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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验收登记表

项目类别： 省高职教育精品开放课程

项目名称： 大学英语视听说精品视频开放课程

所在学校（公章）：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负责人（签名）： 梁宸

项目参与人：何丽婵、徐健、曾雯洁、李政、陈琴

珍、陈小敏、李丽诗、黄平、王健民、骆杰文

立项时间： 2015 年 9 月 11 日

填表时间： 2022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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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限 500 字以内）

本课题自 2015 年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在组长的带领组织下开始了历时三

年的研究建设；制定计划、构思方案，搜集资料，建设平台与资料库。到 2018

年 9 月，课程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对课题的完成进行总结。

课题组按照计划逐步开展课程建设，包括教材选用，集体备课，在线学习

硬件准备，在线交流平台建设，以及课外学习资料更新。

1、视听说在线学习课程应用完成情况（含课件、视频材料、听力训练、考核试

题库等）。

本课题是在“大学英语视听说精品课程资源共享建设”校级课题研究的基础

上申报的。从 2015 年 9 月立项以来，我们首先根据《新时代交互英语 1》的教材

特色，完成了教材的教学大纲和教案的撰写，定下了视频课程的主题框架结构；

然后召集课题组成员集体备课，完成了该教材的课程课件，并结合课程视频与听

力材料运用到课堂教学当中去。确保试题覆盖足量知识面，让学生不仅是应试，

更是进行知识的复习与累积。

为了实现教材应用方面的从普通高校教材向职业英语方向的靠拢，我们在

2015 年 3 月我们采用了新教材《新发展职业英语》，连续两年与新时代交互英语

交替使用，使学生的英语知识结构从日常生活情景教学过度到职业英语的文化礼

仪方面的学习。随着现代教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从 2017 年 9 月开始改

用了全新的电脑、手机版并用的高职高专《新贯通应用型技能英语》（基础篇、

职场篇）。我们在修订新的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把微课教学技术、翻转课堂教学

手段、手机端收发作用、成绩评定、学习进程监控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都应用到课

堂教学上，并做好了相关的教学视频录制。并把所有的教学资料与教学视频都公

开到课程网站上。

2、在线交流平台建设：在本课题的研究试验中，我们进行了直观语言基础教学

资源建设，包括视频、图文直观教学课件建设，通过软件应用的方式进行共享，

因而引进了与教学实践密切相关的教学软件，比如大学英语作业、考试管理平台、

引进并自己开发相关的试题库等帮助学生通过电脑题型训练来提高自己的速度

和应试能力。其中最贴合现代学生学习关注习惯的“微信公众号”--“Dr.Leo 微

信公众号”建设最为成功，从 2015 年 9 月至今，每天早上 7点半更新一个英语

学习推文和一个英语音频。目前关注人数已达一万人，每天活跃用户大概有 2千

人次左右。

3、课外学习资料更新与关联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从 2017 年开始建设《走近美国》、

《模块化英语听说教程 1》，到 2018 年建设《实用英语语法》、《基础英语口语

900 句》，《英语诗与歌》等，利用趣味英语、短故事、歌曲、诗歌等进行课外

英语拓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同时，继续增加了 10 套大学英语应用

能力考试试题到试题库内，总共有 30 套试题。

4、在 2022 年 4 月，在网络学习平台新增了 5套往年考试真题与相对应的答案解

释，向学生提供了一个快捷方便的练习库，为他们在通过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做好

了应试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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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任务和目标完成情况1

应完成要点数（个） 已完成要点数（个） 完成率（%）

21 26 100

申报书（建设任务书）

列出的主要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任务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建设任务

