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程名称 所在学校 课程负责人
所属本科一级学科门类/

高职专业大类
所属本科二级学科类/高

职二级专业类

1 宗教学原理 厦门大学 詹石窗 哲学 宗教学类
2 民族传统体育系列课程 厦门大学 林建华 教育学 体育学类
3 华夏弦韵——中国弦乐室内乐表演艺术 厦门大学 苏  力 文学 艺术类
4 工程光学 厦门大学 张建寰 工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5 组织学与胚胎学 厦门大学 张  兵 医学 基础医学
6 税收筹划 厦门大学 童锦治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7 环境科学导论 厦门大学 卢昌义 工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
8 经济法 厦门大学 卢炯星 法学 经济法
9 计算机应用基础 厦门大学 黎忠文 理学 计算机应用技术
10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厦门大学 胡  荣 社会学 社会学
11 数据结构 华侨大学 吴清江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2 篮球 华侨大学 宋振镇 教育学 体育学类
13 国际贸易 华侨大学 尹晓波 经济学 经济学类
14 会计学 华侨大学 陈金龙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5 人力资源管理 华侨大学 李中斌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16 环境化学 华侨大学 胡恭任 理学 环境科学类
17 信息论与编码技术 华侨大学 冯  桂 工学 电气信息类
18 数学物理方法 福州大学 程树英 理学 物理学类
19 固体物理 福州大学 黄春晖 理学 物理学类
20 图象处理与通信 福州大学 陈  新 工学 电气信息类
21 通信原理 福州大学 苏凯雄 工学 电气信息类
22 中国刑法学 福州大学 许  健 法学 法学类
23 设计表现技法 福州大学 林  伟 工学 机械类
24 计算机应用基础 福州大学 陈国龙 工学 电气信息类
25 市场营销学 福州大学 陈章旺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26 数据库原理及应用 福州大学 黄章树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27 形势与政策 福建农林大学 郑传芳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和思
想品德课类

28 中兽医学 福建农林大学 黄一帆 农学 动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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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普通生物学 福建农林大学 魏道智 理学 生物科学
30 园林树木栽培学 福建农林大学 郑郁善 农学 植物生产类

3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福建农林大学 郑庆昌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和思
想品德课类

32 3S技术 福建农林大学 刘  健 农学 森林资源类
33 企业文化学 福建农林大学 吴声怡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34 土木工程材料 福建农林大学 张正雄 工学 材料学
35 木材学 福建农林大学 陈瑞英 工学 林业工程
36 交通运输学 福建农林大学 邱荣祖 工学 交通运输类
37 机能学 福建医科大学 林  春 医学 基础医学类
38 急救护理学 福建医科大学 李  红 医学 护理学类
39 实验诊断学 福建医科大学 曹颖平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40 牙周病学 福建医科大学 闫福华 医学 口腔医学类
41 预防医学基础实验 福建医科大学 陈  华 医学 预防医学类
42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福建医科大学 吴小南 医学 预防医学类
43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学检验 福建医科大学 陈  敏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44 预防口腔医学 福建医科大学 卢友光 医学 口腔医学类
45 高等数学 福建师范大学 苏维钢 理学 数学
46 有机化学 福建师范大学 杨发福 理学 化学
47 原子物理学 福建师范大学 郑志强 理学 物理学
48 英语泛读 福建师范大学 张昌宋 文学 语言学
49 古代汉语 福建师范大学 林志强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50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福建师范大学 许红峰 教育学 体育学
51 语言学概论 福建师范大学 林新年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52 货币银行学 福建师范大学 祝  健 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53 摄影技术与艺术 福建师范大学 黄宇星 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54 船舶柴油机 集美大学 陈景锋 工学 海洋工程类
55 软件工程 集美大学 鄂大伟 工学 电气信息类
56 生物统计与计算机辅助分析 集美大学 关瑞章 农学 水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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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排球 集美大学 连道明 教育学 体育学类
58 教育学 集美大学 方元山 教育学 教育学类
59 电脑音乐 集美大学 康长河 文学 艺术类
60 医古文 福建中医学院 林  楠 医学 中医学类
61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福建中医学院 黄秀榕 医学 基础医学类
62 刺法灸法学 福建中医学院 郑美凤 医学 中医学类
63 中西医儿科学 福建中医学院 郑  健 医学 中医学类
64 中药制剂分析 福建中医学院 陈  丹 医学 药学类
65 大学英语 福建中医学院 林韶蓉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66 环境化学 漳州师范学院 李顺兴 理学 环境科学类
67 数学物理方法 漳州师范学院 周小方 理学 物理学类
68 人力资源管理 漳州师范学院 江历明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69 教育学 漳州师范学院 蔡勇强 教育学 教育学类
70 世界通史 漳州师范学院 刘晶辉 历史学 历史学类
71 传播学 漳州师范学院 靳青万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72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泉州师范学院 郑伟民 理学 地理科学类
73 器乐 泉州师范学院 王丹丹 文学 艺术类
74 物理化学 泉州师范学院 贤景春 理学 化学类
75 有机化学 泉州师范学院 许淼清 理学 化学类
76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 福建工程学院 陈文哲 工学 材料类
77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福建工程学院 蔡雪峰 工学 土建类
78 土力学 福建工程学院 张建勋 工学 土建类
79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工程 福建工程学院 刘心中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80 微观经济学 福建工程学院 李永苍 经济学 经济学类
81 自然地理学 闽江学院 吴文英 理学 地理科学类
82 基础会计学 闽江学院 王贤斌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83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莆田学院 陈  香 工学 环境与安全类
84 护理学基础 莆田学院 郑玉仁 医学 护理学类
85 旅游资源学 莆田学院 黄金火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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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生物化学 莆田学院 林建城 理学 生物科学类
87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 厦门理工学院 易际明 工学 机械类
88 电气控制与PLC 厦门理工学院 刘美俊 工学 电气信息类
89 翻译 厦门理工学院 魏志成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90 文学概论 三明学院 廖开顺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91 矿井通风与安全 龙岩学院 郭玉森 工学 地学与矿业工程
92 英语教学法 龙岩学院 高登亮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93 国家税收 仰恩大学 叶汉生 经济学 经济学类
94 综合英语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梅爱祥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95 概率统计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肖筱南 理学 数学
96 应用语言学概论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苏新春 文学 中国语言学
97 文学作品创作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袁勇麟 文学 文艺学

