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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案实施会议简报

2017 年 6 月 28 日，由张斌处长主持召开调研方案实施会议。

我校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示范校建设组对调研方案的实施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针对如何实施、开展工作，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项目组特此召开专题会议。并对已

分好的组的调研内容上、经费上、地点等做出了详细研究。这样，为我校调研组

深入企业调研指明了方向、避免了盲目调研和经费的浪费，力争做目的性更强、

人力与物力更集中、效率更高、效果更突出的目标。

图 14 调研方案实施会议现场照片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规格专题研讨会简报

2017 年 7 月 14 日，由教务处张斌处长主持召开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

规格专题研讨会议， 林山校长、评建办李萍主任、张斌处长、阳根民处长，骨

干教师及调研组长：张玉春、李先良、周启和、申玉虹、刘克军，企业专家：向

志军、杨帆、向帮友、向远见，谢向花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

校领导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各调研组对调研情况进行了详细

说明。

企业专家听取汇报后均表示，企业对机电专业类人才需求的缺口相当大，且

第每个企业对机电类人才要求均有不同。从人才层次看：本科及以上基本上是学

术研究，缺少动手能力，易跳槽等；大专类相比之下稍好些，但不好管理；中专

层次的在业界口碑好，初中毕业的上手慢。基于，机电类的广泛性，对定位要求

准确。

图 15 才培养规格专题研讨会议现场照片



校本教材建设研讨会记录、简报

校本教材开发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 审 核：

主 持 李萍 地 点 会议室 时间 2017 年 5月 6日

会议主题 校本教材开发会议

记录：
参会人员： 张斌、林山、艾建瑜、陆爱春、彭宏、李萍、孙

立武、阳根民、示范校建设成员

一、 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按照

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的要求，构建校本化的课程体系，尽快形成课程完整

的教材系列。在合理选用教育部与市教委推荐的优秀中职教材的基础上，鼓

励教师开发反映专业领域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以及体现“任务

引领”理念的特色教材，力求做到统筹规划、全员参与、全程实施、整体推

进、重点突破，提升教育教学实效，推进学校发展。

二、 校本教材编写

由教研组组建骨干力量，成立某学科的校本教材编写小组，按时完成阶

段性的编写工作以及校本教材初稿、修改稿、定稿的审核；校本教材的展示

等工作。校本教材编写小组每个小组设主编一人负责编写具体工作。

三、 校本教材编写要求

1、基于学校教学需要，能体现学校办学及专业特色、资源优势和学教研

专区全新登场教学设计教学方法课题研究教育论文日常工作生需求，与国家

教材、地方教材紧密配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和可选择性，并以学校为开

发主体。

2、是部颁或行业教材以及地方教材的补充或拓展，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

的需要，显示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手段的有效性。可以是由自行设计、“量

身定做”的个性化教材，也可以是通过选择、改编、整合、补充、拓展等方

式，对国家教材和地方教材进行再加工、再创造的教材。

3、与“六位一体”相结合。教材内容做到“素质、能力、知识”合一和

“教、学、做”合一。

4、教材编写要人性化。教育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促进学

生的发展为目的。因此我们在教材整合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学生学习所需要

的知识结构，又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的需要，尽量为学生一

生的成长负责，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并以此作为校本教材

整合的重要依据。

5、教材编写要灵活。校本教材要克服原有课程在时间、空间、内容等方

面的限制，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究的空间。

1）吸纳先进的课改理念和一些有鲜明编写特色的校本教材，力求体现内

容上的综合性、科学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2）体现科技知识与情感的有机结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思

想。

3）强调让学生通过体验、感受，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设计制作”

