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师资管理分会 
 

 

关于举办第三期浙江省高职院校 

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为提高我省高职院校新教师基本师范教育技能和职业

教育教学能力，经研究决定委托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举办浙江省高职院校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班，以

下简称宁波班或金华班。请各校根据需要自行选择宁波班或

金华班，积极组织新教师参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地点 

宁波班:宁波嘉和大酒店，见附件 1。 

    金华班: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见附件 2。 

二、培训主题 

高等职业院校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三、培训时间 

宁波班：2019 年 9 月 1 日—11 月 3 日；其中 9 月 1 日

—9 月 8日、11月 1 日-11 月 3日为集中培训。 

金华班：2019 年 9 月 1 日—11 月 24 日；其中 9 月 1 日

-9 月 8 日、11月 22 日-11 月 24 日为集中培训。 

四、培训费用 



3500 元/人（不含住宿费、交通费等费用，由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或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开具培训费收据） 

五、报名方法 

宁波班：请访问下列网址，选择“2019 年浙江省高职院

校 新 教 师 培 训 宁 波 班 ” 进 行 在 线 报 名 ：

https://www.modernedu.com/pxbm_list.aspx。 

金华班：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报名。 

 

 

 

 

宁波班、金华班的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年 8 月 20 日。 

六、培训联系人 

宁波班：胡老师（电话:13429301419，QQ::2579321174） 

金华班：何老师（电话：0579-82232586 15958459357） 

七、培训日程安排 

宁波班：见附件 1，宁波班培训方案。 

金华班：见附件 2，金华班培训方案。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师资管理分会    

                      2019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modernedu.com/pxbm_list.aspx


附件 1              宁波班培训方案 

一、培训地点补充说明 

培训地点与报到地点均在宁波嘉和大酒店（地址：宁波市海曙区

新典路 108号，电话：0574-83876105，0574-87169999）。 

二、宁波班培训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 主持/主讲 

第一阶段：集中培训  

9月 1 日(周一) 
报到（携带笔记本电脑和拟任教课程有关资

料） 

胡静琼、兰春霞 

9月 2日

(周二) 

9:00-11:30 讲座：以生为本的课程与教学改革 任君庆 

14:00-16:30 讲座：任务型课程整体设计 叶鹏 

9月 3日

（周三） 

9:00-11:30 讲座：任务型课程单元设计 叶鹏 

14:00-16:30 基于项目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分享 李婷 

9月 4日

（周四） 

9:00-11:30 作业：任务型课程整体设计  

14:00-16:30 基于活动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分享 孙轶婷 

9月 5日

（周五） 

9:00-11:30 

学员代表分组汇报课程整体设计（每人汇报

10 分钟，可主要汇报构思及任务设计，评

委点评 5分钟） 

周亚/曹勃/李婷

/张海英/姒依萍

/孙轶婷 

14:00-16:30 
作业：在完成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完成一个单

元设计 

 

9月 6日

（周六） 

9:00-11:30 PPT课件的设计与制作 李欢 

14:00-16:30 移动教学与翻转课堂教学案例分享 兰春霞 

9月 7日

（周日） 

9:00-11:30 分组课堂实战（每组 10 人左右，每人实际

授课 40分钟，小组成员点评 5分钟，评委

点评 10分钟）。 

培训总结 

周亚/曹勃/李婷

/张海英/姒依萍

/孙轶婷 

14:00-16:30 

9月 8日

（周一） 
学员返程 

第二阶段：教学实践（9月—10月） 

1.10月 28日前提交一份自己本学期任教课程的整体设计和其中一次课的单元设计，发送到

下列邮箱：yehpeng@nbpt.edu.cn。 

2.课程设计文件的命名格式： 



XX学校-XX教师-《XX课程》整体设计.docx 

XX学校-XX教师-《XX课程》单元设计.docx 

第三阶段：经验交流 

11月 1日 

（周五） 
14:00-20:00  报到（宁波嘉和大酒店） 

胡静琼、兰春霞 

11月 2日 

（周六） 

9:00-11:30 
学员代表课堂教学设计与展示（从提交的课

程设计中选择） 

叶鹏 

13:30-15:00 分组研讨：从站上讲台到站好讲台 
叶鹏、姒依萍等 

15:15-16:00 研讨汇报（每组汇报 10分钟） 各小组代表 

16:00-16:30 研讨总结 叶鹏 

11月 3日 

（周日） 

9:00-11:30 专家报告：基于学习科学的教学设计 张振笋 

下午 返程 

 

