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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填报首批本科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申请书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课程负责人： 

经有关教师申报、各学院初评、学校复评以及网上公示，《微观经济学》等

143门课程被列为我校首批本科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进一步加强建设，请各学

院组织有关课程负责人尽快填报精品课程建设申请书，填写时请注意： 

    1、本科精品课程建设应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改革要求，与新一轮

的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整合相配套。 

2、精品课程的建设应着重从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CAI 课

件和教材建设、考试方法的改革、教学艺术的研究、高水平教学梯队的建设和推

进双语教学等方面进行。 

3、学校将根据各课程建设内容和改革力度，分别给予 1--3万元经费资助。 

4、精品课程建设时间一般为 1.5~2年。 

请各课程负责人认真填写申请书(空白表可从行政网教务部网上下载)，经学

院签署意见后于 7 月 8 日前由各学院本科教育科统一报送教务部教学管理办公

室。 

联系人：毛水生  联系电话：87951377 

Email: mss@zuadmin.zju.edu.cn 
 
 
附：1、浙江大学首批本科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2、浙江大学本科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申请书 
 
 
 
 
 

                                   教  务  部 
                                   二 0 0二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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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8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专业课 陈  奇 
机

学

院 
02079 数据库系统 专业课 孙建伶 

02080 流体力学 专业基础课 毛根海 
02081 建筑物理 专业基础课 张三明 
02082 专题化设计 专业课 王  竹 

02083 士力学与基础工程 专业基础课 谢康和 

02084 钢筋混泥土结构 专业课 陈  呜 

建

工

学

院 

02085 建筑设计 专业基础课 陈 翔 

02086 精细农业与 3S技术 专业基础课 何  勇 

02087 食品工艺概论 专业基础课 陈健初 

02088 工程力学 专业基础课 盖  玲 

农 
工 
食 
品 
学 
院 02089 机械制图及 CAD 学科基础课 盛奎川 

02090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专业课 金一中 
02091 环境学概论 学科基础课 陈英旭 
02092 环境化学 专业基础课 朱利中 

环

资

学

院 02093 土壤学 专业课 卢升高 

02094 定量生理学 专业课 郑筱祥 生

仪

学

院 02095 智能仪器设计基础 专业课 王晓萍 

02096 遗传学 学科基础课 石春海 
02097 植物保护学 专业课 叶恭银 
02098 种子学 专业课 胡  晋 
02099 植物育种学 学科基础课 曹家树 
02100 核技术生物学应用 专业课 徐步进 

农

学

院 

02101 设施园艺学 专业课 喻景权 

02102 动物生理学 专业基础课 张才乔 动

科

院 02103 动物营养学 专业基础课 吴跃明 

02104 妇产科学 专业课 谢  幸 
02105 生理科学实验 专业基础课 陆  源 
02106 放射诊断学 专业课 章士正 
02107 外科学 专业课 曹利平 
02108 医学免疫学 专业基础课 邵传森 
02109 内科学 专业基础课 鲁  端 
02110 社会医学 专业基础课 杜亚平 
02111 医学心理学 专业基础课 姜乾金 
02112 病理学 专业基础课 周  韧 

医

学

院 

02113 传染病学 专业课 陈亚岗 
药

学
02114 药物分析 专业课 姚彤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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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公布 2006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名单的通知  

教高函〔2006〕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
解放军总参谋部，部属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

〔2003〕1 号）精神，现将我部批准的 2006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 374 门，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358
门，军队院校 16门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切实落实质量工程，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继续

加大经费投入并给予政策支持，推进优质资源的建设与共享。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

的优质资源和建设经验，推进本校课程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用户可通过登录“高等学校精
品课程建设工作”网页（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edu.cn点击“高校教学”栏“工作链接”中的“国
家精品课程建设”进入，或从 http://www.jpkcnet.com进入）.浏览国家精品课程内容和了解全国精
品课程建设工作的相关信息。  
附件：2006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  

教  育  部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2006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医学部分）  
（以学科专业为序）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课程名称 学校 
课  程 
负责人 

课程层次 省（区、市） 

204 医学 法医学类 法医物证学 四川大学 侯一平 本科 四川省 
205 医学 护理学类 护理学基础 四川大学 李继平 本科 四川省 
206 医学 基础医学类 病理学 吉林大学 李玉林 本科 吉林省 
207 医学 基础医学类 病理学 汕头大学 苏  敏 本科 广东省 
208 医学 基础医学类 医学微生物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谷鸿喜 本科 黑龙江省 
209 医学 基础医学类 医学心理学 浙江大学 姜乾金 本科 浙江省 
210 医学 基础医学类 影像解剖学 青岛大学 刘丰春 本科 山东省 
211 医学 口腔医学类 口腔颌面外科学 上海交通大学 张志愿 本科 上海市 
212 医学 口腔医学类 口腔内科学 四川大学 周学东 本科 四川省 
213 医学 口腔医学类 口腔生物学 武汉大学 边  专 本科 湖北省 
214 医学 口腔医学类 口腔正畸学 北京大学 周彦恒 本科 北京市 
215 医学 临床与医技 传染病学 浙江大学 李兰娟 本科 浙江省 
216 医学 临床与医技 儿科学 复旦大学 桂永浩 本科 上海市 
217 医学 临床与医技 内科学 广州医学院 钟南山 本科 广东省 
218 医学 临床与医技 外科学 北京大学 祝学光 本科 北京市 
219 医学 临床与医技 影像诊断学 天津医科大学 张云亭 本科 天津市 
220 医学 药学类 药物分析 沈阳药科大学 毕开顺 本科 辽宁省 
221 医学 药学类 药物化学 北京大学 徐  萍 本科 北京市 
222 医学 药学类 药学生化基础 中国药科大学 姚文兵 本科 江苏省 
223 医学 药学类 药用植物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万德光 本科 四川省 
224 医学 预防医学类 卫生统计学 中南大学 孙振球 本科 湖南省 
225 医学 预防医学类 预防医学 复旦大学 傅  华 本科 上海市 
226 医学 中医学类 金匮要略 浙江中医药大学 范永升 本科 浙江省 
227 医学 中医学类 内经选读 长春中医药大学 苏  颖 本科 吉林省 
228 医学 中医学类 中国医学史 中医药大学 常存库 本科 黑龙江省 
229 医学 中医学类 中医基础理论 山东中医药大学 孙广仁 本科 山东省 
230 医学 中医学类 中医内科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张伯礼 本科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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