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关于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三届
理事会科研规划项目⒛1T乇O18年度

课题立项结果的公示

各职业院校 :

根据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科研规划

项目⒛17乇018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各职业院校积

极申报课题,共收到课题申报 133项 ,其 中高职学院 72项 ,

中职学校 61项。经专家认真评审,共评出重点课题项目 17

项,其 中高职学院 10项 ,中职学校 7项 ;一般课题项目80

项,其 中高职学院茌3项 ,中 职学校 37项。拟立项课题共 97

项,通过率 72。 gO/0。

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 以书

面方式向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反映 ,

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请提供

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公示时间:⒛18年 3月 12日 -3月 16日 。

联系人:王燕玲;联系电话:⒆0-36769852。

地址:广 州市广州大道北 1098号 (广 东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邮编:510510。

广东替嵌业痰术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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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1 201803Z01 慕课嵌入图书馆学科服务助推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研究 金泽龙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2 201803Z02 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实践探索——以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为例  涂祥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3 201803Z03 基于现代学徒制下高职财经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彭景颂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重点立项

4 201803Z04 新常态下高职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王慧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重点立项

5 201803Z05 职业院校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 李广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6 201803Z06 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高职服装专业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 刘梦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7 201803Z07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的高职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基于OBE教育
理念

 邱腾雄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8 201803Z08 “课岗证赛”融合机制下的高职软件技术专业群核心课程开发研究与实践 江岸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立项

9 201803Z09
民办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
例

刘国生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重点立项

10 201803Z10 市场营销品牌专业定位、创建及传播的研究与实践 谢宗云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重点立项

1 201803Y01 基于岗位能力的动漫制作技术专业中高衔接教学标准的构建研究 龚成清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 201803Y02 技能大赛与创新创业教育良性互动研究 吴春祥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3 201803Y03 专利申报对高职专业教学及学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以高职建筑工
程设计类专业为例

聂毅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4 201803Y04 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慕课资源建设研究 陈锐钊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5 201803Y05 高职院校电子创客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钟君柳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6 201803Y06 在《儿科护理学》实训教学中构建高职护生人文素质教学模式 王艺艺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重点立项---高职组

一般立项——高职组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7 201803Y07 职业教育集团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研究 杜玉帆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8 201803Y08 新时代高职院校职业指导方法创新探索与实践 王燕玲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9 201803Y09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之微设计创客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洪易娜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10 201803Y10 《悉尼协议》理念下高职教育品牌专业建设范式研究 沈华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1 201803Y11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中医美容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梁菁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12 201803Y12 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技术技能积累创新三层递进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李有兵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3 201803Y13 “互联网+”背景下基于后方法与泛在学习理论的商英教学生态模式研究 林逸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4 201803Y14 高职院校学分制改革下的教学管理对策研究 唐玉群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5 201803Y15 构建区域“工匠精神”的高职“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甘宏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6 201803Y16 “三维督导”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邱漠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17 201803Y17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成人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研究 刘琴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18 201803Y18 高职教育中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培养研究 聂燕丽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19 201803Y19 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环境构建的研究与实践——以会计专业为例 赖金明 私立华联学院 一般立项

20 201803Y20 欠发达地区新型职业农农民培养研究 —以广东河源为例 彭仲文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1 201803Y21 基于现代学徒制下的烹饪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韩天龙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一般立项

22 201803Y22 协同创新理念下的高职院校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建设研究与实践 阚文婷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23 201803Y23 基于合作学习的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李芬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24 201803Y24 基于创新创业教育背景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角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研究——
以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谷丽洁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5 201803Y25 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金融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李姣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26 201803Y26 基于CMF行业人才缺口背景下的高职工业设计专业教育实践与研究 邓海静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7 201803Y27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与应用型高职物流人才培养协同优化的研究 劳健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28 201803Y28 “互联网+”环境下基于特色创新服务开展的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的构建研究 赵苹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29 201803Y29 基于国际物流行业人才需求的职业院校专门用途英语（ESP）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陈翠翠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30 201803Y30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入党跟踪培养平台的构建研究 李林燕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31 201803Y31 翻转课堂在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朱冠良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32 201803Y32 基于 TPACK 框架的高职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李雅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33 201803Y33 广东技工院校专业设置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适应性研究 赵学瑶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一般立项

34 201803Y34 “创新计划”背景下广州市技工院校创新能力建设研究 乔本新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一般立项

35 201803Y35 图书馆服务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戴碧兰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36 201803Y36 “CICARE”标准化沟通模式在情景教学法中的应用研究 何晓秋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37 201803Y37 校企协同构建高职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 田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38 201803Y38 民办高职院校行政工作精细化管理研究与实践——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为例 何南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39 201803Y39 高职学校教师学术乐观与组织气候相关性研究 谭初花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40 201803Y40 潮商文化与高职生职业素养培养研究——以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陈友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41 201803Y41 基于专业能力培养的《学前儿童游戏》课程实训研究与实践 吴达玲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42 201803Y42 新媒体视域下思政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融合性研究 范烨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一般立项

