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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钟月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7年 12

月

部门职务
专业技术

职务
讲师

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手机号码
18925982

677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 2 号南海开放大学，
528200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2006年 7月——现在，就职于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南海开

放大学），担任开放教育专职教师，主要从事法学和英语

学科教学，先后基于电大在线 open 平台和国开学习网

moodle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

2014年 9月——2015年 2月，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电大远

程教育赴英研修项目”委派，在英国莱斯特大学教育学院

研修混合式学习模式。回国以后，积极在学院开展基于

Moodle平台的开放教育混合式学习改革。

2018年 6月——11月，参与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承担的财

政部文化专项“面向职业教育的移动学习服务运营系统”

项目，具体承担了该项目中“基于 moodle平台的资源建设

项目《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项下的所有资源建设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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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一）相关课题

1.2015-2016，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广东省教育

研究院课题，项目负责人），已结题；

2.2016-2018，混合式学习背景下远程教育辅导教师能力建

设（南海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项目负责人），已结

题；

3.2019-2021，基于Moodle平台的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设计

与实施（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远程开放教育科研基金课题，

项目负责人），已结题；

4.2020-2023，基于慕课的开放教育学习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参与人），在研；

5.2021-2023，基于慕课的开放教育混合式学习“金课”研

究（广东开放大学教研教改项目，项目负责人），在研。

（二）相关论文

1.英国莱斯特大学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中国远程

教育（综合版），2015.10.
2.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基于远

程学习者的维度，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6.4.
3.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混合式学习模式研究——以南海

实验学院为个案，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4.
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mpetencies of Distance
Education Tutor a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Blended Learning[A],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CIMTECH 2021)[C], Jakarta, Indonesia, 19-20 August,
2021:1-8. （EI收录）

链接：https://dl.acm.org/doi/proceedings/10.1145/3465631
5.基于Moodle平台的远程开放教育混合式学习设计——以

国家开放大学南海实验学院“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

为例，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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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钟月辉 女
1977年12

月
南海开放大学 教师 讲师

2 傅会平 男
1965年 1

月
南海开放大学 副校长 副教授

3 甘志城 男
1976年10

月
南海开放大学 副主任 讲师

4 郑洁琼 女
1984年 4

月
桂城艾薇幼儿园 园长 中级

5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一）项目团队分工：

姓名 分工

钟月辉 规划和设计课程；制作教学课件、习题库、案例库、问题库、

思政专栏等学习资源；承担具体的课程导学任务

傅会平 规划和设计课程；课程建设过程中的外联与经费筹集

甘志城 课程建设、部署及运行技术支持

郑洁琼 课程需求分析，参与拟订课程教学大纲与课程建设方案

（二）特色：

1.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本项目由南海开放大学和桂城艾薇幼儿园合作开发，确保课

程内容符合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与培训实际，及时根据学前教育政策法律法规动态

变化更新升级学习内容。

2.团队结构合理。项目团队成员老中青结合，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结合，一线管理

人员与专职教师结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功底，能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

供保障。

课程负责人钟月辉为南海开放大学在编教师，法学硕士，讲师，自 2016年秋季学

期始，一直担任本课程的辅导教师和责任教师，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学习

者为中心设计和实施课程，一直以来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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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南海开放大学

单位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新三路 2 号南海开放大学，
528200

单位联系人

姓名
甘志城 单位联系人电话 18923186788

单位简介

（限 600字以内）

南海开放大学（原南海广播电视大学）成立于 1979年，是

南海区公办高等学校，是全国首批示范性基层电大。学校实

行多品牌办学策略，有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南海校区普通高职

专科教育；国家开放大学南海实验学院专科、本科学历教育；

南海成人学院成人专科教育；南海广播电视大学奥鹏学习中

心专科、本科远程教育；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研究生教育；

社区教育和非学历培训。

学校现分为校本部、汽车学院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80亩，

建筑面积 60000平方米。现有在校生 8000余人，迄今为止，

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0万余人。

国家开放大学南海实验学院是国家开放大学直属学院，面向

社会招收具有高中、中职学历和专科学历的毕业生，实行弹

性学分制，以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多样的

学习方式，培养具备一定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专门人才。

开放教育开办金融学、法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工商管

理、会计学、行政管理等 7个本科专业和金融学、学前教育、

工商管理、会计学、行政管理、社会工作、英语、计算机网

络技术、电子商务、农村行政管理、乡镇企业管理等 11个
专科专业。

学校拥有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结构布局合理的师资队伍，共

有教职员工近 200 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 25人，中级职称

教师 61人；具有博士学位 3人，硕士学位 62人；具有“双

师素质”教师 62人。另有来自行业企业的兼职教师 120人，

较好地满足了我校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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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艾