的能力。

校本教材开发会议现场



机电专业建设研讨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 杨松清 审 核：

主 持 张斌 地 点 青岛技师学院 时间 2018 年 08 月 02 日

会议主题 机电专业建设研讨会议

记录：

参会人员： 张斌、阳根民、申玉虹、刘克军、周启和、苏王

平、张姣

向志军、李先良、米久美、杨松清

张处长提出要求：

1、 加强时间观念，准时完成任务。

2、 确定具体任务结束；初步确定人才培养方案；

编写课程标准；编写考核标准。

3、 电力拖动、电子技术、照明线路完成初步教材

编写（14级要实施一体化教学）其它科目也要实施编写，

时间可以放宽。

4、 对 6门课程进行分组，并提出思路：如何运用

一体化教学进行展开和拓展。

5、 每天 8：30 统一集合，汇报完成情况。

6、 对于紧要工作需要晚上加班。

阳处长提出的要求：

1、 明确任务，抓紧写材料。

2、 前后资料一致（教案、教材、设备等），尽量

与之前定的标准一致。

3、 及时完成任务。

在原来的基础上使各材料达到合格。



培训现场

研讨现场



机电应用技术专业校本教材开发研讨会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 杨松清 审 核：

主 持 张斌 地 点 会议室 时间 2018 年 11月 1日

会议主题 机电应用技术专业校本教材开发研讨会

记录：

参会人员： 张斌、阳根民、李先良、张志红、周启和、谢向

花、刘克军、米久美、张姣、苏王平、申玉虹、杨松清

主要内容：先对校本教材前期工作进行了总结。再有针对性

地进行论证。最后对后期工作提出要求。

1、对校本教材的编写验收成果提出了要求。

2、资源库的建设内容：说课录像；实验室的建设；电子教案；

评价模式（多元评价模式）。建议在上课时间的同时着手

做，对评价模式进行编写，教学上课可以进行分组，但任

课教师应注意集。

3、对于动画，采购

4、校本教材，抓紧时间编写。要求各小组组长分配好任务。

核心任务是校本教材和资源库的建设。



会议现场：



机电项目组校本教材开发专题会议记录

序 号： 记 录： 杨松清 审 核：

主 持 地 点 会议室
时

间
2018 年 12 月 2 日

会议主题 机电专业示范校建设组校本教材开发专题会议

记录：

参会人员： 张斌、阳根民、张姣、苏王平、米久美、申玉虹、

张志红、谢向花、周启和、杨松清、刘克军

主要内容；

1、上周六开会，林校长所讲的事项进行深入交流

2、教材的排版、资料的排版自己按学校格式要求进行

3、对近期工作进行总结

建议：学生优秀作品，公布以激励学生。

重点工作：

1、编教材

2、资源库建设

3、教材初稿定于 2019 年元月中旬检查。



机电技术应用专业示建组会议现场



青岛技学院机电专业指导研讨讲座简报

主讲人：宋院长、徐丕兵

目标：为了提高我校示范性建设综合水平，我校机电专业果断采

取“走出去”的办法向有经验的青岛技师学院学习，更深入地、更全

面地对一体化课程的开发和一体化课程标准的编写。

听课老师有：张斌、阳根民、申玉虹、刘克军、周启和、苏王平、

张姣、米久美、李先良、向志军。

时间：2018 年 8月 2 日上午

主要内容

1、 宋院长讲课内容：

1) 选一到二个班级进行试点，主要是为从中吸取经验。

课程项目争取先从小做起，对于大的项目可以采取分割的办

法，化分为若干个小的项目进行做。老师要对学生进行评价，

作为学习过程考核依据。同时也要考虑非试点班的教学。

2) 进行交叉方式教学（试点与非试点有些课程进行错

开时间进行项目学习，也可为班与班之间，甚至专业与专业

之间）。

3) 试点班尽量不要有意挑选学生，即采取随机的方式。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到达到试点的真正效果。

4) 分素质教学。对于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提高进度

与难，并要帮助、带动其他学生学习。

5) 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规范其不良行为（工

具的正确摆放与使用、仪表的正确摆放与使用、工作场所的

清洁等）。

6) 以引导学生兴趣为主，培养学生自信心。在课件中，

可以拿出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现象或案例来引导学生，让以

学生自己能够解决这一现象为荣，从而树立自信心。

7) 课程编写与教学可以采取模块拼接的方式进行，具

体由教师定。

2、 徐歪兵老师讲课主要内容：



1) 课程编写中尽量用到动词。

2) 大专业，小方向化。考查当地的企业，分析其工种，

最终定位到具体岗位，达到对口率。

3) 合理的对工具课程进行安排。工具课程包含有 CAD、

PPT、WORD、PROTUS 等。

4) 模块化课程建设。如，电梯、电机原理等。

5) 打造核心调课程。

6) 校企合作专业可以使学生进公司见习且专业老师采

取工、学方式同步进行。

7) 结合明确的办学理念打造全方位的一体化教学。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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