43 201803Y43 提升高职日语学生核心能力的实践探索研究 王艳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立项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1 201803Z11 基于费曼技巧的“以教促学”模式在会计教学的实践研究 邱爱军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重点立项

2 201803Z12
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研究——以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为
例

邓敏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重点立项

3 201803Z13
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医学美容美体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下《美容应用解剖学》
教学改革的研究

乔梅 珠海市卫生学校 重点立项

4 201803Z14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普通机床零件加工》课程开发与实践 陈刚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重点立项

5 201803Z15 校企共建现代学徒制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李淼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重点立项

6 201803Z16 旅游服务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教学标准研制 黄珩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重点立项

7 201803Z17 《壮瑶刺绣文化艺术在中职学校传承的研究》 陶树明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职业
技术学校

重点立项

1 201803Y44 粤东欠发达地区中职学校进行智能机器人教学的研究 方家亮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2 201803Y45 东莞市“机器换人”背景下的中职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 邹美燕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3 201803Y46 中等职业学校构建高效课堂的研究与实践  李进豪
 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
学校

一般立项

4 201803Y47 企业工匠精神与职校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整合之调研 朱放敏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5 201803Y48 粤东地区中职学生辍学问题研究与对策 赵芝阳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
校

一般立项

6 201803Y49 教学技能比赛与课堂质量提升的相关性研究 吕秉华 珠海市卫生学校 一般立项

7 201803Y50 中外职业教育发展与现状比较研究 曾春龙 广东花城工商技工学校 一般立项

8 201803Y51 基于“互联网+”汽车电器构造与维修一体化优质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共享 吴国华 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重点立项——中职组

一般项目——中职组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9 201803Y52 深圳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示范性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研究 牟锐
深圳市宝安职教集团第二
校区

一般立项

10 201803Y53
《公共艺术-形体训练》课教学改革在美容美体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实施
效果的研究

古颂 珠海市卫生学校 一般立项

11 201803Y54 以佛山高新区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中职机电专业一体化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徐胜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一般立项

12 201803Y55 信息技术环境下思维脑图在中职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陈小龙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一般立项

13 201803Y56 基于需求调研的技工类院校电子商务专业定位和课程设置优化研究 王喜文 云浮市高级技工学校 一般立项

14 201803Y57 现代学徒制“双主体”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星辛 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15 201803Y58 职业学校育人文化品牌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谢飞县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一般立项

16 201803Y59 同伴教育在中职护理专业《妇产科护理》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苑芯瑕 珠海市卫生学校 一般立项

17 201803Y60 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机制研究——以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为例 曾巩林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校

一般立项

18 201803Y61 移动学习技术对中职生学习方式转变的研究 何毅
广东省开平市吴汉良理工
学校

一般立项

19 201803Y62 乡镇幼儿园教师课程研究能力的培养途径 舒阳花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一般立项

20 201803Y63 粤东欠发达地区公立职业学校学生宿舍社会化管理模式的探究 邱泽民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21 201803Y64 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 洪文华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
学校

一般立项

22 201803Y65 潮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校园文化建设 梁克晃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
校

一般立项

23 201803Y66 《汽车维修服务接待》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研究与实践 周丽燕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一般立项

24 201803Y67 中职电子类课程产教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研究 谌建军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25 201803Y68
基于幼师人才需求特点视觉下中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研究——以广东茂名
市为例

张巧玲 茂名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序号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申报人 所在院校 立项等级

2017-2018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课题

26 201803Y69 技能大赛与教育教学良性互动研究 冯小劳 湛江机电学校 一般立项

27 201803Y70 《幼儿园活动设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研究 李浩阳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28 201803Y71 中等职业学校构建高效英语课堂的研究与实践 张素玲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
校

一般立项

29 201803Y72 “7s”管理在中职学校班级管理的应用研究 程益川 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 一般立项

30 201803Y73 粤东地区中职学校商务英语专业产业化发展的研究 周铎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31 201803Y74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促素描课堂互动教学 庄树雄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32 201803Y75 中职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研究 赵芝壁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
校

一般立项

33 201803Y76 美育对促进学生个性潜能发展的研究 陈嫦美 兴 宁 市 技 工 学 校 一般立项

34 201803Y77 职教教师继续教育研究 周彬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校

一般立项

35 201803Y78 信息技术与中职会计专业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 杨观喜
广州市白云行知职业技术
学校

一般立项

36 201803Y79 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机制研究 张健
汕头市潮阳区职业技术学
校

一般立项

37 201803Y80 信息化环境下混合式课程开发的探索与实践 马伟 普宁职业技术学校 一般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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