薇幼儿园
民办 郑洁琼 18988544467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
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立足学习者在职学习需要，校企合作共建课程，确保课程内容符合学前

教育师资培养与培训实际，本项目由南海开放大学（简称南海开大）与

南海桂城艾薇幼儿园（简称艾薇园）合作开发，课程协同建设安排如下：

（1）项目分工

单位 分工情况

南海开大 规划和设计课程；制作学习资源；具体负责课程运行；课程建设经费筹

集。

艾薇园 课程需求分析；参与拟订课程教学大纲与课程建设方案

（2）项目参与情况

单位 时间 事项

艾薇园 2018—2023年，

每年7月 31日前

开展课程需求分析

南海开大+艾薇

园

2018年 8月 15

日

第一次商讨课程教学大纲与网络课程建设方案：教学内

容、进度安排、课程栏目和结构设计等

南海开大 2018年 8月—

2021年 8月

建设课程；部署上线课程；运行与维护课程；收集学习

者反馈

南海开大+艾薇

园

2022年 1月 15

日

第二次商讨课程教学大纲与网络课程建设方案：现有资

源分析、思政专栏设计

南海开大 2022年 1月—

2023年 12月

更新补充已有资源；制作思政专栏各专题；运行与维护

课程；收集学习者反馈

南海开大+艾薇

园

2024年 1月 项目结题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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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一）政策支持：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等文件的规定，学前教育属于“十四五”期间须加快建设的人才紧缺的专

业。为满足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必须加快幼儿教师队伍建设。本课

程旨在培养“依法执教”的优质学前教育师资。

（二）使用成效：本课程已投入使用 2年，具有良好的教学成效，受学习

者欢迎。本课程自 2019 年秋季学期起，已连续 5 个学期在国开学习网投入

使用，截止目前已选课学习者人数超过 3000 人，主要服务于国开系统内开

放教育专科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可应用于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证培

训项目。

（三）学习资源：本课程目前已完成主体资源建设。本课程于 2018年第一

次启动建设时，已建成的学习资源共有 15章，见下表：

类别 章节 主题

教材篇 1 导论

2 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责

3 学前教育办园体制

4 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与运行

5 当前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与教育职责

6 学前教育中的法律责任

法规篇 7 幼儿园管理条例

8 未成年人保护法

9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11 幼儿园工作规程

12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1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14 教师法

15 儿童权利公约

后期计划根据法律法规的动态变化更新第 8、10、13 章的课程资源及相应

习题库内容，并增加课程思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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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一）教学内容建设目标：聚焦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熟悉

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的优质学前教育师资。本课程内容注

重实用性和前沿性，分“教材篇”（内容相对固定）和“法规篇”（根据

法律法规动态变化及时更新）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其中主体资源已于 2018
年建设完成，因此本项目立项期间将主要完成以下内容的建设或更新：

类别 章节/

专题

主题 备注

已有资源更新 8 未成年人保护法 法律已修改，对应更新

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

过时，替换成《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之“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

1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法律已修改，对应更新

待开发资源：课

程思政专栏

1 爱国守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小学教师

职业道德规范、幼儿园教师专业标

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治教育

等的渗透

2 文明诚信

3 爱岗敬业

4 爱心与责任

5 廉洁从教

＊备注：初步确定量化指标（已有资源+待开发资源）为：课件 26个，短视频（5-10分钟）26

个，习题库 300道题，案例库 10个案例，问题库 20个问题，思政专栏 5个专题。

（二）课程形式建设目标：本课程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基于

Moodle平台开发，以“小规模专有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即 SPOC，私播课）”的形式运行，注重学习过程的交互与多样化的学习

评价考核。服务对象有：1.学历继续教育项目——国开系统内开放教育专

科学前教育专业学员；2.非学历继续教育项目——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证培

训学员。学习形式有：1.纯在线学习；2.混合式学习（网上自主学习为主+
面授/网络直播辅导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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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一）项目建设思路

1.校企合作确定网络课程建设方案。基于对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最新政策文件的研究及课程需求分析，项目团队共同商讨课程教学大纲与

