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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外语能力测评

研究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外语教指委 [2017] 4号 

各职业院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号）文件精

神，推动全国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提升外语教学质量管

理水平，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开

展“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外语能力测评研究课题”立项工作。

经过专家组评审论证，共 65 项课题获批立项，现将立项课

题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8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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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外语能力测评研究课题

立项名单 

课题批准号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姓名 单位 

FLAA001 重点课题 
多元生源与外语“多价”能力测评机制研究与实践---

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吴海彬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FLAA002 重点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李  明 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FLAA003 重点课题 英语类专业学生外语能力口语测评研究 费笑成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FLAA004 重点课题 
构建核心素养视角下的高职师范英语专业测评体系研

究 
药慧敏 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FLAA005 重点课题 信息化环境下的高职学生英语能力测评模式研究 王墩田 东营职业学院 

FLAA006 重点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职场英语口语测评体系研究 齐智英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FLAA007 重点课题 依托信息技术的高职英语应用能力智能测评体系研究 张  敏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FLAA008 重点课题 高职院校口语测试反拨作用的分析与研究 刘红达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FLAA009 重点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多元化外语能力测评内容的研究与实践 李晓梅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FLAA010 重点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试研究 张艳宾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FLAB001 一般课题 高职高专外语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测评研究 修  杨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FLAB002 一般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

研究 
刘津智 长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FLAB003 一般课题 
读后续译-对提高高职院校英语翻译教学水平的实证

研究 
王相顺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FLAB004 一般课题 
高职生外语学习动机与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张  丽 潍坊科技学院 

FLAB005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测评研究 韩彩虹 郑州科技学院 

FLAB006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母语文化对英语表达能力形成的影响研

究——以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为

例 

彭枚芳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FLAB007 一般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培养

研究 
张  刚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FLAB008 一般课题 
职业技能大赛视阙下的高职英语口语测评体系改革研

究与实践 
刘祥荣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FLAB009 一般课题 基于行业需求的 PRETCO 测试完善与优化研究 王志敏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FLAB010 一般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研究 李  芹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FLAB011 一般课题 
基于输入输出理论对医学生英语听力效率的研究——

以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 
和芝兰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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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B012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多模态测评体系研究 李树河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FLAB013 一般课题 交际法测试视角下高职大学英语口语分层测评研究 陈黎明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FLAB014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英语教育专业学生英语语音能力测评研究 郑小红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FLAB015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英语学习动机激励研究 赵  越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FLAB016 一般课题 基于《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朱桂平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FLAB017 一般课题 
四川职业院校学生方言文化对跨文化意识形成的影响

研究 
陈宏霞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FLAB018 一般课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学生英语翻译能力测评研究 李有贵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FLAB019 一般课题 高职英语教学中目的语表达母语文化问题研究 刘凤辉 东北石油大学秦皇岛分校 

FLAB020 一般课题 《大学英语》课程考核模式研究与实践 吕  政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FLAB021 一般课题 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试研究 刘大利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FLAB022 一般课题 校本特色的高职公共英语测评体系研究 唐本赛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FLAB023 一般课题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英语听力能力测试标准研究 林  勇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FLAB024 一般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测

评研究 
沈向光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FLAB025 一般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任俊莲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FLAB026 一般课题 
农林类高职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以成都农业科技学院为例 
余  萍 成都农业科技学院 

FLAB027 一般课题 网络环境下高职学生英语能力测评研究 孙  琳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FLAC001 自筹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

研究 
王  冕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FLAC002 自筹课题 
国外 ESP 测评标准对我国职业院校外语测评标准的启

示 
武丽娜 北京开放大学 

FLAC003 自筹课题 “移动互联网”视阀下多模态英语能力测评实证研究 石小燕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FLAC004 自筹课题 
标准分制下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试题内容效度历时

研究 
余志谋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FLAC005 自筹课题 
基于职业能力的高职英语口语测评实践研究 

----------以南京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黄静雅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FLAC006 自筹课题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评价体系的研

究 
王  伟 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FLAC007 自筹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测评模式构建及写作人才

培养模式的研究 
黄蜀云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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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C008 自筹课题 基于“意义优先”理念的高职英语形成性评估研究 贺春霞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FLAC009 自筹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测评研究 刘  波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FLAC010 自筹课题 高职学生英语思辨能力测评研究 莫兼学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FLAC011 自筹课题 数字化环境下高职院校学生英语能力测评模式研究 陈曼倩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FLAC012 自筹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施慧英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FLAC013 自筹课题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研究 周  川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FLAC014 自筹课题 
阅读素养目标指导下的高职学生英语阅读能力测评研

究 
郭  丹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FLAC015 自筹课题 母语文化对高职院校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影响研究 翁珲珲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FLAC016 自筹课题 高职院校单招班学生英语测试模式改革研究 刘艳林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FLAC017 自筹课题 
母语文化迁移对职业院校学生英语能力的促进作用研

究 
闫  捷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FLAC018 自筹课题 职业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孙丽伟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FLAC019 自筹课题 
高职高专学生英语能力测评中汉语对英汉翻译的负面

影响研究 
任飞飞 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0 自筹课题 
工作过程系统化范式下高职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测试实

践研究 
刘雪梅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1 自筹课题 高职高专院校非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王  敏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FLAC022 自筹课题 职业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水平测评研究 于晓晶 威海职业学院 

FLAC023 自筹课题 
高职院校学生外语能力认证考试效度研究--以高级职

业英语能力认证考试为例 
舒立志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4 自筹课题 以职业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学生英语口语能力测评研究 黄雪芳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FLAC025 自筹课题 
高职院校行业英语测评体系研究——以轨道交通行业

英语为例 
郭冬梅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6 自筹课题 基于表现性评价的高职英语移动学习资源库建设 郝焕香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7 自筹课题 
以交际测试理论为指导的职业院校学生英语能力测评

模式研究 
王  宏 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FLAC028 自筹课题 
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测评量具设计研究—以山

东外国语职业学院应用英语专业为例 
林立芹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