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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高职院校传统康复治疗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方法：将2019级(200名学生)教
学改革之前教学效果与2020级(200名学生)教学改革之后教学效果进行比较。结果：教学改革之后理论
考核学生达标率为97.5%,明显高于教学改革之前,X2=9.6984；实践操作考核达标率为97.0%,也明显高于
教学改革之前,X2=9.5484(P<0.05)。结论：高职院校传统康复治疗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可明显提高教学质
量,取得的教学成果较为理想,可为社会培养出高素质的技术型人才,与职业院校教学初衷高度一致,高职
院校传统康复治疗技术课程教学改革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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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enlong Wang
Nantong Health College of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thod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2019 (befor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200 students) was compared
with the teaching reform of 2020 (200 students). Results: After the teaching reform, the theoretical assessment
standard rate was 9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teaching reform (X2=9.6984); the practice operation
assessment standard rate was 97.0%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teaching reform, X2=9.5484 (P <0.05).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chieve ideal teaching result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which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teaching inten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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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改革前后理论考核达标率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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