网络课程建设方案。由于本课程已投入使用 2年，主要的网络教学资源已

建设完毕，因此项目的建设重点在于根据法律法规动态变化及时更新相关

资源及增设思政专栏。

2.采取“导->学->测->评”的建课思路。学习单元样例如下：

3.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设计课程。Biggs(2003)认为，教师的学习设

计要让教学内容、测评方式与预期学习结果三者之间保持建设性的一致

（Constructive Alignment）：教师根据学习者需求及已有知识确定课程的预

期学习成效，网上学习设计侧重促进学习者与同伴、老师、知识内容之间

的交互以帮助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教师根据预期学习成效评价学习者的

表现。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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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研究方法

1.文献法

获取网络课程建设、MOOC、SPOC、混合式教学/学习、课程思政相

关文献，比较分析，批判学习，为本课程建设提供参照方案。

2.实验法

课程投入使用后，开展基于混合学习的 SPOC学习实验，进行学习效

果评估。

3.调查法

结合 SPOC学习实验，对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关于学习需求、

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评测等方面的数据，为本课程的后期优化提供

依据。

4.观察法

实验跟踪观察，根据课程实际运行情况，适时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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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主要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内容和项目实际实际情况进行撰写，可按

扩充页面）

（一）课程概况及前端分析

1.课程需求分析。研读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政策文件，调研了

解学习者的特征、学习动机及需求。

2.课程定位。开放教育专科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幼师资格证考

试备考资源。

3.课程概况。确定课程目的、预期学习成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

方案等。

4.课程现有资源分析。分析整理课程现有资源，确定如何应用已有资源，

确定待开发资源及开发进度。

（二）课程思政分析

1.重要性：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 号）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 号）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核心，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三位一体。

2.内容：本课程思政教学重点是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1）全部 15
章教学内容，旨在培养学习者依法执教的意识及分析、解决学前教育活动

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能力。（2）思政专栏的 5个专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相关政策、规章文件，致力于培养幼儿教师

职业操守。

（三）课程整体结构设计

1.每一学习单元内容都由“本章导学”、“本章知识点（短视频+课件）”、

“本章讨论”、“本章习题库”四块内容组成。

2.课程布局:采用两栏式结构，左侧为侧边栏目区，右侧为主内容区。力求

使用友好，导航清晰。初步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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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详细说明见附件 1《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网络课程建设方案。

栏目 内容

主

内

容

区

课程公告 动态更新课程相关的教学活动、教学信息、学科及行业最新

动态、新闻等。

学习安排 是学生浏览学习资源、参与教学互动、完成学习任务的主要

区域，是主要的学习路径。包括思政专题展示和每一章的学

习内容。

省校教师编辑

区

课程日常运维过程中，教师添加资源入口

学习支持服务 提供教学支持、教务支持、技术支持的服务电话，线上实时

互动和邮箱等。

侧

边

栏

课程导学 介绍课程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考

考核说明 考核方式说明及考核内容。

思政专栏 分专题展示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资源列表 课程资源汇集区，主要包括：视频课堂、教学课件、习题库、

案例库、问题库等。

课程论坛 该论坛是本课程所有论坛的汇集区

导航 系统自带功能

系统管理 系统自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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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一）教学设计创新：本课程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以 Biggs（2003）
所倡导的“一致性建构”的教学设计理念设计课程，注重促进学习者与同

伴、老师、知识内容之间的交互以帮助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

（二）课程思政创新。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充分融合，思政教学

重点是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1.分“教材篇”和“法规篇”建设的 15章教学内容，致力于培养“依法执

教”的优质学前教育师资；

2.思政专栏的 5个专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

相关政策、规章文件，致力于培养幼儿教师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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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一） 预期推广及应用范围

本课程已投入使用 2年，具有良好的教学成效，受学习者欢迎。本课程自

2019年秋季学期起，已连续 5个学期在国开学习网投入使用，截止目前已

选课学习者人数超过 3000人，主要服务于国开系统内开放教育专科学前教

育专业的人才培养，后期将同时应用于幼儿教师资格证考证社会培训项目。

（二）受益面

1.建设优质网络资源，形成优质课程，提升开放教育教学质量，助力国开

“创优提质”战略的实现。

2.服务于幼师资格证国考，助力广东推动“十四五”时期“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工程”之“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健康发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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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限 1页面）

