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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三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针对当前中职院校专业课程教材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借助
校企合作的契机,以工艺美术专业《室内设计综合应用》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发与设计本门课程任务
书式活页教材的过程与策略,为新型活页教材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实践证明,新型任务书式活页教材能
有效提升中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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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Loose-leaf Textbook Based 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ZENG Xing
Dongguan Light Industry School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education" re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use the opportunity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Interior Design course of applied ar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rocess and strategy of developing and designing the loose-leaf textbook of this
course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the new type loose-leaf textbook.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the
new type of loose-leaf textbook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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