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软IT学院

准备充分的学生
成功的学校
加强管理的社区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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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有7500万青
年失业
– McKinsey研究

–

国际劳工组织表示，201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为12.7%，预计
到2017年失业率有望升至12.9% 。
–

全球技能差距: 青年失业状况



技能的价值

来源: 1 美国劳动统计局; 2 IDC MS白皮书, 2012年3月公布的云计算在创造就业中的作用; 3 国际数据公司, 

环境变化:2012年11月公布的云在IT组织和员工中的影响**2012年6月至7月间，国际数据公司公布的微软技能差距调查; 4 国际数据公司



Jobs in Demand by Technology

微软技能-全世界都需要！

地方

波士顿 780 449 639 10,588

孟买 227 161 203 1,266

费城 469 283 428 6,092

阿姆斯特丹 336 163 363 1,570

迪拜 155 120 105 1,444

多伦多 572 330 507 7,157

达拉斯 292 226 807 7,887

上海 527 700 784 3,122

圣保罗 249 53 420 1,668

悉尼 402 380 344 2,326

西雅图 537 220 450 6,646

Indeed.com, July 2014



学生需要高级技能以获得成功

… …

微软办公软件5次被列为需要技能，比所
有其他软件程序相加还要频繁出现在所需
技能中。

*指CIP (交际、整合、演示) 技能。
来源: 12013年10月，文件号#243853，未来最好工作的技能要求 –协助教育为学生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技能和工具。



沟通、整合、演示 (CIP) 技能在5大技能中占有四个席位

“’只有技术’只能满足未来工作的一小部分的技能要求……关注真实世界的需求，比如CIP能力，将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
并且他们的技能是我们未来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 –微软资助的IDC白皮书1

整合 演示沟通 IDC认为精通微软办
公软件是CIP技能的基
本保障。

$ $ $ $ $ $ $ $ $ $

来源: 12013年10月，文件号#243853，未来最好工作的技能要求 –协助教育为学生们提供他们需要的技能和工具。



为青年就业提供技能验证

现在的市场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尤其
在IT界。如果你没有证书证明你具备所
需技能，那么你将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Bill Doherty
@一个项目, 
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



微软 IT学院和认证

提供业界领先的培训资源和微软认证证书，以提高就业能力以及为大学做好
准备，同时鼓励终身学习。

加强管理的社区准备充分的学生 成功的学校

通过为想要考上大学和有事业心的学生提供获得成功所需的课程学习、培训
和技能验证，缩小技能差距。



建设明天的劳动力

成为微软IT学院的成员，得到一个全
面的学习方案，帮助学生们考上大
学并为将来的事业做好准备

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

灵活的课堂和自学课
程

微软官方院校课程(MOAC)

教学框架
微软线上课程
面向教师的E-reference资源
可定制的课程规划

课程指南和学习计划

教育教师的免费考试优惠券

使用技术课程教学

认证

认证考试学院折扣
微软Office专员 (MOS)

• 微软技术专员(MTA)

• 微软认证专家(MCP)

• 微软认证教师(MCE)

成为考试中心，并提供现场考试
服务

欢迎套件、项目会员授权和自己
设计的部署资源

微软IT 学院博客和每月新闻稿

市场营销、PR和沟通指南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


K12教育, 

52%
2年制技术/

职业院校教

育,, 17%

大学教育, 

16%

其它, 15%

每年有 850万的学生和教育
工作者

过去12个月有140万次学术认证

无处不在吸收
超过100万在线用户扩大到
MOAC和电子参考使用

扩大
效益保证提高了先进IT技能的应用生
产力

超过16,000的教育工作者获得
MOS、 MTA 和MCE认证

今天的IT学院
一个完整的技术教育解决方案通过领先的技术技能开发将学生、老师和当地
的社区连接起来。



成本为1,584美元，效益为
50,000美元或更多* 

考试券的即时投资回报. 

在课程开发和传递上的巨大
的成本节约

行业领先的课程

微软IT学院课程

Sources: $1584 USD for cost in US available through volume licensing.

