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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结题验收登记表

项目名称：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研制

负责人（签名）：

项目承担学校（盖章）：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项目参与单位：清远市人民医院、清远市中医院、清远百

姓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蟠龙园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2 年



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药学专业教学标准、 调研报告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一、项目研究报告

“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研制”研究报告

二、调研报告

（一）药学专业扩招学生学情调查报告

（二）高职扩招药学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调研报告

三、教学标准

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

四、论文

陈法才，高职扩招背景下基于 OBE 的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教育与学

习》，2021（8）

五、其它

（一）管理制度：药学专业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试行）

（二）参编出版教材：《药物化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679-1695-1，副主编，出版日期：2021 年 1 月。《药物制剂技术（第二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ISBN：9787122382863，参编，出版日期：2021 年 4 月。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1.形成药学专业扩招学生学情调查报告

通过问卷设计，借用问卷星平台开展学情调查，回收问卷 174 份，重点对高职扩招

药学专业学生入学时的学业水平、专业背景、工作特点、技术技能基础、信息技术



应用、学习目的和心理预期等深入调研，充分了解学生主，其认知特点、认知风格、

学习动机与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基本信息，为“以学定教”提供重要依据。

通过学情调查与分析，形成成果《药学专业扩招学生学情调查报告》，为科学

设计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准确定位专业就业面向提供了重要依据。

2.形成高职扩招药学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调研报告

通过电话采访在药学服务、药品营销与管理、药品生产与检验三个职业技术领

域分别选取工作经验丰富、专业背景和知识面广的行家里手 2-3 名通过电话采访方

式，记录三大领域典型工作任务，岗位工作总体要求和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需

求等。通过网络招聘信息查询、医药行业发展与趋势统计数据查询，了解医药行业

需求变化趋势和不同类型企业对岗位技术人才需求变化情况。通过个案考察对有些

课程的设置和实验项目的开设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主要调研对象为清

远及周边地区二、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二级甲等中医医院、二级甲等以上妇幼保健

院；医药经营企业（含连锁药店）、社会药店，清远及周边区域有一定知名度的资

深药学专家，药学部主任或副主任、资深药店店长、医药批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网

络招聘平台、各类行业发展数据发布平台等。

通过调研深入了解了广东省医药行业的现状、发展趋势，药学专业人才需求变

化情况、药学专业的主要就业岗位、典型岗位工作任务对学生核心技能的具体要求、

所需的知识结构等，形成了《高职扩招药学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调研报

告》，为进一步确定我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规格（知识、能力、素

质需求）、为本专业课程体系构建、教学组织模式与课程教学方式设计、基本教学

资源配置、学习成果认定、考核评价方式制定、积累和转换的规则制定等提供了重

要依据。

3.完成《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形成研究论文

参照教育部发布的高职院校药学专业教学标准体例，基于学情调查与岗位知识、

能力、素质需求调研，按照本课题“基于 OBE 理念”研究思路与策略，编制完成了

《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结合我校实际和扩招学生来源、现工作岗位实际，

确定了“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职业面向”“毕业条件”“课程体系及核心课

程”“课程教学安排”等基本信息，同时从“教材选用”“教学组织建议”“考核

评价方式建议”“课程学分互换参考”等方面提出“专业人才培养实施建议”，从

“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资源”三个方面提出专业人才培养实施条件保障

建议。基于此，项目组形成了研究论文“高职扩招背景下基于 OBE 的药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构建”发表于期刊《教育学习与研究》2021 年第 8期。

4.制定形成《药学专业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试行）》



为了更好的在专业教学过程体现与实施 OBE 理念，更好的在药学专业实施基于学习

成果的认定与转换，基于《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见》

（教改〔2016〕3 号）、《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实施意

见（试行）》（粤教高〔2019〕10 号）、《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

办法》（清职院教〔2021〕39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本项目组研究制定了《药学专

业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试行）》，从“学分认定和转换总体要求、学分认定

与转换范围、学分认定和转换标准、学分认定与转换程序”等方面进一步细化成果

类型、要求、转换成绩记录等工作实施细则，更好的推动本专业学生学习成果的认

定与转换工作。

5.出版专业基础课程《药物化学》教材编写

为更好的实践研究高职扩招学生的教学实施，课题组作为副主编单位联合湘潭

医药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遵义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等 15 所学校共同编写了教材《药物化学》，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

