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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

域、技能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

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STEM 教师能力等级标准

ISO 21500:2012(E) 项目管理国际标准

GB/T 37507-2019 项目管理指南

GB/T 39054-2020 社区教育服务规范

GB/T 39667-2020 创新方法综合实施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GB/T 37098-2018 创新方法知识扩散能力等级划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劳动教育

《教育大辞典》“劳动教育是劳动、生产、技术和劳动素养方面的教育，旨

在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使学生获得工农业生产基本

知识和技能”。劳动教育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的综合育人价值。劳动教育也是培养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的实践活动，是实

现知行合一素质教育的根本途径。

3.2 项目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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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是具有特定目标和特定内容的一次性创新型活动。项目式教学是围绕项

目展开的探究性、解决问题的学习模式，又称为专题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简称 PBL）让学生通过项目的任务，综合各学科知识，在合作学习的

环境下，设计实施系列探究活动，并把成果进行表达和交流的学习模式。

3.3 项目管理

是指在项目活动中运用专门的知识、思维、技能、工具和方法，使项目能够

在有限资源限定条件下，实现或超过设定的目标、需求和期望的过程。

3.4 创造性思维方式

在人类自身创造性动机和环境刺激驱动下，利用直觉和灵感等思维方式和潜

意识，结合逻辑思维活动，总结、提炼出新颖性成果的思维活动能力。

4 适用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社区公

共事务管理、社会保障事务、社会工作。

高等职业学校：小学教育、语文教育、数学教育、物理教育、化学教育、生

物教育、历史教育、地理教育、体育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特殊教育、科学教育、

现代教育技术、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工作、青少年工作与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家政服务与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社区矫正、公共事务管理、村镇建设与管理、

物业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商务管理、市场管理与服务、物流管理、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会展策划与管理。

应用型本科学校：教育学、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特殊教育、应用心理学、市场营销、工程管理、风景园林、物流工程、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家政管理、社会工作、管理科学、劳动关系、农村区域发展、公共事

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健康服务与管理、工业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

管理与服务教育。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初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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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针对学前教育机构、小学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学科实践等课程的教师岗

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

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中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域，针对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学

科实践等课程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教

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高级）：面向教育行业的素质教育领

域，针对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本科学校

的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师岗位人员；社会教育资源持有单位的接待学生实践学习的

教师岗位人员；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教育服务岗位人员。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

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包括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初级）：能够完成劳动教育校内课本

的教学任务；能够理解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小学生的劳动课

程；能够熟练运用教学工具；能够带领学生完成劳动课程。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中级）：能够完成劳动教育校内课本

的教学任务；能够运用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中学生的劳动课

程；能够熟练运用教学工具；能够根据劳动实践基地的环境因地制宜来教学；劳

动现场能够控制风险保障安全；能够教给学生简单的管理工具。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高级）：能够整合教学资源，熟练运

用 PBL 模式，结合项目管理理念，研发适合中学、高职、本科学生的劳动课程；

能够熟练运用教学工具；能够根据劳动实践基地的环境因地制宜来教学；劳动现

场能够控制风险保障安全；能够教给学生简单的管理工具；能够启发学生自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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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解决问题；能够用创新思维技法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及各省市的

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

与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

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

域的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小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申请资金、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3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 课程

开发

2.1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能够运用思维导

图

2.1.2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能够运用 5W2H 方法

2.1.3 根据 5W2H 的内容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

间、操作方法等执行方案。能够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2.1.4 能够设定课程主题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依据流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

事件进行工作分解。能够运用工作分解结构 WBS 管理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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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3 能够把工作分解结构 WBS，分解至第三层目录

2.3 团队

组建

2.3.1 组建课程开发团队。能够运用组织分解结构 OBS

管理工具

2.3.2 按照项目式的组织分解结构 OBS 方法把课程团队

成员分组

2.3.3 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

2.3.4 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课程

实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设计适合学生的

驱动问题，结合驱动问题确定劳动主题。运用目标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

3.1.2 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时间计划。能够

运用里程碑管理工具

3.2.2 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能够运用横道图管理

工具

3.2.3 根据管理工具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3 任务

执行

3.3.1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工作分解结构 WBS 的工作

任务

4. 劳动

现场管理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劳动课程开始，现场点名并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

条件。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管理工具

4.1.3 后勤保障：指挥学生、集体组队、交通、设施、

装备、联络接待。能够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管理工具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能够运

用风险矩阵图

4.2.2 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

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能够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按照疾控、

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财

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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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3 应急