阶段 内容

方案设计

（2022年 1月——6月）

学习者分析

课程定位

课程概况

课程现有资源分析

网络课程建设方案拟定

样例开发

（2022年 7月——8月）

整理样例资源

制作样例，上传平台

审定样例

资源建设

（2022年 9月——2023年 1月）

制作思政专栏各专题

更新补充已有资源

验收审定

（2023年 2月——3月）

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审定验收

部署上线

（2023年 4月——12月）

上线课程

以 SPOC形式运行课程

调整与优化课程

项目结题

（2024年 1月）

撰写结题报告

申请省教育厅验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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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限 1页面）

（一）制度保障

《关于实施广东开放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广东开放大

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经费管理办法》等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前

期的政策支持；《广东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广东开放

大学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南海开放大学关于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南海

开放大学网络课程建设规范》等为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建设优质

网络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组织保障

项目团队成员老中青结合，高级职称与中级职称结合，一线管理人员与专

职教师结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功底，能为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

保障。

学校将与桂城艾薇幼儿园合作，共同设计与制作本课程，确保课程内容符

合当前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与培训实际。

（三）经费保障

学校重视网络课程建设项目，每年设专项经费，凡被立项课题均按照级别

予以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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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限 1页面，包括总经费预算、经费来源、经费安排等）

预算经费总额 3（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小型会议费 0.3 万
召开方案研讨、样例与
课程资源审定等会议

2 课程建设费 2.5 万
支付课程资源制作、课
程部署上线、运行与维

护等费用

3 咨询费 0.1 万 专家咨询费用

4 图书资料费及其他 0.1 万
购买相关图书资料、支
付问卷调查等费用

经费来源
学校教学改革与网络课程建设专项经费；广东省教

育厅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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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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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项目推荐意见

1.项目团队成员签名

姓名 项目任务分工 签名

项目负责人 钟月辉

规划和设计课程；制作教

学课件、习题库、案例库、

实例库、问题库、思政专

栏等学习资源；承担具体

的课程导学任务

项目成员 傅会平

规划和设计课程；课程建

设过程中的外联与经费筹

集

项目成员 甘志城
课程建设、部署及运行技

术支持

项目成员 郑洁琼 规划和设计课程

项目成员

项目成员



2.頭目建設単位保障承渚及推考意見

3.咲合建設単位意見(如允可留空)

単位名称 �意見及鎮子 �三票 

備山市南海区桂城文薇幼 � 
几囲 

’lレ・-‾’ 

‾‾二■き{○○■裏話章のゝ= (単ィ、 �立公章) 

年 �月　　日 

I �(単イ �立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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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根据实际列出）

序号 材料名称

1 项目建设方案

2 课程教学大纲

3 
. . - . . , 

马石页－

1－

7-

14



附件1.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郷市議

代疎通教育胃昂

段方案

蕨量笈展的意見〉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 、教育部

《高等学校昧 没指専綱要〉及手束省《国民鍾済和社会

笈展第十四今五年規則和2035年遠景日柄綱要〉等文件的規定,

立足学巧者在歌学刃需要,校企合作共建深程,本項自由南海井

放大学(筒称南海昇天)与南海桂城文薇幼)し囲(筒称文薇囲)

合作井笈,姿双方充分南村,現秋定困絡抹程建段方案如下:

一、建段目椋

(一)教学内容建設日赤:衆焦学前教育与世人オ培着目椋,

培葬“熟悉党和国家的有夫方計、政策和法規,,的伏庚学前教育

畑資。本深程基干M○○dle平台建段,内容注重実用性和前沼性,

分“教材篇’’ (内容相対固定)和“法規篇,, (根据法律法規功

恋変化及吋更新)建段伏庚継鎮教育困絡昧程。

(ニ)抹程形式建段目椋:本昧程以建杓主又学可塑蛇力指

専,以“小規模そ有在関沢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即SPOC,私播昧) ,,的形式逆行,注車掌刃道程的交互与多祥

化的学刃平俗考核。

服分村泉石: 1.学席継鎮教育項目一一国井糸鋸内井放散奇

手科学前教育古池学貝; 2.非学磨継鎮教育項目一一幼几教帰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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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考证培训学员。