（分条列举）

1. 《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

说 1》在线学习课程内容 6

项

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案、

课件、视频材料、听力训练、

课堂教学录像

2．《新贯通应用型技能英

语--基础篇》在线学习课程

内容 6项

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案、

课件、视频材料、听力训练、

课堂教学录像

3．《新贯通应用型技能英

语--职场篇》在线学习课程

内容 6项

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案、

课件、视频材料、听力训练、

课堂教学录像

4. 关联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英语诗与歌》、《实用英

语语法》、《基础英语口语

视频教学》

5. 课程考核 考核试题库 30 套题

6. 互动天地

英语歌曲、校园英语广播电

台、Dr. Leo 校园英语微信

公众号、“小爱咖啡”微信

在线互动

申报材料中所列的

建设举措和建设目标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经落实的

建设举措和已经实现的目标

（分条列举）

尚未实施的举措

和未完成目标

（分条列举）

1. 分三期建立大学英语视

听说精品视频开放课程网

站

上传课程相关信息、课件资

源、微课视频资源、教学录

像、试题库资源。

2．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合作，

及时分享国内外网络上同

类教学资源。

拓展课程： 《走近美国》、

《地道英语口语》、《基础

英语口语 900 句》

3. 与其他兄弟学校合作，

开发与整理高职类行业英

语的教学资源。

拓展课程： 《经管英语》、

《护理英语口语》、《模块

化英语听说教程 1》、《文

秘英语口语》

1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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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期成果达成情况2

申报材料中所列预期成果

（分条列举）

现阶段已完成的建设成果

（分条列举）

尚未完成的预期

成果

（分条列举）

1.课程简介 2份 1.课程简介 2份

2.课程标准 3份 2.课程标准 4份

3.课程计划 3份 3.课程计划 4份

4.课程教案 3份 4.课程教案 4份

5.教学课件 22 个 5.教学课件 50 个

6.课堂教学视频 30 个 6.课堂教学视频 52 个

7.大学英语主干课程 3门 7.大学英语主干课程 3门

8.课程微课视频 45 个 8.课程微课视频 85 个

9.学生作业视频 10 个
9.学生作业视频 18 个

学生作业 PPT 10 份

10.走近美国视频 20 个 10.走近美国视频 20 个

11.地道英语口语 24 篇 11.地道英语口语 24 篇

12.英语诗与歌 PPT 10 份 12.英语诗与歌 PPT 10 份

13.模块化英语听说一 1门 13.模块化英语听说一 1门

14.《护理英语口语》10 篇 14.《护理英语口语》10 篇

15. 实用英语语法 34 篇 15.实用英语语法 34 篇

16.试题库 1个 30 套
16.试题库 1个 30 套

英语二级作文 40 题 1 套

17.基础英语口语 900 句 1 篇
17.基础英语口语 900 句 1 篇

参考口语课视频 2个

18.英语歌曲 MV 10 个 18.英语歌曲 MV 10 个

19.网络学习友情连接 5个 19.网络学习友情连接 5个

20.《文秘英语口语》15 单元 20.《文秘英语口语》15 单元

（项目主要成果目录，需提供实证或佐证材料，材料另附）

1、大学英语精品视频网络课程资源：《新时代交互英语视听说 1》、《新贯通应用

型节能英语--基础篇》、《新贯通应用型节能英语--职场篇》。

2、拓展网络课程：《模块化英语视听说教程 1》、《英语诗与歌》、《走进美国》、《使

用英语语法》、《护理英语口语》、《文秘英语口语》、《地道英语口语》、《基础口语

教学视频 1、2》、试题资源库等。

3、竞赛成果：项目组每年都会组织校内英语口语大赛和英语写作大赛，精心挑

选人才，为省一级的竞赛做好人才准备；并继续承担全学院非英语专业等级考试

培训工作、非英语专业英语口语大赛与写作大赛的培训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改

进培训方法与丰富的配套训练内容，使我们学院的学生每年在参加省级英语口语

2 本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添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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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和写作大赛中都能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好成绩。另外，项目组的老师还参加了

2019 年 3 月举办的校内“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并以优秀的成绩成功晋级了省级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4、论文成果：

(1) 、《大学英语视听说之口语策略探讨》 何丽婵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1）

(2) 《认知语言视觉下英语诗歌中的隐喻解读》 何丽婵 全国核心期刊《短篇

小说》（2018-2）

(3) 《基于职业能力导向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分析》 何丽婵 《课程教育研究》

（2018-5）

(4) 《大学英语课堂如何融入职业素质教育》 何丽婵 《现代职业教育》

（2018-6）

(5) 《如何利用心理学认知规律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效果》 何丽婵 《当代

旅游》（2018-8）

5、教材成果：

（1）、《模块化英语视听说 1》 主编何丽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新起点职业英语听说教程 1》 主编何丽婵、詹桂辉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3）、《新起点职业英语读写教程 1》 副主编张晓青 李淑平 周电红 何丽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6、更新课题网站建设成果：在完成了课题申报材料中所列预期成果后的两年内，

