文化概论、殡葬概论、殡葬心理学基础、殡葬政策法规与标准、

殡葬文书写作、殡葬应用软件、殡葬管理、人体结构与解剖。  
专业核心课程：殡葬服务、殡葬活动策划、殡葬场景布设、遗体整容技术、遗体防

腐技术、遗体器官重塑、临终关怀与哀伤抚慰。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殡葬仪式策划、殡葬场景

布设、遗体器官重塑、遗体火化、哀伤抚慰、生死体验等实训。在殡仪馆、公墓、殡仪

服务机构等单位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民政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代码   590306   
专业名称   殡葬设备维护技术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职业面向  

面向遗体火化师等职业，火化烟气净化设备、遗体保存设备、殡葬设备的使用与保

养维护、殡葬设备调试与市场销售、殡仪服务等技术领域。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殡葬设备相关的机械、

电气、智能化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安全操作殡葬设备并对其实施保养、维护、

维修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养，能够从事应用殡葬设备进行遗体保存、火化、

殡仪、安葬、祭祀等殡葬服务，殡葬设备保养、维护、维修，殡葬设备安装、调试、销

售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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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应用殡葬设备完成遗体火化服务并进行设备日常保养与维护的能力；  
2. 具有应用冷藏、冷冻设备完成遗体物理防腐保存服务并进行设备日常保养与维

护的能力；  
3. 具有识别殡葬设备常见故障现象并进行故障排除，对殡葬专用设备运行进行安

全管理的能力；  
4. 具有调节控制智能化殡葬设备、互联网电子设备，使用智能化殡葬应用软件，

实现多点式操作留痕，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  
5. 具有结合殡葬设备使用，为服务对象策划和主持开展相关殡仪服务的能力；  
6. 具有殡葬设备应用、保养维护过程中进行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质

量管理等能力；  
7. 具有现代化管理与服务的能力；  
8. 具有贯彻执行、宣传落实政策法规的能力；  
9.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生命文化概论、殡葬概论、殡葬政策法规与标准、电工电子基础、

机械识图、机械基础、殡葬智能化技术基础、殡葬应用软件。  
专业核心课程：殡葬设备原理及操作、遗体冷藏冷冻设备原理与维护、殡葬设备电

气控制技术、殡葬设备故障检测与维护、火化设备设计与制造，殡葬设备用品开发。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机电一体化、遗体火化、

骨灰收殓、遗体冷藏冷冻设备维护等实训。在殡葬设备生产单位、殡仪馆、公墓等单位

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民政管理、机械电子工程技术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机械电子工程  
 
 

专业代码   590307 
专业名称   陵园服务与管理  
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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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面向  

面向公墓管理员职业，陵园营销服务、陵园礼仪服务、墓区开发管理、墓区维护管

理、骨灰寄存管理等岗位（群）。  

培养目标定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和殡葬文化、陵园服务、

葬祭礼仪、绘图软件、陵园植物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具备业务接待、方案策划、葬

祭仪式组织实施、墓碑设计、墓区设计、陵园植物养护等能力，具有工匠精神和信息素

养，能够从事公墓（陵园）接洽引导、安葬服务、祭祀服务、骨灰寄存、墓区产品开发

设计、墓园维护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主要专业能力要求  

1. 具有正确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能力；  
2. 具有将殡葬文化、生命文化和现代殡葬理念运用于陵园客户服务与营销的能力； 
3. 具有设计图纸识读、施工组织管理的能力；  
4. 具有墓碑设计、平面设计的能力；  
5. 具有礼仪策划与组织实施及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  
6. 具有陵园植物配置与养护管理的能力；  
7. 具有从事陵园业务管理工作的能力；  
8. 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主要专业课程与实习实训  

专业基础课程：生命文化概论、殡葬服务营销、殡葬司仪、陵园植物、陵园植物养

护与管理、陵园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殡葬智能化技术基础。  
专业核心课程：陵园业务接待、现代陵园礼仪、墓区开发与设计、墓碑设计、植物

造景、陵园环境管理。  
实习实训：对接真实职业场景或工作情境，在校内外进行陵园业务接洽引导、葬祭

礼仪实训、墓区开发与设计、墓碑设计、墓园维护管理等实训。在陵园、公墓、殡葬管

理所、殡葬服务公司等单位或场所进行岗位实习。  

职业类证书举例  

暂无  

接续专业举例  

接续高职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民政管理  
接续普通本科专业举例：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