学习形式有：1.纯在线学习；2.混合式学习（网上自主学习

为主+面授/网络直播辅导为辅）。

二、任务内容

本课程主体资源已于 2018年建设完成，因此本项目立项期间将主

要完成以下内容的建设或更新：

类别 章节/

专题

主题 备注

已有资源更新 8 未成年人保护法 法律已修改，对应更新

10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年）

过时，替换成《十四五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1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法律已修改，对应更新

待开发资源：课

程思政专栏

1 爱国守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小

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幼儿

园教师专业标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法治教育等的渗

透

2 文明诚信

3 爱岗敬业

4 爱心与责任

5 廉洁从教

＊备注：初步确定量化指标（已有资源+待开发资源）为：课件 26个，短视频（5-10分钟）

26个，习题库 300道题，案例库 10个案例，问题库 20个问题，思政专栏 5个专题。

三、团队组成

团队 姓 名 职责 单 位

教师团队

钟月辉 规划和设计课程；制作教学课件、

习题库、案例库、问题库、思政专

栏等学习资源；承担具体的课程导

学任务

南海开大

傅会平 规划和设计课程；课程建设过程中

的外联与经费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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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志城 课程建设、部署及运行技术支持

郑洁琼 课程需求分析，参与拟订课程教学

大纲与课程建设方案

艾薇园

课程制作团队

视频拍摄
专业制作公司

（待定）
后期制作

美术设计

四、课程整体结构设计

（一）建课思路：导->学->测->评。学习单元样例如下：

（二）课程布局:采用两栏式结构，左侧为侧边栏目区，右侧

为主内容区。力求使用友好，导航清晰。初步安排如下：

栏目 内容

主

内

容

区

课程公告 动态更新课程相关的教学活动、教学信息、学科及行业最新

动态、新闻等。

学习安排 是学生浏览学习资源、参与教学互动、完成学习任务的主要

区域，是主要的学习路径。包括思政专题展示和每一章的“本

章导学”、“知识点学习”、“本章讨论”、“本章测试”。

省校教师编辑 课程日常运维过程中，教师添加资源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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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学习支持服务 提供教学支持、教务支持、技术支持的服务电话，线上实时

互动和邮箱等。

侧

边

栏

课程导学 介绍课程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考

考核说明 考核方式说明及考核内容。

思政专栏 分专题展示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资源列表 课程资源汇集区，主要包括：视频课堂、教学课件、习题库、

案例库、问题库等。

课程论坛 该论坛是本课程所有论坛的汇集区

导航 系统自带功能

系统管理 系统自带功能

五、实施步骤

（一）方案设计阶段

时间：2022 年 1 月——6 月

参与方：教师团队、专业制作公司

方案设计阶段主要包括需求分析、课程定位、课程概况、课程

现有资源分析、待建资源进度安排、课程栏目和结构设计等，经建设

单位和课程制作公司充分沟通商讨，形成完整的网络课程设计方案。

（二）样例开发阶段

时间：2022 年 7 月——8 月

参与方：教师团队、专业制作公司、学校教务部门

样例开发阶段主要涉及思政专栏样章、栏目的设计、制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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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部署调试和相关准备工作。

1.教师团队和专业制作公司一起收集和整理样例资源，撰写样例

脚本。

2.根据 Moodle 课程模板完成样章和栏目设计，制作完毕后上传到

Moodle 平台进行系统调试。

3.完成样例制作后，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审核（样例审定会）。根

据会议意见进行修改。

4.审核通过后，建设单位与专业制作公司签署课程开发委托书，

向公司支付课程建设费用。

（三）资源建设阶段

时间：2022 年 9 月——2023 年 1 月

参与方：教师团队、专业制作公司

按照样例标准，进行后续各章节制作。此处主要指思政专栏各专

题制作及根据法律法规动态变化及时更新已有相关资源。

（四）验收审定阶段

时间：2023 年 2 月——3 月

参与方：教师团队、专业制作公司、学校教务部门

课程建设完毕后，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审定验收。

（四）部署上线

时间：2023 年 4 月——12 月

参与方：教师团队、学校教学部门

1.根据学校教学安排，项目团队进行课程上线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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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运维人员积极跟进上线后课程的运行情况，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3.项目团队跟进师生反馈，不断调整和优化课程，最大限度地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政策与法規》課

大綱説明

屯現大学井放教育寺科学前教育手並的一日迭修蝶。官

是研究学前教育政策和法規的理冶和虚用的基軸蝶程。

学生通辻本蝶程的学刃,熊笹比較ゑ銃地掌握学前教育政策、法規的基軸知洪,熟悉我

国現行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規的主要内容,村立依法執教的恵沢,培券分析、解決学前教育活

