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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基〔2013〕83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第三批 
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目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相关普通高中学校：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通

知》（浙教基〔2012〕81 号）精神，推进普通高中选修课程建

设，省教育厅通过征集和专家评议，选出 167 门选修课程作为第

三批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供全省普通高中学校参考使用。现

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使用工作做如下说明： 

一、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的构成。167 门推荐选修课程（包

括知识拓展类 73 门、职业技能类 45 门、兴趣特长类 37 门、社

会实践类 12 门）分为电子教材和教学视频两种形式，其中电子

教材形式的课程 161 门，既有电子教材又有教学视频的课程 6 

门。 

二、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的使用。第三批普通高中推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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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课程将于 8 月 31 日在浙江省普通高中选修课网络课程学习平

台（http://xxk.zjer.cn）发布。学生可以直接在选修课网络平台上

“注册”取得用户名及密码。教师用户名和密码与“浙江省教师培

训管理平台”一致，无需重新注册。教师如无法登录或忘记密码，

请联系“浙江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学校管理员获取用户名和密

码。教师可实名下载网络课程的电子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系统

将自动登记实名下载信息。电子教材及相关教学资源的下载利用

和管理，不得侵犯课程作者的知识产权等权益。 

三、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的动态管理。这次公布的 167

门选修课程，其评议结果均为合格；评议结果为基本合格的课程，

需 进 一 步 修 改 完 善 后 重 新 上 报 ， 请 编 写 人 员 登 录

（http://xxk.zjer.cn）教师空间查看具体意见进行修改与完善。省

教育厅每年 5 月、11 月开展选修课程的推荐、评议工作，经专

家评议合格后列入推荐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普通高中

学校利用好推荐选修课程资源，同时多形式挖掘和整合当地各种

普通高中选修课程资源，做到区域内“相互借鉴、共建共享”。 

 

      附件：浙江省第三批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目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 年 8 月 6 日



附件 

浙江省第三批普通高中推荐选修课程目录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开发单位 申报教师 课程类别 课程形式 

1 中国酒文化概要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胡普信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 故事趣说数学逻辑 温州大学 黄忠裕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 电子商务导论 浙江万里学院 周志丹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 工程科技导论——从化学到化学工业 浙江工业大学 艾  宁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 探秘海洋 浙江工业大学 曾淦宁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 社交礼仪——让你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温州市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华侨中学 章媛媛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7 创意与制作之电子物理 杭州第十一中学 李春艳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8 动物行为——我的成长日志 浙江金华第一中学 顾彩燕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9 金庸小说十三讲 温州二中黄龙校区 程永超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0 高中英语报刊赏析 鄞州姜山中学 陈幸佩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1 儒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葛世杰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2 文学欣赏与写作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周永刚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3 数学的发现 温州中学 徐芳芳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4 高中数学思维基底 舟山中学 谢建伟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5 魅力临海 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王志顺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6 感受化学科学思维的魅力 慈溪中学 黄建波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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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外杰出女性评说 鄞州姜山中学 余佩霞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8 生活与地理 苍南龙港高中 侯世川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19 西方哲学家智慧十八讲 宁波市镇海中学 任  靖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0 跟鲁迅学作文 鲁迅中学 彭玉华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1 研读东阳 东阳二中 朱晓俊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2 神奇的人体 缙云县壶镇中学 田伟华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3 中国古代育人模式与选官制度 舟山市定海一中 陈跃文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4 物理建模 慈溪中学 叶全浩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5 高中有机化学知识拓展 嘉兴市第一中学 廖立平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6 鲁迅小说欣赏 绍兴市第一中学分校 阮  玲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7 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资源 浙江省普陀中学 张  朋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8 论语与哲学 浙江省天台平桥中学 陈优文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29 我为话狂 浙江省台州中学 项  琪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0 议论文写作思维指津 温州中学 罗进近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1 数学的魅力 嘉兴市第一中学 沈新权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2 中国古代文史常识 鄞州五乡中学 陈欢夸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3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 浙江省浦江中学 楼清清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4 我的青春我作主 嘉兴市第三中学 丁一璐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5 美丽仙居人文欣赏 浙江省仙居中学 高  飞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6 健康生活的生物学原理 温州二中黄龙校区 杨香云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7 生活法律导航 苍南中学 陈发足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38 走进博弈论 浦江县中山中学 姚  淞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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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IS 物理实验 德清县第一中学 梁振华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0 象山乡土历史研究选讲 象山县第三中学 钟万永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1 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发展 浙江省嘉善高级中学 王  亮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2 英语应用文写作教程 丽水第二高级中学 梁承浩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3 创意水火箭 上虞中学 陈勇刚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4 驴友行走浙江 诸暨市湄池中学 张  超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5 数学解题指导 柯桥中学 樊宏标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6 高中数学高效学习策略 浙江省台州中学 项莉敏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7 物理数字化实验 杭州高级中学 李  刚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8 生存与环境 湖州市双林中学 郑学琴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49 生活与化学检测 瑞安市第六中学 张克龙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0 管窥《易经》——与中学生谈《易经》 浙江省临海市杜桥中学 蒋逸礼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1 德语入门（Deutsch,warum nicht） 金华市外国语学校 陈周茜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2 新闻中的化学 杭州市长征中学 沈旭东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3 数学文化欣赏 奉化市武岭中学 杨亢尔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4 高中英语美文欣赏读本 浙江省普陀中学 张成年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5 切花保鲜 柯桥中学 马兆英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6 谢灵运与永嘉山水 永嘉县上塘中学 戴羡羡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7 能力生物学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缪仁票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8 环太湖经济合作研究 浙江省长兴中学 池  佳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59 大国兴衰启示录 杭州市余杭第二高级中学 王  涛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0 化学实验技能拓展 温州中学 杨振华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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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元素与生命 浙江省台州中学 林瑞蔡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2 听阅 VOA，品百味人生 浙江省仙居中学 王  媚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3 高中智优生元素化学 舟山中学 王成冠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7 义乌名人专题研究 浙江省义乌中学 曹心意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5 MC 课程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孙军波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6 汽车中的物理 杭州第十四中学 骆兴高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7 茶艺鉴赏 舟山中学 韦恩标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8 诗心欣赏 浙江省义乌中学 傅婷婷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69 万有引力的前世今生 嘉兴市第一中学 张建斌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70 物质结构探秘 绍兴市第一中学 蒋  明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71 数控加工技术导航 嘉兴教育学院 范家柱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72 初级财经英语之理财 丽水市教研室 蔡美莲 知识拓展 电子教材类 