处理

4.3.1 指导学生知晓自我保护、知晓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对淹溺、骨折

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的应急处理

5.收尾

与评价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完成 PBL 项目式教学全流程：驱动问题、自

主探究、解决问题、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里程

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反省不足。能够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驱动问题、劳动技能、问题解决方案，

从这三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并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相片、

视频等以多种形式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交流展示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

不同等级的打分及总计

5.3.2 能够使学生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

动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

力和创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

作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表 2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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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及各省市的

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

与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

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

域的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1.6 能够理解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中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能够调研考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校外社会教育

资源，对接教学应用

1.2.3 申请资金、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4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熟练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课程

开发

2.1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熟练运用思维导

图

2.1.2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熟练运用 5W2H 方法

2.1.3 根据 5W2H 的内容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

间、操作方法等执行方案。熟练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依据流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

事件进行工作分解。能够熟练运用工作分解结构 WBS 管

理工具

2.2.3 能够把工作分解结构 WBS，分解至第四层目录

2.2.4 完成劳动课程的工作分解结构 W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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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5 制定每个工作包的 WBS 词典

2.3 团队

组建

2.3.1 组建课程开发团队。 熟练运用组织分解结构 OBS

管理工具

2.3.2 分别按照项目式、矩阵式的组织分解结构 OBS 方

法把课程团队成员分组

2.3.3 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

2.3.4 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课程

实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设计适合学生的

驱动问题，结合驱动问题确定劳动主题。运用目标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

3.1.2 用劳动主题来设计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记

录表

3.1.3 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1.4 指导学生辨别知识信息与实景实物的异同与联

系，引导学生发散性讨论。 熟练运用头脑风暴法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时间计划。熟练

运用里程碑管理工具

3.2.2 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熟练运用横道图管理

工具

3.2.3 根据管理工具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2.4 时间计划要精确到以刻钟为单位，严格按照计划

控制活动进度。 能够运用网络图管理工具

3.3 任务

执行

3.3.1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工作分解结构 WBS 的工作

任务

4.劳动

现场管理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劳动课程开始，现场点名并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

条件。 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管理工具

4.1.3 后勤保障：指挥学生、集体组队、交通、设施、

装备、联络接待。 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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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熟练运

用风险矩阵图

4.2.2 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

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能够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按照疾控、

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财

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4.3 应急

处理

4.3.1 指导学生知晓自我保护、知晓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对淹溺、骨折

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的应急处理

5. 收尾

与评价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熟练完成 PBL 项目式教学全流程：驱动问题、

自主探究、解决问题、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里程

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反省不足。熟练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驱动问题、劳动技能、问题解决方案，

从这三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相片、

视频等以多种形式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交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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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

不同等级的打分及总计

5.3.2 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定期组织开展关于学生

劳动素养状况调查

5.3.3 能够使学生提升管理能力：学生能学会组织分解

OBS、工作分解 WBS、人员责任矩阵、时间里程碑、时间

横道图这五个管理工具

5.3.4 能够使学生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

动知识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

力和创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

作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

表 3 青少年劳动教育项目开发与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资源

整理

1.1 劳动

教育

1.1.1 能够深刻理解劳动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1.1.2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及各省市的

劳动教育指定教材

1.1.3 掌握不同学段要求的劳动必修课内容，能够实现

与通用技术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有关内容的必要统

筹

1.1.4 熟悉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标准中各领

域的劳动教学环境

1.1.5 能够引导学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中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

1.1.6 能够理解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

1.2 课程

资源梳理

1.2.1 能够优选出适合学生劳动课程的校内资源

1.2.2 能够调研考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校外社会教育

资源，对接教学应用

1.2.3 申请资金、人员配备、教学计划

1.2.4 能够运用头脑风暴、思维导图管理工具梳理资源

1.3 课程

目标论证

1.3.1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是具体的

1.3.2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可以用数字来表达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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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3.3 能够保障课程实施可以达到