社出版，ISBN：978-7-5679-1695-1，该教材于 2021 年 1 月正式出版。

参加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织编写的《药物制剂技术（第二版）》编写，于 2021

年 4 月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ISBN：9787122382863。

二、主要特色

本课题研究成果的主要特色是“基于 OBE 理念，以学情调查分析、职业岗位知

识、能力、素质需求调研为依据，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构建课程体系，制定

教学实施基础与保障，形成了适应高职扩招生源特点、与岗位需求吻合度高、人才

培养实施操作性强的专业教学标准”。

1. 项目研究针对性强。基于成果导向，结合高职扩招生源特点开展学情调查，

确定了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形成高职扩招生源的药学专业教学标准，使人才培养

更加具有针对性。

2.基于药学专业主要职业工作领域和典型工作任务的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调

研与分析，构建了基于 OBE 理念的、与岗位需求契合的课程体系。

3.基于成果导向人才培养实施工作实际需要，制定《药学专业学分认定与转换

实施细则（试行）》，进一步保障了学生学习成果的认定与转换。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基于 OBE 理念的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研制”项目研究报告

2.药学专业扩招学生学情调查报告

3.高职扩招药学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需求调研报告

4.高职扩招药学专业教学标准

5.论文高职扩招背景下基于 OBE 的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陈法才，《教

育与学习》，2021（8）

6.药学专业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试行）

7.《药物化学》教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ISBN：978-7-5679-1695-1，

8.《药物制剂技术（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ISBN：9787122382863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药学（高职扩招） 174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本项目研究主要应用于高职扩招药学专业人才的精准培养上，为保障人才培养

质量，为医药卫生行业输送优秀人才，推动清远及周边区域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提供

支持。研究成果应用及效果如下：

1.应用于我校 2020 级高职扩招药学专业学生，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与清远市基

层医药卫生一线工作需求无缝对接，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实施与安排，用人单位在

不减少工作人员的前提下不断提升了一线药学工作人员的素质与技术技能。学生在

本课题的培养理念实施过程中不断的提升了专业技能、积累了专业知识、提升了能

药学职业综合素养，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职业发展可能，为高质量高薪再就业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本课题研究方法、路径及成果为学院全日制在校的药学、药品生产技术、药

品经营与管理等相关专业在人才培养教学标准制定方面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可借鉴的

有效开发路径。

3.本课题研究实践的“基于 OBE 理念的人才培养”为学院甚至其它学校的专业

人才培养在基于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的实践方面提供了可遵循的经验。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陈金辉 教授 生物工程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陈绍初 高级工程师 药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邓雪萍 讲师 微生物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张黎黎 执业药师 中药制剂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黄自通 执业药师 药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戴必胜 教授 生物学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刘细群 讲师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常惠礼 执业药师 药学 清远市人民医院

朱卫星 主任药师 中药学 清远市中医院

郭彩娥 副主任药师 中药学 清远市中医院

许欣 人力资源管理师 行政管理
清远百姓大药房连锁

药店有限公司

本人确认本表内容真实、准确，没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

项目主持人（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经费决算情况

本项目总经费为 3万元，全部为学校自筹经费，到位率 100%。根据学院经费使

用相关规定，项目建设已完成相关任务，截止目前经费支出情况如下表：

支出项目 经费（元） 支出说明

项目开题专家咨询 1250 开题报告审议专家费用

专题培训 1180 项目组成员参加培训

学情调研 8500
课题组成员开展调研、资料整理、报告

编制等

设备与材料费 6642 课题研究设备（电脑、移动硬盘等）

人才需求调研 4000
课题组成员开展调研、资料整理、报告

编制等

待支付费用 8428
结题专家费用、项目资料打印印刷费用，

版面费，会务费，课题进一步研究等

项目主持人：

（学校财务盖章）



学校结题或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 职称/职务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长签章

年 月 日

学校负责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表格不够可另附纸。2.须附项目成果材料原件，无法提供原件的，由学校教

改项目管理部门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