98 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
学院

潘新民 理学 计算机应用

99 民法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 陈训敬 法学 民法
100 比较考试学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康乃美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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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工程 厦门理工学院 朱顺痣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2 行政管理学 福建警察学院 连成叶 公共事业大类 公共管理类
3 警务英语 福建警察学院 丁智慧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4 建筑法律与法规 武夷学院 陈  坚 土建大类 工程管理
5 国际结算 江夏学院（筹） 林  琳 财经大类 财政金融
6 外贸单证实务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何巧利 财经大类 经济贸易类
7 物流管理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郑  颖 财经大类 工商管理类
8 新闻采访写作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邱志玲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广播影视类

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林  萍 两课

10 食用菌学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彭  彪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技术类
11 常微分方程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谢向东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类
12 外科学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蔡雅谷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
13 内科学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邓少雄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
14 汽车电气设备构造与维修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张荣贵 制造大类 汽车
15 海上货物运输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福金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
16 轮机自动化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陈清彬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
17 分析化学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刘丽红 生化与药品大类 化工技术
18 应用文写作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金秋蓉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
19 道路建筑材料 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黄玉萍 交通运输大类 公路运输
20 人文素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林秀明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
21 机械设计基础(三门课程整合)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林茂用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22 商务英语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魏正珠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
23 PCB辅助设计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郭  勇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
24 特种加工技术应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翠凤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与制造
25 水电站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侯才水 水利大类 水利工程与管理类
26 输配电线路运行和检修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黄庆丰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27 电力系统自动装置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陈金星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28 电力系统分析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梅兰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29 供用电系统继电保护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娇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30 电工工艺实训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郑国华 材料与能源大类 电力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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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宝银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32 木本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宋建英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33 森林害虫控制技术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翠琴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34 成本会计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  蓉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
35 林产品市场营销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林文胜 财经大类 市场营销
36 植物学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亚芳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技术
37 食用菌栽培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  平 生化与药品大类 生物技术
38 动物传染病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金龙 农林牧渔大类 畜牧兽医
39 中国古典舞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程春玲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表演艺术
40 旅游英语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陈白璧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类
41 国际市场营销实务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谢  琼 财经大类 经济贸易类
42 单证缮制与操作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冯  静 财经大类 经济贸易类
43 国际物流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鲍仕梅 管理大类 物流管理
44 水产动物疾病防治技术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林祥日 农林牧渔大类 水产养殖类
45 船舶电气设备及系统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卞根发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
46 幼儿教育法规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林雪卿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
47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陈石萍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广播影视类
48 成本会计实务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罗  琳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
49 财务会计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  萍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类
50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沈永希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类
51 C语言程序设计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卢  英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52 电机与电力拖动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吴亚麟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类
53 财务会计实务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杨秀平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类
54 税务流程与纳税申报 黎明职业大学 杨京钟 财经大类 经济贸易
55 ERP应用与实训 黎明职业大学 余大杭 管理大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
56 液压工程技术 黎明职业大学 袁淑芳 制造大类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7 电视短片制作 黎明职业大学 谭  斌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广播影视类
58 零件数控加工编程与制作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耀红 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
59 ASP.NET应用开发技术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章忠宪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
60 导游业务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喜华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
61 市场调查的策划实施与评价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继芳 财经大类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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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09年度福建省高校省级精品课程项目名单（高职高专、排名不分先后）