传递价值、技能和工作能力和效率



好处概述

课程可帮助教授

新技能

专业发展-为教

育工作者量身打造

微软合作伙
伴-细化到每一步

微软认证–对

技能的验证

85%的监理认为获得微软办公软件国际认证的学
生更有工作效率。

-Certiport工作能力和效率研究, 2012

我们发现，教师加入是学生加入的最重要的驱动
因素。我们首先激励教师在工作岗位上加入我们，
然后提高学生的加入率。

盖洛普商业杂志, 2014年8月



认证

灵活的课程



IT学院的核心学习领域
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技能发展的内容和认证



管理基础设施为云、客户、设备、数据
库和O365提供服务

MOS 77-418 Word 2013

MOS 77-422 PowerPoint 2013

MOS 77-420 Excel 2013

MOS 77-425/426 Word 2013专业版

MOS 77-427/428 Excel 2013专业版

MTA 98-361 软件开发基础

MCP 73-用JavaScript和CSS3在HTML5中编程

MCP 73-481 使用 HTML5和JavaScript开发
Windows Store Apps的基础知识

MTA 98-375 HTML5 应用程序开发基础

MCP 73-482 使用 HTML5 和 JavaScript开发高
级Windows Store App 

MTA 98-366网络基础知识

MTA 98-368迁移率与设备基础知识

MTA 98-364 数据库基本知识

MCP 73-687 配置
Windows 8.1

MCP 73-688 支持
Windows 8.1

MCP 73-347 Enabling 

Office 365 Services

MCP 73-410安装和配置
Windows Server 2012

MCP 73-411 管理
Windows Server 2012

MCP 73-412配置高级
Windows Server 2012 服

务

数字素养 v4

MTA 98-364 数据库基础知识
MTA 98-369 云基础知识

IT学院核心学习领域



Badges

编程基础、编程概念、应用程序开发

计算机科学 IT基础设施

管理基础设施为云、客户、设备、数据
库和O365提供服务

学科领域 验证 在线学习 MOAC 教案 学习指导

数字素养   

使用Windows 8.1  

使用 Office 365 

Word 2013基础版     

Word 2013专业版     

Excel 2013基础版     

Excel 2013专业版     

PowerPoint 2013基础版     

工作能力和效率



数字素养、Windows、O365、Word, 

PPT、Excel

工作能力和效率

Badges

编程基础、编程概念、应用程序开发

IT基础设施

管理基础设施为云、客户、设备、数据
库和O365提供服务

学科领域 验证 在线学习 MOAC 教案 学习指导

计算机科学 1 (最终标题 TBD)   

AP CS Java补充材料 

软件开发基础知识 (98-361)   

HTML5应用程序开发基础(98-375)   

HTML5, CSS3, JavaScript   

基本: Windows Store Apps   

高级: Windows Store Apps   

计算机科学



数字素养, Windows, O365, Word, PPT, 

Excel

工作能力和效率

Badges

编程基础、编程概念、应用程序开发, 

计算机科学 IT基础设施

管理基础设施为云、客户、设备、数据
库和O365提供服务

学科领域 验证 在线学习 MOAC 教案 学习指南

网络基础知识   

迁移率与设备基础知识   

云基础知识   

数据库的基础知识   

配置Windows 8.1   

支持Windows 8.1   

授权Office 365服务  

安装和配置Windows Server 2012   

管理Windows Server 2012   

配置先进的Windows Server 2012服务   

IT基础设施





资源和合作伙伴
• 欢迎有效利用资源的配套设施

• 课程会员徽章

• 微软IT学院会员网站: 

• 课程信息、支持材料和资源

• 营销材料、新闻资料和视频

• 微软IT学院的定位清单

• 微软 IT学院的博客和每月简报

• 可定制的打印版结业证书



低成本订阅
为所有学校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



学院在全球范围内获
得的成功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IT学院的全球发展

荷兰
全国范围内的所有中学、
学院和大学

智利
全国的所有高等中学

美国
12州联盟 Alliances 

阿联酋
全国的所有中学

澳大利亚

昆士兰省的所有中学

摩洛哥
全国职业中学的学生和

教师

在全球140个国家有17,000所IT学
院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June Atkinson
北卡罗来纳州管理人

