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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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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我省高职院校新教师教学能力，经研究，我会决定委托教育部职教师

资培训宁波基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教师培训学院)举办浙江省高职院校

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班，请各校组织教师参训。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机构 

本次培训由教育部职教师资培训宁波基地承办。 

宁波基地设立于 2002 年，由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独家承办，是职业教育领域有

影响力的专业培训机构，已积累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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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宁波基地已举办各类师资培训班 446 期，为全国各地 1200 余所中职、高职、

技师学院培训教师 38800 余人，影响并促进了全国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十二五”期间，宁波基地为全国高职院校举办了 20 余期骨干教师国家级培

训班(列入教育部财政部支持计划)，培训主题涵盖职业教育项目化课程设计及实

施、信息化教学的设计、开发与实施等。 

十多年来，宁波基地为全国各地百余所兄弟院校定制了师资培训项目，如“项

目化教学改革”、“信息化教学”、“有效课堂的建设与认证”等，这类培训实际上是

相关学校实施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的前奏，在培训结束后实施相应的教育教学改革

项目，并邀请我校职教专家跟进指导。例如，2010 至 2017 年，为山东省 20 余所

高职院校提供了师资培训，分批指导全体教师进行项目化课程设计，开展了全员参



 

2 
 

与的职教教学能力测评，有力地帮助这些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转变了传统的教

育教学观念，提高了教师的执教能力，促进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2017 至 2019

年，为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全体教师开展了有效课堂认证的专项培训，并全程指导该

校开展了多批次的有效课堂认证；2018 年，指导辽宁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有效

课堂认证；2018 至 2019 年，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分批次开展“任务型课程设

计与实施”培训；2016 至 2019 年，连续为重庆航天职业学院分批次提供“有效课

堂的建设与认证”培训；2016 至 2019 年，连续为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分批次提

供“任务型课程设计与实施”培训。 

宁波基地还对口支援了中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工作。2010至2012年，

对口支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多批次开展项目化教学改革培训；2017 年，对口支

援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管理干部培训、教师培训及辅导员培训，指导

了骨干教师的课程设计及课堂教学改革；2018 至 2019 年，对口支援贵州黔西南民

族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管理干部培训及信息化教学培训、专业建设培训、有效课

堂建设培训。 

受浙江省高教学会委托，宁波基地承办了浙江省 2017、2018 及 2019 年高职院

校的新教师培训，培训新教师 520 余人。 

这些培训项目的实施，帮助推动了相关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了相关院校

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也在高职战线确立了宁波基地的品牌效应。 

二、培训地点 

宁波嘉和大酒店（四星级政府定点接待酒店，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108

号，电话：0574-83876105，0574-87169999） 

三、培训内容 



 

3 
 

 宁波基地具有长期为本校及省内外兄弟院校设计并实施新教师教学能力培训

项目的经验。立足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与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改革创新

实践经验，结合 2020 年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重新规划了 2020 年度的新教师教

学能力培训内容。 

首先，引导新教师认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成就，初步了解职

业教育教学的基本特点与规律及其对教师的要求，明确个体专业发展的方向与目

标；在此基础上，紧扣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需要，系统开展专题讲座、案

例分享、名师示范课、作业辅导、课程设计汇报、课堂教学实战点评、分组研讨及

汇报等多种学习活动，学习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首创的职业教育任务型课程设计及

课堂教学基本技能，为便利学员消化吸收培训内容，此次培训特为学员配发新出版

的《有效课堂的建设与认证》、《任务型课程设计案例集》等培训资料（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0 年 7 月第 1版）。 

在新冠肺炎防控常态化且可能长期化的形势下，为帮助新教师学习并掌握信息

化教学基本技能，本次培训还增加了在线课程建设、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等方面

的内容。 

四、培训时间 

2020 年 8 月 23日—8 月 30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12 月 27日。 

五、培训费用 

3800 元/人（含配套培训资料费，不含住宿费、交通费等费用，由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开具培训费收据），请通过银行电汇或报到时以公务卡缴费（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新碶支行，行号：313332082859；户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账号：

5106012200002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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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条件 

（1）2020 年 8 月 23日前 14天内没有去过当前被列为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 

（2）2020 年 8 月 23日前 7天内没有离开过浙江（暑假期间没有居住在浙江省

内的教师，建议提前 14天抵达浙江）； 

（3）健康码为绿码； 

（4）在报到时提交《宁波师资培训基地学员健康状况申报表》（需打印出来亲

笔签名，填报日期为报到前一天）。 

七、报名方法 

请访问下列网址，选择“浙江省高职院校新教师培训”进行在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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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培训联系人 

胡老师（电话：13429301419，QQ：2579321174） 

九、培训日程安排 

时间 活动 主持/主讲 

第一阶段：集中培训 

8 月 23 日（周日） 报到 胡静琼、兰春霞 

8 月 24 日 

（周一） 

8:30-9:00 
开班式（领导讲话、培训安排说明、合

影留念） 
叶鹏 

9:00-11:30 讲座：做合格的高职教师 何明友 

14:00-16:30 讲座：如何打造有效课堂 叶鹏 

8 月 25 日 

（周二） 

9:00-11:30 讲座：如何打造有效课堂 叶鹏 

14:00-15:20 基于项目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分享 陈子珍 

15:30-17:00 基于活动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案例分享 孙轶婷 

8 月 26 日 

（周三） 

9:00-11:30 
作业及分组辅导：任务型课程整体设计

与单元设计 

周亚/曹勃/叶鹏/陈

子珍/姒依萍/孙轶

婷/兰春霞 

14:00-16:30 作业及分组辅导：任务型课程整体设计 周亚/曹勃/叶鹏/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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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元设计 子珍/姒依萍/孙轶

婷/兰春霞 

8 月 27 日 

（周四） 

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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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陈

子珍/姒依萍/孙轶

婷/兰春霞 

14:00-16:30 

作业及分组辅导：课堂教学实战准备

（单元设计、课件制作、在线课程建设

等） 

周亚/曹勃/叶鹏/陈

子珍/姒依萍/兰春

霞/李欢 

8 月 28 日 

（周五） 

9:00-11:30 在线课程建设与混合式教学应用 叶鹏 

14:00-15:20 信息技术助力停课不停学 李欢 

15:30-17:00 疫情期间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周莉莉 

8 月 29 日 

（周六） 

9:00-11:30 
分组课堂实战（每组 10 人左右，每人实

际授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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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陈

子珍/姒依萍/孙轶

婷/兰春霞 14:00-16:30 

8 月 30 日 

（周日） 
返程 

第二阶段：教学实践（9 月—12 月） 

1. 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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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com。 

2. 课程设计文件的命名格式： 

学校名称-教师姓名-《课程名称》整体设计.docx 

学校名称-教师姓名-《课程名称》单元设计.docx 

第三阶段：经验交流 

12 月 25 日 

（周五） 
14:00-20:00  报到 胡静琼、兰春霞 

12 月 26 日 

（周六） 

9:00-11:30 名师示范课 曹勃 

13:30-15:00 分组研讨：从站上讲台到站好讲台 
叶鹏、曹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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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日 

（周日） 

9:00-11:30 讲座：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 姒依萍 

下午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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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师资管理分会 

教育部职教师资培训宁波基地 

 

2020 年 7 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