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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职院教〔2021〕33号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公布2021年
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及有关经费划拨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处（室、中心），直属单位：

根据《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开展 2021年教学建设项目申报工

作的通知》，经二级学院（部）推荐、教务处审核、校外专家评审、

校长办公会议审定，确定“药用植物学课程思政‘三融一建’的教学实

践”等 24个项目为 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详见附件 1），“高

职思政课校外实践教学效果提升问题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课为例”等 3个项目为 2021年思想政治课示范课堂项目（详见附

件 2），“中药药剂技术”等 7个项目为 2021年“互联网+课程思政”示

范课堂项目（详见附件 3），“‘闯关性’教学评价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中的应用—以《护理学基础》课程改革为例”等 7个项目为 2021年闯

关性教学评价项目（详见附件 4），“中药养生与保健”等 10个项目



- 2 -

为 2021年教材建设项目（详见附件 5），“传染科护理”等 9个项目

为 2021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详见附件 6），“中药炮制技术”

等 10个项目为 2021年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详见附件 7），“外

科护理问题与能力进阶”等9个项目为2021年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项目

（详见附件 8），“母婴护理书证融通课程群”等 3个项目为 2021年

课程群建设（书证融通）项目（详见附件 9），“护理技能赛教融通

课程群”等 5个项目为 2021年课程群建设（赛教融通）项目（详见附

件 10），“衢州地方文化融入艺术设计课程实践”等 5个项目为 2021

年专创融合课程（群）建设项目（详见附件 11），“医护康养专业群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等 3个项目为 2021年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详见

附件 12），并拨给项目建设经费。

请各项目组认真开展研究工作，严格按照《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项目建设及经费管理办法 》（衢职院教〔2021〕24号）的规定，

管理与使用好项目建设经费。

附件：1.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立项

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2.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思想政治课示范课堂项目立

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3.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互联网+课程思政”示范课

堂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4.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闯关性教学评价项目立项名

单及经费划拨表

5.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教材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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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划拨表

6.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立项

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7.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立项

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8.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项目立项

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9.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课程群建设（书证融通）项

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10.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课程群建设（赛教融通）项

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11.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专创融合课程（群）建设项

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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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KCSZYJ202101 医学院
药用植物学课程思政“三融一建

“的教学实践
胡颖菲 5000 5000

KCSZYJ202102 医学院

基于典型案例嵌入的课程思政教

学实践探索——以《药事管理实

务》为例

江大为 5000 5000

KCSZYJ202103 医学院
基于职业素质养成教育的进展性

案例在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李会仿 5000 5000

KCSZYJ202104 医学院

基于“知情意行”四维统一的《失

智老年人照护》课程思政育人路

径探索与实践

史路平 5000 5000

KCSZYJ202105 医学院

高职医学基础课实施课程思政的

改革探索——以《病原生物与免

疫》课程为例

宋鹏霞 5000 5000

KCSZYJ202106
艺术设计

学院

“课程思政”在高职《广告摄影》

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龚一舟 5000 5000

KCSZYJ202107
艺术设计

学院

《室内空间设计》课程思政与乡

村文化振兴融合策略
邱峰 5000 5000

KCSZYJ202108
经济管理

学院

会计专业《财政与金融》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郑巨坤 5000 5000

KCSZYJ202109
经济管理

学院

“课证赛岗政”融通的《个人理财》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林君 5000 5000

KCSZYJ202110
经济管理

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高职《特许经营

实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
蔡维睿 5000 5000

KCSZYJ202111
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企业文化的课程思政探索 毛堃 5000 5000

KCSZYJ202112
信息工程

学院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融

入课程思政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毛敏 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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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KCSZYJ202113
信息工程