動中出現的法律画題的能力,提高依法執教的水平和能力。

二、本沫程与相美保程的衛接

学前教育法規事故策定「’「理冶和実践性都毀損的課程。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規的制定和

実施,要遵循学前教育学和幼几囲管理的基本原理,因此学力本蝶程的前修課程主要是学前

教育学、幼)し園管理等。

三、本抹程学耳目的

通辻本蝶程的学力,要迭到三今基本目的:

1.初歩掌握学前教育政策、法規的基相知洪,増強法制規念,樹立和提南平格執法、

依法力園的恵沢;

2.比較系銃地了解、掌握党利国家制定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規的主要内容,能修比較准

碗地分析和理解我国現行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規,培券和増強執行政策、法規的能力,

3.学会理沿摸索実際,用理潅分析学前教育中退到的有美画題,能移送用法律手段描

写和管理学前教育机杓的夷隅工作,綻折学前教育机杓利殖生的合法収益,保障学前教育改

革的深入逆行,提高学前教育的保教廣量。

四、学日寸分配

本裸程3学分,息裸耐力54学吋。建故18学耐力面接或集中描写学力,其余力学生利

用多種媒体教材逆行自主学刃以及桐生交互学力吋向。

第二部分　　媒体使用与教学道程説明

一、本採種教学方法

本蝶程乗用翻費蝶堂、 “図上刃主、面授刃輔,,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学生基干M○○d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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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学习为主，对照教材自主完成知识传授过程；面授主要任务在于师生对一些重点问题较

深入地启发探讨及进行情感交流，完成知识内化过程。

网上教学和面授辅导设计分别如下表所示：

（一）“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网上教学设计（以每个板块为单位）

（二）“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面授辅导设计

活动/任务类型 对学习者要求 课堂组织形式 举例 对辅导教师要求

“了解”层次知识

点的抽查

用自己的语言表述

对一些概念的理解

学习者单个完成，教

师点评

什么是学前教育政

策？

考察学习者对基

本概念的理解。

活动/任务类型 对学习者要

求

完成时间 是否强制完

成

对辅导教师要求

IP课件 对照教材自

主完成知识

传授过程

面授前 是 根据课程教学大

纲和考核说明设

计网上自主学习

任务，并通过班

级Q群提醒学习

者完成（每次面

授前提醒2-3次）。

第*次面授讨论

问题（3-5道简

答与论述题）

第*次面授提纲

（每一章“了

解”与“掌握”

层次的知识点）

在线测验 熟记幼儿教

师资格证国

考考纲所列

法规，结合

案例分析问

题

面授后 是 分析幼儿教师资

格证国考考纲法

规部分的考核要

求，根据历年真

题设计测验题。

课程讨论区 主动提出问

题或回复他

人的提问

面授前或面

授后

是 1.频繁登录讨论

区，及时回帖；

2.每次面授后，

基于每章的学习

内容提出一个能

引发讨论的问

题。

微视频 点击学习 面授前/后 纯在线学习

的学员必须

完成

将每次面授的重

点和幼师国考所

涉重点法规录制

成微视频（10分

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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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层次知识

点的梳理

借助发散性思维阐

述一些原则、原理性

的知识点

小组（3-4 人一组）

讨论，推选代表汇

报；师生共同点评

学前教育政策与学

前教育法规的关

系？

帮助学习者建立

知识点之间的相

互联系，形成思维

导图。

“掌握”层次知识

点的应用

借助批判性思维运

用相关知识点分析

问题

小组（3-4 人一组）

讨论，推选代表汇

报；师生共同点评

学前教育“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对我国的

学前教育事业带来

了哪些好处？是否

也存在一些负面影

响？

促使讨论进行，鼓

励学习者形成自

己有说服力的观

点。

二、多种媒体教材说明

本课程的教学媒体有文字教材和 IP 课件。

（一）文字教材

文字教材包括文字主教材和教学辅助教材，采用合一型形式。它除了全面、系统表述本

课程的内容外，还包括每章摘要、关键术语、学习目标、小结、拓展阅读、思考题等。

（二）IP 课件

IP 课件是通过对特定知识点、案例或专题的介绍和分析，对课程中的重点、难点和疑

点问题进行讲解，以及对学习思路和方法进行提示与指导。

三、课程考核

本课程考核采取形成性考核（50%）与终结性考试（50%）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全