陆续地在课题网站上新增了试题，包括五套（2019 年-2021 年）大学英语 B级真

题与答案解析和两套（2021 年 6 月与 12 月）大学英语四级真题与答案解析；新

增了 9个学生作业视频；新增了一个新栏目“优酷栏目 open language ”，里面

有 12 个摘自“www.openlanguage.com”的英语口语知识小视频；也新增了近两

年来项目组成员老师指导学生参赛的各种获奖证书图片。

四、项目建设水平

（包括：项目建设质量、成果应用情况、在全省的示范点和推广情况等）

一、校外专家、行业企业专家、校内督导及学生评价

1、校外专家：课程资源丰富，英语学习资料与时俱进，更新速度快。全新的

教学理念、崭新的教学模式、高品质的教学资源和科学的教学管理。

2、行业企业专家：遵循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强调教材内容从学生的学习

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发展学生

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3、校内督导：我们从 2015 年 7 月开始在全院不同的系部抽出 14 级的 9个实

验班进行了期末统一机考的实验，并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学生办证率达到 66%，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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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们学院的英语教学水平在全省同类学校中也是比较领先的水平。并受到省教育

厅相关领导的好评，也说明了我们学校的英语水平不会落后于省内其他同类院校的

教学水平；通过第三方出题考核的方式，我们对学生的英语水平可以有一个更加客

观的认识。

4、学生评价：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实现英语教学。教

师能从旁引导，以学生为主导实现课堂教学。

本精品课程运用了现代信息化手段，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实现英语教学，有利提高

英语教学质量。教师从旁引导，以学生为主导，一学生发展为本，实现课堂教学，

激发学生的兴趣。课程资源丰富，英语学习资料与时俱进，更新速度较快，有利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

二、成果应用和推广情况

网络平台的建设、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与网络共享及信息化教学的应用，吸引

了大量学生参与线上线下的教与学，目前课程网站的浏览人数达到 12 万多人次，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优质的学习平台。各方面的效果初见成效：

1、通过第三方出题考核的方式，比较客观的反应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英语

的效果。2017 年 7 月的 16 级大学英语期末考试采取期末统一机考，参加了省教厅

组卷的“大学生职业技能认证考试”。考试的结果显示，实际有成绩的学生是 2994

人，平均分是 59.8 分，及格率是 61%，受到省教育厅相关领导的好评。

2、微信公众号：“Dr.Leo”的 建设，除了每天更新的英语音频，还注重体察

学生学习身心的需求，从学习的目标及策略、心理健康的理念、以及为人处世的策

略等方面每天更新文章。学生喜闻乐见，目前关注人数已达一万人，每天活跃用户

大概有 2千人次左右。

3、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及信息化教学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

通过校内教学反馈系统的网络反馈显示，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为优良，得到了学生的

肯定。

4、以赛促学。项目组每年都组织校内英语口语大赛和英语写作大赛，精心挑

选人才，为省一级的竞赛做好准备，并继续承担全学院非英语专业等级考试培训工

作、非英语专业英语口语大赛与写作大赛的培训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培训方

法与丰富的配套训练内容，使我们学院的学生每年在参加省级英语口语大赛和写作

大赛中都能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好成绩。2019 年 5 月 18 日我院学生参加了省岭南杯

写作大赛，喜获一个二等奖、一个金笔奖、两个三等奖以及优秀团队奖。2021 年

11 月，李政老师指导的学生卢海玉和梁宸老师指导的学生苏颖军在“2021 外研社

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省赛中分别荣获非专业组一等奖和三等奖。

5、在教学成果推广方面，大学英语教学团队一向注重加强兄弟院校之间的学

术交流。教学改革多年来，先后有广州市外国语协会、广东理工职业技术学院、顺

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城市建设

学院等院校的外语院系领导和老师到我院了解《新时代交互英语》的使用情况，交

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经验。此外，我们大学英语教研组于 2017 年 11 月 3 日到广州

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展开了翻转课堂教学法观

摩交流，并进行了教学经验交流活动，为我们的课题研究及成果推广应用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通过《大学英语视听说精品视频开放课程》的网站平台建设，我们奖不

断吸收各兄弟院校的教学经验精华，把课程建设水平推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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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费落实和使用情况