学院

微信小程序课程思政研究与实

践
任侠 5000 5000

KCSZYJ202114
信息工程

学院

校友典型案例在大学生职业生涯

规划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
童淼辉 5000 5000

KCSZYJ202115
信息工程

学院

基于 OBE 理念的计算机类专业

融入课程思政探索
许慧 5000 5000

KCSZYJ202116
机电工程

学院

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姜文雍 5000 5000

KCSZYJ202117
机电工程

学院

“1+X”证书制度下高职机电一体

化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探索

与实践—以《机器人操作与编程》

为例

李雨健 5000 5000

KCSZYJ202118
机电工程

学院

“课程思政”有效融入《新能源汽

车概论》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郑丽辉 5000 5000

KCSZYJ202119
文化旅游

学院

体旅融合视域下课程思政融入体

育旅游概论课程的教学研究
石彩霞 5000 5000

KCSZYJ202120
文化旅游

学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商务英语笔

译课程教学探索——以衢职院为

例

张彩虹 5000 5000

KCSZYJ202121
文化旅游

学院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

课程探究——以运动解剖学为例
赵鑫 5000 5000

KCSZYJ202122
公共教学

部

高等数学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与

研究
胡夏朕 5000 5000

KCSZYJ202123
公共教学

部

“红船精神”融入《口语交际》的

教学探索
姚江红 5000 5000

KCSZYJ202124
公共教学

部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思

政探索与实践
张丽娜 5000 5000

总计 120000 120000



- 6 -

附件 2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思想政治课示范课堂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SXZZKT20210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高职思政课校外实践教学效果

提升问题研究—以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

陈旭雯 20000 20000

SXZZKT20210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基于衢职院思政课混合式慕课

教学模式研究——以衢州“党
史”资源融入《概论》课为例

董友建 20000 20000

SXZZKT202103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沉浸式课堂”教学研究
杨吟蝶 20000 20000

总 计 60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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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互联网+课程思政”示范课堂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HLWKCSZ202101 医学院 中药药剂技术 冯敬骞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2 医学院
基于慕课平台的急危重症护

理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李良秀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3
信息工程

学院
Intranet组建与管理 刘路苗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4
信息工程

学院
Python程序设计 刘啸婵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5
机电工程

学院
数控机床故障诊断与维修 饶楚楚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6
文化旅游

学院
休闲体育概论 彭祥华 20000 20000

HLWKCSZ202107
公共教学

部
行业英语 吴燕萍 20000 20000

总 计 14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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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闯关性教学评价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CGJXPJ202101 医学院

“闯关性”教学评价在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中的应用—以《护理学

基础》课程改革为例

饶艳 20000 20000

CGJXPJ202102
艺术设计

学院

1+x证书制度下闯关性教学评

价机制研究——以《无人机航

拍》课程为例

王金星 20000 20000

CGJXPJ202103
经济管理

学院

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闯关性

教学评价研究及实践
许妍谢 20000 20000

CGJXPJ202104
信息工程

学院

互联网+闯关性教学评价在《传

感网应用开发》课程中的应用研

究

王超素 20000 20000

CGJXPJ202105
机电工程

学院

基于闯关性教学评价模式在《汽

车维护与保养》课程中的应用与

研究

吕云鹏 20000 20000

CGJXPJ202106
文化旅游

学院

“寓”教“羽”乐——闯关式渐进

教学法羽球课上的探索与实践
葛芳方 20000 20000

CGJXPJ202107
马克思主

义学院

《思想道德法律与修养》闯关性

教学研究
邵方益 20000 20000

总 计 140000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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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教材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JCJS202101 医学院 中药养生与保健 陈云 50000 20000

JCJS202102 医学院 失能失智老人照护 徐难 50000 20000

JCJS202103 医学院 中医适宜技术 朱美香 50000 20000

JCJS202104
艺术设计

学院
无人机航拍技术 何敬 50000 20000

JCJS202105
经济管理

学院
市场调研：任务与实战 夏静波 50000 20000

JCJS202106
信息工程

学院
智能工厂综合实训项目教程 齐健 50000 20000

JCJS202107
信息工程

学院
电气工程制图与识图 王琳 50000 20000

JCJS202108
机电工程

学院
UGNX软件应用 李芸 50000 20000

JCJS202109
文化旅游

学院

旅游英语翻译课程思政实践

教程
吾雅平 50000 20000

JCJS202110
公共教学

部
医护英语新形态教材 凌源 50000 20000

总 计 5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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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拨

