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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重视任务、问题在教学活动中的综合应用,教学活动局限于课堂当中,相关教学
工作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借助项目教学法落实教学工作,可以将教学活动转化为不同的“项目”,在探究
项目的同时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本文针对高职《建筑工程测量》的有关育人要求展开论述,思考如
何借助项目教学法优化《建筑工程测量》中的相关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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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tasks
and problem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limited to the classroom, and the influence of related
teaching work is relatively limited. With the help of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teaching work,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different "projects", and help students complete
the learning tasks while exploring the pro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evant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Measur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inks about how to optimize the
relevant teaching activities in Measur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with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Key words]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Measure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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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教学法的应用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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