73 海宁名人文化选讲 海宁市海宁一中 冯菁焕 知识拓展 视频课程类 

74 外贸单证基础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  帆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75 手板模型制造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鑫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76 智能楼宇安防系统设计与施工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  博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77 现代家庭装修之电路安装 浙江省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周连强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78 汽车空调 湖州交通学校 朱汉楼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79 酒水知识与调酒艺术 义乌市国贸学校 帅  岚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0 仙居旅游文化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陈银燕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1 职业生涯规划 诸暨市实验职中 王铁江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2 汽摩配加工之常规量具使用 瑞安市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郑小勇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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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钳工小制作 台州市椒江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  蹦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4 钳工技能训练入门 诸暨市实验职中 寿祖平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5 艺术插花 义乌市国贸学校 胡  一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6 动漫手办造型艺术 温州市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华侨中学 吴  奕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7 电子产品安装与调试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胡土琴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8 Flash 创意动画制作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余小红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89 Flash 主题动画创作设计 浙江省湖州中学 沈红杰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0 用 PPT 设计数字故事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孔丽亚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1 PS 多彩的世界 舟山市定海一中 杨夏芬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2 农业种植技术入门和实践 龙泉市第一中学 吴孝东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3 化学与烘焙 杭州第二中学 郑路镓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4 插画设计 绍兴市高级中学 陆海洋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5 竹刻艺术 海盐高级中学 徐玄姜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6 玩转思维导图软件技术 瑞安市瑞安中学 边楚女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7 家庭酿酒工艺 城南中学 胡周伟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8 未来动漫设计师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陈  玲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99 创意皮具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童关良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0 庭园设计 湖州市埭溪中学 李  舒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1 微网络组网与应用 浙江省普陀中学 吴红伟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2 木工基础教程 长兴金陵高级中学 饶君林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3 动画梦工厂 苍南中学 梁亦明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4 基于 Arduino 的电子控制系统设计与制作 温州中学 吴晋林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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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我爱设计 我爱制作 浙江省义乌中学 陈  玫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6 布艺手工制作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黄莉茹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7 户外活动策划与野外生存基本技能 海盐县元济高级中学 田  琳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8 标志创意设计 绍兴市高级中学 陆海洋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09 地理摄影 东阳中学 任江平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0 茶艺基础 杭州第七中学 李  丽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1 家用电器 浙江省天台中学 汤有国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2 
校园绿色行动——植物的鉴赏、制作、实验、