62 物流岗位综合实训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志勇 财经大类 工商管理
6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陈  辉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
64 绩效管理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李宝生 财经大类 人力资源管理
65 财务软件应用技术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卢德湖 财经大类 会计电算化
66 园林工程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邓元德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
67 食品安全检验技术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范  俐 轻纺食品大类 食品类
68 基础会计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黄爱美 财经大类 会计学
69 分析化学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赖国新 生化与药品大类 化工技术类
70 工艺雕塑 德化陶瓷职业技术学院 徐俊东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71 纺织材料学 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朱祎俊 轻纺食品大类 纺织服装
72 茶树病虫害防治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郭剑雄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技术类
73 社区护理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贾丽娜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74 正常人体结构及应用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林志明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类
75 综合艺术课程与教学论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王福阳 文化教育大类 艺术教育
76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彭琦凡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学、心理学
77 小学教育心理学 泉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万建明 文化教育大类 高职初等教育
78 药用植物学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林美珍 医药卫生大类 中药专业
79 外科护理学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陈玉喜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80 牙体雕刻工艺技术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纪  晴 医药卫生大类 医学技术
81 健康评估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吕一婷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
82 普通心理学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邰鹭明 公共事业大类 公共服务
83 公共营养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张迅捷 轻纺食品大类 食品
84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陈沙麦 文化教育大类 教育
85 英语语法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陈敦金 文化教育大类 语言文化
86 税务会计 厦门华厦职业学院 罗先锋 财经大类 财务会计
87 服装材料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丁国强 轻纺食品大类 纺织服装
88 旅游交通票务 泉州理工职业学院 于  青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89 运动鞋的科学技术 泉州华光摄影艺术职业学院 林述琦 轻纺食品 纺织服装
90 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 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 吴为民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91 中国旅游地理 福州外语外贸职业技术学院 姚颂恩 旅游大类 旅游管理类
92 单片机接口技术 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立民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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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高频电子线路 泉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潘金火 电子信息大类 电子通信
94 园林树木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邱  冈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95 建筑施工技术 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 朱颖元 土建大类 土建施工类
96 拓林思认证工程师（TLCE）教程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蒋秀凤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97 C语言程序设计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熊锡义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98 现代网络技术综合应用 厦门兴才职业学院 张  俊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99 广告设计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陈  锋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100 型录设计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张宝胜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艺术设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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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申报学校 课程负责人
课程类型（本/

高职）
所属本科一级学科门类/

高职专业大类
所属本科二级学科类/

高职二级专业类
1 桥梁工程 福州大学 陈宝春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2 材料现代分析方法 福州大学 俞建长 本科 工学 材料类
3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福建工程学院 蔡雪峰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4 机械CAD/CAM技术 厦门理工学院 韩  旻 本科 工学 机械类
5 土力学 福建工程学院 张建勋 本科 工学 土建类
6 人力资源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 许文兴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7 旅游经济学 福建农林大学 陈秋华 本科 管理学 工商管理类
8 民族传统体育系列课程 厦门大学 林建华 本科 教育学 体育学类
9 网络经济学 厦门大学 张铭洪 本科 经济学 经济学类
10 结构化学 福州大学 陈建中 本科 理学 化学类
11 现代科学与技术概论 福建农林大学 朱朝枝 本科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类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类
12 教师口语 泉州师范学院 林华东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13 大学英语 福建师范大学 黄远振 本科 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4 广告心理学 厦门大学 黄合水 本科 文学 新闻传播学类
15 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 福建师范大学 赖瑞云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16 文学概论 厦门大学 杨春时 本科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类
17 卫生毒理学 福建医科大学 张文昌 本科 医学 预防医学类
18 中医诊断学 福建中医学院 李灿东 本科 医学 中医学类
19 中医骨伤科学基础 福建中医学院 王和鸣 本科 医学 中医学类
20 人体解剖学 福建医科大学 王  玮 本科 医学 基础医学类
21 眼科学 福建医科大学 徐国兴 本科 医学 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
22 急救护理学 福建医科大学 李  红 本科 医学 护理学类
1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宝银 高职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技术类
2 治安案件查处 福建警察学院 熊一新 高职 法律大类 法律执行类
3 全口义齿工艺技术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姚江武 高职 医药卫生大类 医学技术类
4 中小企业网络构建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郑东生 高职 电子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附件2：

2009年度福建省推荐参评国家级精品课程候选项目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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