部基于 Moodle 平台完成。课程考核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即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试、课

程综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课程综合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及格），可获得本课程相应学

分。具体考核安排如下表所示：

“学前教育政策与法规”课程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设计

考核类别 考核项目 数量 完成要求 权重

形成性考核 在线测验 4次 每次测验必须完

成；可多次测试，

取最高成绩。

80%

课程讨论区 2次 杜绝灌水帖、垃圾

帖和直接 从百度

等搜索引擎简单复

制粘贴。

20%

终结性考试 机考 1次 闭卷 100%

备注：如果采用混合式教学（一定次数的面授+网上学习），建议辅导教师将“在线测验”的权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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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0%，从而可以将10%的权重设置为面授课堂表现。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和学习要求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标：

掌握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含义。了解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特征。理解学前教育政策

与法规的区别和联系。

教学内容：

一、学前教育政策的含义与特征

二、学前教育法规的含义与特征

三、学前教育政策与学前教育法规的关系

第二章 学前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职责

教学目标：

了解政府的教育职责；掌握政府的学前教育职责的具体内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政府职能与教育管理职责

第二节 政府的学前教育职责

第三章 学前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办园体制

教学目标：

了解我国的学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理解我国的办园体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节 学前教育办园体制

第四章 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与运行

了解政府主管部门对不同类型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与监督；学前教育机构的内部管理体

制；学前教育机构的运行机制。熟悉学前教育机构经费的来源渠道；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教

育机构优惠的规定；掌握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基本条件与审批程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前教育机构的举办资质与程序

第二节 学前教育机构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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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与监督

第五章 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与教育职责

了解学前教育机构保教结合原则的意义；了解《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基本

内容。掌握学前教育机构保育工作的基本要求；掌握学前教育机构教育工作的原则及基本要

求，在学前教育活动中能自觉贯彻和遵循这些原则与要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学前教育机构保育和教育相结合原则

第二节 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工作

第三节 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

第六章 学前教育中的法律责任

教学目标：

了解法律责任的含义；了解与学前教育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工作人员和幼儿相关的法律

责任的内容与方式；掌握学前教育机构常见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规则；能有效运用法律救济

制度保护学前教育机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与学前教育机构相关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与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相关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与幼儿的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责任

第七章 幼儿园管理条例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

八条等条款，掌握幼儿园保育和教育的基本原则、举办幼儿园的基本条件和审批程序、幼儿

园的行政事务、奖励和处罚等重点内容。

第八章 未成年人保护法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八

条、第四十条、第六十八条、第八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等条款，掌握保护未成年人的基

本原则、未成年人的学校保护、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

第九章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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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件的十条规定，掌握学前教育的发展途径、幼儿园的准入管理、安全监管、收费

管理等重点内容。

第十章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之“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教学目标：

理解文件的第四十三章，掌握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第十一章 幼儿园工作规程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

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三条等条款，掌握幼儿园保育和教育的主要目

标、幼儿园的入园和编班、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幼儿园的教育、幼儿园的教职工、幼儿园的

经费、幼儿园和家庭及社区的合作、幼儿园的管理等重点内容。

第十二章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

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等条款，掌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适用范围、学校在何种情形

下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学校在何种情形下不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

事故处理程序、事故损害的赔偿等重点内容。

第十三章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

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等条款，掌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预防未成年人

不良行为、监护人的责任、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管教等重点内容。

第十四章 教师法

教学目标：

理解法规的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等条款，掌握教师的权利与义务、资格与任用、违反《教师法》的

法律责任等重点内容。

第十五章 儿童权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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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约的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

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等条款，掌握儿

童的权利及其保护等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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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戸名; Zhongyuehui_nh

密碍: bkb144_nh

一、教師教学行為我国

1.2019年秋季学期
′.蚤/∴∴∴∴∴皐

月輝的至旧し鰯〕　　　　　塚で←

瞳知盆害

日脚騨勧

1 【50919)学琉教育政策与法規　之hishu突塗学院∴∴ 5　　　355　　　3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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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春季学期

3.2020 年秋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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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1 年春季学期

5.2021 年秋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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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学习行为截图

1.2019 年秋季学期

2.2020 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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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秋季学期

4.2021 年春季学期

5.2021 年秋季学期

学期尚未结束，暂且不能提供学生行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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