申报时承诺的

项目建设总经费

（万元）

已到位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到位率

（%）3

已支出

建设经费

（万元）

资金支出率

（%）4

5 5 100% 4.5 90%

申报材料上的经费使用方案

支出科目（含配套

经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50000 按学院科研处相关文件规定

1.图书资料费 10000 购买资料与发表论文

2.调研会议费 5000 资料收集、调研经费

3.仪器设备费 10000 购买音像设备或移动硬盘

5.差旅费 5000 出差报销

6.专家咨询费（含

评审、鉴定）
5000 专家评审与鉴定费报销

7.人员费 15000 接待报销、视频录制

合计 50000

经费实际收支情况（请具体列出项目经费收入细目和项目支出细目）

1、2015 年，我们的课程建设主要是让老师们开展听课与录制教学视频的任务，

老师的录课补贴由校级课题经费垫付约 0.3 万元。

2、2016-2017 年，我们开始实施高职高专职业英语课程改革，并开始建设网络

AB 级大学英语考试试题库，每个老师分别录制试卷的电子文档。完成《新时代

交互英语》课程资料以及录制教学视频的费用和前期试题库建设等前期费用已

由校级课题经费垫付约 1.2 万元，其余的网络课程制作费用由学院网络中心的

育清公司垫付了部分费用。

3、2017-2018 年，我们的课程建设主要是丰富试题库的建设内容，添加了职业

英语认证能力考试试题库，增加了《新贯通应用型技能英语》的网络课程建设，

网络更新建设的费用由网络中心（育清公司）支付了 1.5 万元校级课题经费。

3 资金到位率=已到位建设经费/申报时承诺的项目建设总经费。
4资金支出率=已支出建设经费/已到位建设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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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2019 年，我们的课题研究主要用于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支付参赛

培训、视频制作与 PPT 资料制作等经费 0.98 万元；课题研究资料整理、课程视

频制作、教师教学能力竞赛工作量补贴等合计教师劳务费用共 1.43 万元；微信

群活动与服务、微信公众号服务、校园电台服务等费用支出共 0.25 万元。校内

专家验收费 0.32 万元，购买教师教学设备等支出 0.10315 万元。

5、2022 年 4 月中旬，我们的课题重心转入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派遣了五位老师

参加了广东省职业教育研究院主办的《2022 年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实战技能

高级研修班》，课题经费支付了 0.69 万元的培训经费。同时，这五位老师也负

责了课题网站真题题库的建设，支付劳务费 0.195 万元。课题组有 7 位专任老

师，为其购买教学电子设备 0.2972 万元。广州校圆摄影服务有限公司协助了网

站的更新，支付费用 0.05 万元。这次总共是使用经费 1.2322 万元。

6、2022 年 5 月，在进入结题最后阶段，课题组成员最对课题资料进行最后整理

与归纳，支出人员劳务费 0.306 万元；为了项目的后续建设，购买了第三方公

司--广州校圆摄影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课程录制制作”等服务，支出经费 0.15

万元。

经费支出表

支出项目内容 支出金额（万元） 结余（万元）

教学资源建设费（教学

能力竞赛资料制作）

0.98

教学设备费（含微信公

众号服务费）

0.19765

人员劳务费 1.68

校内验收专家费 0.32

会议费（线上培训） 0.69

二次人员劳务费 0.195

网站资源更新费 0.05

教学电子设备费 0.2972

人员劳务费 0.306

后续课程录制制作费 0.15

合计 4.86585 0.13415

课题经费总共使用 4.86585 万元，结余 0.13415 万元；课题经费使用率达

97.317%。

（学校财务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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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后续建设规划（限 500 字以内）

（可以填写后续建设设想或应用推广计划等）

为配合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制造强国建设等战略，实现强国梦想，满足我国

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助力地方区域经济建设，必须深化改革大学英语教学。

一、调整大学英语的教学定位。

今年政府报告中提到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因而大学英语除提供基础大学

英语教学的基础上，积极展开职业英语教学，使高职学院的毕业学生具备对职场

环境、办公设备、业务流程等相关职业英语的学习与训练。此外，也应提供以就

业为导向的中长短期的英语培训。如高职专本对接，各类接单式的职业英语培训。

二、继续建设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网络学习测试学分。

提供高品质的网络学习资源，建立配套练习，完善评分体系。学生看完讲座

视频后，需要做一些互动练习，提交作业，然后参加小测试或考试，然后由系统

直接改卷给出分数。网络学习测试的成绩纳入学分系统。

三、更新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管理。

我们通过开展各种英语教学竞赛活动，比如大学生英语口语大赛、写作大赛

等，以赛促学，激活学生学习与探讨的兴趣。结合职业教育面临的形势任务，遵

循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从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倡导