种植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林贤芬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3 装饰画设计 舟山市普陀第三中学 庄存良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4 视频 MTV 编辑与制作 浙江省普陀中学 柯  林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5 PS 美图秀秀 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 章叶芳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6 纺织印染中的化学 绍兴市绍兴县教师发展中心 杨  军 职业技能 电子教材类 

117 创意手绘 温州二中黄龙校区 张  薏 职业技能 视频课程类 

118 
我设计•我参与•我分享——PhotoShop 平面

广告实例分析与制作 
浙江省台州中学 张  雄 职业技能 视频课程类 

119 动画鉴赏与设计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  琳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0 排球入门 中国计量学院 李广存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1 翩跹翠袖拂云裳——学习女性礼服裙设计 临安市於潜中学 万红亚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2 绍兴黄酒文化 柯桥中学 刘建华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3 卡布丁创意彩泥 奉化市江口中学 张义仁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4 古老而时尚的手工艺术——扎染 象山县第三中学 蒋美珍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5 弹指之间——民谣吉他弹唱入门 洞头县第一中学 陈伟军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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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高中生幸福课 海宁市市高级中学 陆小峰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7 航空航天知识及模型制作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高级中学 李荣耿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8 西点烘焙 绍兴市第一中学分校 单晓岚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29 平面设计之校园海报设计 临安市於潜中学 袁森龙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0 翡翠鉴赏通识 义乌市义亭中学 丰丽静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1 舌尖上的化学 绍兴市第一中学分校 王  飞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2 智能机器人设计与制作 宁波市四明中学 王安幸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3 方寸里的 2500 年—邮票里的绍兴人、绍兴事 鲁迅中学 王  军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4 高中美术选修课插图教学 余姚市第五中学 黄幼丹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5 高中女生性健康必备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林育琴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6 Photoshop 图像处理与平面设计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丁  芳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7 黄酒与化学 浙江省嘉善中学 张跃萍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8 嘉兴民间美术 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郑  蕾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39 金华黄蜡石鉴赏与收藏 金华市孝顺高级中学 季熙伟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0 天文学漫步——天文理论与实践 鄞州同济中学 毛锦旗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1 英语歌曲赏析 宁波市第二中学 王淑娅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2 水彩画艺术 杭州高级中学 余知辛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3 趣味色彩心理学 金华市宾虹高级中学 肖  岚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4 素描基础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罗雪峰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5 魅力话剧 灵动课堂 温州市第十四中学 张小玲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6 大话旅游 永康市明珠学校 舒国荣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7 演讲•主持•辩论 湖州市第一中学 吴昌晖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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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中国古代的化学应用 宁波市镇海中学 张经童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49 动画设计基础 浙江省义乌中学 吕洪寿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50 人声极致“阿卡贝拉” 鄞州中学 何春芬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51 涂鸦 浙江省武义第三中学 徐  剑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52 科技发明 宁波国家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郑良华 兴趣特长 电子教材类 

153 绘本与人生 宁波中学 潘爱华 兴趣特长 视频课程类 

154 创意摄影 奉化中学 戴幼芬 兴趣特长 视频课程类 

155 不织布 DIY 手工缝制 浙江省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杜伸伸 兴趣特长 视频课程类 

156 数码照片的 PHOTOSHOP 后期制作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彭  辉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57 西湖文化探寻 杭州市源清中学 阙仁镇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58 《修好这颗心Ⅱ心格局》之职业生涯规划 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 张秀銮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59 模拟联合国——模联入门与进阶 宁波市效实中学 陈林福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0 走进身边的生物技术 苍南中学 林贤笋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1 创业导论 浙江万里学院 黄文军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2 快乐生物 乐清市第三中学 陈舒静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3 磐安文化遗产集萃 浙江省磐安中学 卢洪波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4 石骨铁硬宁波话 鄞州中学 颜军岳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5 走近家乡常见中草药 瑞安市瑞安中学 郑祥信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6 《修好这颗心Ⅰ心居所》之心理健康教育 诸暨市第二高级中学 张秀銮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167 心灵快乐游戏 象山县第二中学 程赞红 综合实践 电子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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