三、教育部职教师资培训宁波基地（宁职院教师培训学院） 

宁波基地设立于 2002年，已积累了十七年的职教师资培训经验，

根据高职院校建设和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规划培训项目，面向全国高

职高专院校开展教师教学能力培训、信息化教学、专项技术培训、辅

导员培训及管理干部培训。截至 2018年 12月，本基地已举办 420多

个师资培训班，培训教师 37500余人，学员遍布全国 31个省、市、

自治区的 1200余所中高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培训经验，培训效果

获得诸多院校的认可，培训团队的足迹已覆盖 30个省、市、自治区

的数百所院校，在高职教师培训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附件 2              金华班培训方案 

一、培训地点说明 

培训地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报到地点：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招待所（金华市婺州街 1188号，

位于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于 2019年 3月投入使用，距离学校

教师发展中心 200米、金湖餐厅 50米，电话：0579-83906888） 

二、培训日程安排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主持部门/ 

培训教师 

第一阶段：夯实基础（9 月 1 日至 9 月 8日） 

9月 1日 

（周日） 

8:30-11:30 
报到 

（自带电脑和移动存储设备、任教课程基础教材） 

师范学院 

继教部 

14:00-14：30 开班典礼 人事处 

14:40-16:30 高职院校发展的新特点和教师生涯规划 成军 

9月 2日 

（周一） 

8:30-11:00 基于教育心理学基本原理的有效课堂建设 纪红霞 

14:00-16:30 
从基本规范到教学艺术—论教师的教育学和心

理学素养 
邢秀凤 

9月 3日 

（周二） 

8:30-11:00 高职课堂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 赵敏笑 

14:00-16:30 
智慧课堂教学活动观摩与基于项目的实践 

(考核项目 1) 
余俊帅 

9月 4日 

（周三） 

8:30-11:00 高职学生心理与思想动态研判 王芳 

14:00-16:30 高校教师心理健康与职业幸福 章波娜 

9月 5日 

（周四） 

8:30-11:00 教学设计与教学改革案例分享 待定 

14:00-16:30 基于实际问题解决的教学改革课题介绍 张雁平 

9月 6、7日 

（周五、周

六） 

8:30-11:00 

工作坊分类实践 1：（根据报名情况按专业大类分组进

行教学实践） 

1.教师类工作坊：基地教学案例观摩、完成指

定项目设计 

2.辅导员类工作坊：学生意识形态教育、职业

生涯规划设计项目观摩、完成指定项目设计 

1.相关专业的

示范性基地负

责人 

2.学生思政课、

职规课等课程

组资深教师 

14:00-16:30 

9月 8日 

（周日） 
8:30-11:00 

工作坊分类实践 2： 

制作说课 PPT，分类课堂实践并进行说课 

(考核项目 2) 



14:00-16:30 学员返程  

第二阶段：教学实践（9 月至 11 月） 

综合运用集中培训所学内容，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期间完成下列作业，并于 11月 15

日发送到邮箱：328117122@qq.com 

1. 专业课程的连续四课时的教学设计(文件命名为：学校+姓名+课程名称) 

2. 教师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文件命名为：学校+姓名） 

第三阶段：分享提升（11月 22 日至 11 月 24日） 

11月 22日 

（周五） 
14:00-16:30 报到 师范学院继教部 

11月 23日 

（周六） 

8:30-11:00 “我的教学故事”与职业成长 纪红霞主持、专家团队点评 

14:00-16:30 
“四课时”教学设计交流及点评 

(考核项目 3) 
樊丰富主持、专家团队点评 

11月 24日 

（周日） 

8:30-11:00 
职业生涯规划交流与点评 

(考核项目 4) 
王理凡主持、专家团队点评 

14:00-16:30 学员返程  

 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发展中心是学校集中开展校内外教师交流、培训、研讨、

咨询等活动的场所，覆盖教师能力培训、教学咨询服务、教学改革研

究、教学质量评估、示范辐射引领等五大功能。中心面积 1400平方，

耗资 260万元，建有研讨室、培训室、休息室、备课室、微格室等功

能室。目前，中心已累计承担国家、省级项目化培训、主题会议，及

兄弟院校中层干部培训 30余项。本次培训，师资力量主要邀请学校

师范学院的高级职称教师组成，具有扎实的高职教师教育教学理论实

践和研究基础。学校师范学院是教育部学前教育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基

地、浙江省高校招生职业技能考试学前教育专业考试主考单位、浙江

省教育学会小学(幼儿)教师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