1.3.4 能够保障课程内容之间有相关性

1.3.5 能够保障课程时间在规定学时以内

1.3.6 能够熟练运用 SMART 目标管理工具论证上述内容

2.课程

开发

2.1 课程

内容确定

2.1.1 能够清晰罗列课程的开发条件。熟练运用思维导

图

2.1.2 完成课程细节描述。熟练运用 5W2H 方法

2.1.3 根据 5W2H 的内容形成关于场地、人员、预算、时

间、操作方法等执行方案。熟练运用流程图、思维导图

2.2 课程

范围管理

2.2.1 能够把课程涉及的事件要素进行范围管理

2.2.2 依据流程式、项目式方法把课程执行需要做到的

事件进行工作分解。 能够熟练运用工作分解结构 WBS 管

理工具

2.2.3 能够把工作分解结构 WBS，分解至第五层目录

2.2.4 完成劳动课程的工作分解结构 WBS

2.2.5 制定每个工作包的 WBS 词典

2.3 团队

组建

2.3.1 组建课程开发团队。熟练运用组织分解结构 OBS

2.3.2 分别按照职能式、项目式、矩阵式的组织分解结

构 OBS 方法把课程团队成员分工

2.3.3 分配成员的责任和任务。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

2.3.4 落实和保障 OBS 中的责任监督措施

3.1 确定

劳动主题

3.1.1 能够结合教学条件和课程大纲、设计适合学生的

驱动问题，结合驱动问题确定劳动主题。熟练运用目标

分析 SMART 原理、SWOT 管理工具

3.1.2 用劳动主题来设计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记

录表

3.1.3 设计学生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

3.1.4 指导学生辨别知识信息与实景实物的异同与联

系，引导学生发散性讨论。熟练运用头脑风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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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

实施
3.2 时间

管理

3.2.1 能够制定从开发到实施全过程的时间计划。熟练

运用里程碑管理工具

3.2.2 对应里程碑和 WBS 做计划。能够熟练运用横道图

3.2.3 根据管理工具流程图计划来执行

3.2.4 时间计划要精确到以刻钟为单位，严格按照计划

控制活动进度。 能够运用网络图管理工具

3.3 任务

执行

3.3.1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人员责任矩阵的人员任务

3.3.2 根据时间里程碑，落实工作分解结构 WBS 的工作

任务

4.劳动

现场管理

4.1 现场

管理

4.1.1 能够指导学生根据 OBS 和 WBS 现场分工协作

4.1.2 劳动课程开始，现场点名并落实任务保障完成的

条件。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

4.1.3 后勤保障：指挥学生、集体组队、交通、设施、

装备、联络接待。 熟练运用人员责任矩阵

4.2 风险

管理

4.2.1 能够科学评估劳动实践活动的安全风险。熟练运用

风险矩阵图

4.2.2 在设施选择、材料选用、工具设备和防护用品使

用、活动流程等方面，制定安全科学的操作规范

4.2.3 能够特别关注劳动过程中的卫生隐患，按照疾控、

卫生健康部门及行业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

4.2.4 能够讲解和示范劳动资源使用的注意事项和禁忌

4.2.5 做好环境和设施的安全防护措施，保护学生的财

物、隐私和人身安全

4.3 应急

处理

4.3.1 指导学生知晓自我保护、知晓安全逃离通道

4.3.2 准备常用药品和安全救护设备

4.3.3 掌握常见的户外安全预防及处理，对淹溺、骨折

伤、烧烫伤、咬伤等意外事故能够科学的应急处理

5.1 课程

总结

5.1.1 能够熟练完成 PBL 项目式教学全流程：驱动问题、

自主探究、解决问题、成果展示及评分

5.1.2 对比初期计划的 WBS、OBS、人员责任矩阵、里程

碑、流程图，完成课程全流程的总结

5.1.3 反省不足。熟练运用“人机料法环”因果鱼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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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尾

与评价

5.2 成果

交流

5.2.1 学习成果：驱动问题、劳动技能、问题解决方案，

从这三方面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展示

5.2.2 成果展示：学生能够将劳动中的流程图表、相片、

视频等以多种形式来演讲汇报、手抄小报等交流展示

5.3 评价

与收获

5.3.1 能够根据课程自评、互评、师评的评价表，完成

不同等级的打分及总计

5.3.2 能够开展学生劳动素养监测，定期组织开展关于

学生劳动素养状况调查

5.3.3 能够使学生提升管理能力：学生能学会组织分解

OBS、工作分解 WBS、人员责任矩阵、时间里程碑、时间

横道图这五个管理工具

5.3.4 能够使学生具有劳动能力：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

和技能，正确使用常见劳动工具，增强体力、智力和创

造力，具备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操作能力

及团队合作能力。

5.4 管理

与创新能

力

5.4.1 能够用 PDCA 管理思路来提炼总结项目

5.4.2 能够指导学生掌握简单的管理工具和创新思维

5.4.3 能够从驱动问题和解决问题角度，引导学生理解

规范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式

5.4.4 能够应用创新思维技法：掌握创造性思维方式，

熟练应用 4种以上创新思维技法；初步具备运用创新方

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创新性劳动教育实施打下基

础

5.4.5 具有初步对初级、中级的青少年劳动教育技能证

书持证者的培训和评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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