经费（元）

KCSZKC202101 医学院 传染科护理 邱惠萍 20000 20000

KCSZKC202102 医学院 人体机能 李雨颖 20000 20000

KCSZKC202103 医学院 护士人文修养 娄雅晴 20000 20000

KCSZKC202104 信息工程学院 电商视觉设计 李剑萍 20000 20000

KCSZKC202105 信息工程学院 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徐云川 20000 20000

KCSZKC202106 信息工程学院 数据库技术 杨琳 20000 20000

KCSZKC202107 信息工程学院 电机拖动及控制 张国帅 20000 20000

KCSZKC202108 经济管理学院 新媒体营销 姚春 20000 20000

KCSZKC202109 机电工程学院 汽车售后服务 金鑫君 20000 20000

总 计 18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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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JPZXKC202101 医学院 中药炮制技术 李梦盈 50000 50000

JPZXKC202102 医学院 妇产科护理 李妮娜 50000 50000

JPZXKC202103 医学院 康复护理 钱湛 50000 50000

JPZXKC202104 医学院 心理护理 姚瑶 50000 50000

JPZXKC202105 信息工程学院 智能传感器应用 郑盛梅 50000 50000

JPZXKC202106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安装与调试技术 卢艳 50000 50000

JPZXKC202107 机电工程学院 维修业务接待
朱郑乔

若
50000 50000

JPZXKC202108 艺术设计学院 品牌形象设计 温百秋 50000 50000

JPZXKC202109 经济管理学院 纳税实务 阮欣怡 50000 50000

JPZXKC202110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王刚 50000 50000

总 计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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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XQHZKC202101 医学院 外科护理问题与能力进阶 鲍冠君 50000 20000

XQHZKC202102 医学院 健康评估 覃琴 50000 20000

XQHZKC202103 医学院 内科护理问题与能力进阶 吴建军 50000 20000

XQHZKC202104 信息工程学院 前端框架技术 梅鹏飞 50000 20000

XQHZKC202105 信息工程学院 大数据平台运维 王张夫 50000 20000

XQHZKC202106 信息工程学院 工业机器人仿真技术 郑逸 50000 20000

XQHZKC202107 经济管理学院 中级会计实务 徐慧娥 50000 20000

XQHZKC202108 文化旅游学院 商务英语笔译 贺美娜 50000 20000

XQHZKC202109 艺术设计学院 包装设计 吴星辉 50000 20000

总 计 450000 180000



- 13 -

附件 9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课程群建设（书证融通）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SZRT202101 医学院 母婴护理书证融通课程群 梁夏 60000 36000

SZRT202102 信息工程学院
Web前后端综合开发应用课

程群
刘芳 60000 36000

SZRT202103 经济管理学院
《智能财税》书证融通课程群

建设
宋建军 60000 36000

总 计 180000 108000



- 14 -

附件 10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课程群建设（赛教融通）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SJRT202101 医学院 护理技能赛教融通课程群 毛翠 60000 36000

SJRT202102 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创意项目设计赛教融通课

程群建设与实践
许金友 60000 36000

SJRT202103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技术赛教融通课程群 江达飞 60000 36000

SJRT202104 经济管理学院 《投资理财》赛教融通课程群 蓝晓宁 60000 36000

SJRT202105 文化旅游学院 户外攀登课程群 王俊舰 60000 36000

总 计 300000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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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专创融合课程（群）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ZCRH2021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衢州地方文化融入艺术设计

课程实践
徐浪静 20000 20000

ZCRH202102 文化旅游学院 羽毛球 潘乐 20000 20000

ZCRH202103 信息工程学院 社交电商与创业 姚钰 20000 20000

ZCRH202104 医学院
中草药资源开发与利用——
中药专业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金湛 20000 20000

ZCRH202105 创业学院 机械设计基础 张玉贤 20000 20000

总 计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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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
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及经费划拨表

项目编号 所在部门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经费

总额

（元）

本次划

拨经费

（元）

JXZYK202101 医学院
医护康养专业群数字化教学资

源库
赵华 200000 120000

JXZYK202102 信息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专业群教学资源库

建设
王艳洁 200000 120000

JXZYK20210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库建设项目
郭春发 200000 120000

总 计 600000 360000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 8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