IT学院预科
班

8/09 – 6/10

IT学院一年
级

8/10 – 6/11

IT 学院二年
级 8/11 –

6/12

IT学院三年
级 8/12 –

6/13

MOS认证的总
数量

21 8,794 43,630 53,731

获得MOS认证
的学生数量 16 8,065 42,563 52,922

获得MOS认证
的老师数量 5 729 1,148 809



摩洛哥



荷兰



美国佛罗里达州

关键绩效指标
非CAPE学院学

生
无证书的CAPE

学院学生
有证书的CAPE

学院学生

平均成绩 2.5 2.6 3.03

辍学率 2.4% 1.4% 0.1%

第十二年级毕
业

66.5% 76.7% 94%

课程亮点:

 与非学院学生相比，CAPE (佛罗里达
州职业和专业教育法案) 学院的学
生，包括佛罗里达州邓巴中学IT学院
的美国学生，平均表现的更好.

 据统计，佛罗里达州邓巴中学IT学院
的美国学生在佛罗里达州综合评估测
验(FCAT)的标准化考试中得分更高。

长期缺席 17% 20% 11%



智利教育部

450个职业高中
自2012年6月起开始讲授IT学
院课程，并自2013年起通过
认证确认学生资格

上图: 来自智利的两名学生在世界微软办公竞赛决赛中获
得第一名。



MCP课程包

30个考试券

MTA网站学习包

多达250次考试

MOS网站学习
包

多达500次考试

教育授权方案(EES) 开放式教育订阅授
权(OV-ES)

校园或学校协议 学术选择和加选协
议

开放式学术许可

通过以下批量许可程序，简化订购微软IT学院和微软认证课程以及网站学习包的过程

通过批量许可订购微软IT学院和微软认证

通过批量许可的学术认证提供: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

MCE网站学习包

多达250次考试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


批量许可的学术认证

MOS, MTA和MCE网址包 MCP考试包



如何保持联系？

http://aka.ms/ITABlogITA博客

https://twitter.com/MS_ITAcademyITA推特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softITAcademyITA 脸书

http://aka.ms/ITAEduCastEduCast系列

https://www.microsoft.com/en-
us/itacademy/members/resources/news.aspx#featureITA业务通讯

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ITA网址

http://aka.ms/ITABlog
https://twitter.com/MS_ITAcademy
https://www.facebook.com/MicrosoftITAcademy
http://aka.ms/ITAEduCast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itacademy/members/resources/news.aspx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learning/ITAcademy


11月11日

12月9日

1月13日

2月10日

3月10日

4月14日

5月12日

6月9日

让我们更有创意吧!用Bing和Office Mix学
习

协作课堂: 使用O365一起学习

翻转课堂!: 用个性化学习创造更深层次的
学习经验

Windows 8!: Windows 8如何简化和增强
学生的学习经验

工作棒！:为21世纪学生即将到来的大学
和职业技能做好准备

在“云端”: 利用云服务提供身临其境的学
习经验

在数字世界获胜: 帮助学生们在技术上获
得成功

混合式学习101: 21世纪教室的技术工具
包

http://aka.ms/itaeducast

http://aka.ms/itaeducast


为学生们在MCP
考试上节省15%

学生们在2014年12月31日前直接使用促
销代码STU15OFF登记注册，选择MCP
考试，并可节省15%。

更多信息请登录：http://spr.ly/6011ULUb 





附录



合作建议

使用ITA和
cert SKU提
高学术协议
处理量

进行时间和成
本节省讨论，
加深客户的投
入度

启动新谈话，
用学生的就业
能力作主导

帮助提高就业
率，减少机构
培训成本



渠道激励

FY15渠道激励:                                         
有关IT学院和学术认证
• 经销商在ITA和学术认证上享有最高14%的折扣，详见OVS-

ES授权合约，并可在开放大学中订购的所有ITA产品上享有
9%的折扣

• 受监管的代理商在ITA和学术认证上享有6%的折扣，详见
OVS-ES授权合约，并可在开放大学中订购的所有ITA产品
上享有2%的折扣

• 授权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在ITA和学术认证上享有5%的现
金折扣，归属CASA/EES订购。

合作伙伴可于MEPN处找到IT学院和证
书的销售资源。

https://www.mseducommunity.com/Programs/AER/Pages/ITAcademy.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