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建筑施工组织》课程标准制定与探讨
朱思静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r.v4i5.3902
[摘 要] 本文从课程定位、课程设计思路、课程教学目标、典型工作任务、教学考核评价等五个方面
来探究《建筑施工组织》课程标准制定。
[关键词] 课程标准；建筑施工组织；课程定位；课程设计；课程目标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Prepar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Sijing Zhu
Hunan Urban Construction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mul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from
five aspects: curriculum positioning, curriculum design ideas,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typical work tasks,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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