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发展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在校内组建学

生英语共读协会，英语写作协会，英语口语角，英语讲座、英语电影分享会、模

仿秀等。使大学英语活动成为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加强对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培训，打造一支无论专业水平或是教学水平都

具有行业优势的师资队伍。

结合现今线上培训的便捷，从 2020 年开始，每一年的寒暑假与节假日，均

适当组织安排课题组成员老师参加各种含金量较高的培训讲座；例如复旦大学出

版社主办的“外语教研大讲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英语专业课程提

质与教研能力提升”讲座、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培训

系列讲座”等等。曾雯洁老师在学习了各项培训讲座后，积极参加了由广东省高

职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2020 年广东省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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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其团队的其他四位成员老师一起荣获特等奖；而后晋级参加“首届全国高等

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并与其团队的其他四位成员老师一起荣获一等奖。

在 2022 年 3 月，由课题组成员徐健老师牵头，陈小敏老师与李丽诗老师响

应，组成了一个小组参加本学院组织的校内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为日后参加省级

的教学能力比赛磨炼艺技。同时，为了能跟好地提高自身水平，该小组成员与另

外三名老师，李政老师、梁宸老师与曾雯洁老师参加了由广东省职业教育研究院

主办的“2022 年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实战技能高级研修班”线上培训。其中，

曾雯洁老师与梁宸老师将计划于 2023 年组队参加校内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五、未来三年（2021-2023）后续建设情况与计划。

在 2021 年 5 月，结合课程项目主题，课题负责人梁宸老师联合课题组成员

组织全院学生参加了由广东外国语协会主办的《广东省高职院校 MOTALK 英文晨

读大赛》第二届线上比赛，取得了令人较为满意的成绩。其中 20 级数字媒体应

用技术 1+2 班荣获“晨读十佳示范班级”；全院参赛学生中，李婷同学、陈莹同

学、梁泳同学、陈景豪同学与罗民治同学，总共五位同学荣获主办单位颁发的

“MOTALK 达人奖”。课题组为了鼓舞各位参赛学生与指导教师，给校内排名前

28 的同学颁发了校内等级证书、其对应指导教师颁发了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同期，课题组成员徐健老师在校内组织了一次全院的英语写作比赛，并从参

赛学生中获得一等奖的选手中，选取了两位参加同年 11 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主办的“外研社 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的省赛。省赛成绩

喜人，其中李政老师指导的卢海玉同学荣获一等奖、梁宸老师指导的苏颖军同学

荣获三等奖。为了再接辉煌，提升全院师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以赛促学，2022

年的英语写作比赛将会继续由徐健老师负责，并在 2022 年 5 月下旬组织比赛。

同时，由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和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外教社 词达人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的

省赛即将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拉开帷幕，届时将由课题组成员老师挑选校赛中排

名靠前的九位选手代表学院参加省赛。

在未来三年的教学建设中，将会继续与广州校圆摄影服务有限公司合作，持

续对网站进行维护与更新，包括教材与教学视频的更新、学生学习视频与学生作

品的更新、真题题库（包括大学英语 B级与大学英语四级）的更新、英语知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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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更新以及学生各种参赛项目与获奖情况的更新。同时，将会每年在校内举

办举办全院的英语口语比赛以及各类型的英语比赛，挑选好的苗子参加省赛，乃

至国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共同发展《大学英语视听说》精品视频开放课程

项目建设不停歇。

七、项目负责人承诺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无误、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签名： 梁宸

2022 年 5 月 6 日

八、项目校内结题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

校内结题评审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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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学校验收专家组意见（需附结题实证材料）5

学校验收专家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位 联系方式

1

2

3

4

5

….

校内结题和验收是否合并开展 是 否

专家组意见（200 字以内）

十、项目校内管理部门意见

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5 仅委托学校组织验收的项目，需要填写本部分表格；各高职院校受省教育厅委托组织开展省级验收时，

可将校内结题和省级验收结合起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