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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面点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9级现代学徒制）（专业代码：640204 ） 

 

一、主体部分 

1.【招生对象及学习年限】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和中职应往届毕业生 

学    制：3 年 

 

2.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及所属专业类应依据现行专业目录；对应行业参照现行的《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主要职业类别参照现行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根据行业企业调研，明确主
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根据实际情况举例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3.【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中西面点

工艺专业所必需的文化知识、现代烹饪专业理论知识，遵守餐饮业操作规范，具备餐饮生

产和经营管理能力，从事餐饮业、酒店业中西面点生产、研发、营销、管理工作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4．【培养岗位与职业能力】（核心岗位“★”） 

序

号 

培养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专门能力 对应课程 

1 
★中

式面

从事运用中国传统的或现代

的成型技术和成熟方法，对

掌握饮食卫生、饮食营养、食品

成本核算和安全生产等基础知识

中西饮食文化、烹饪化

学、食品营养与安全基

所属专
业大类
（代码

） 

所属专业
类（代码

）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64旅游

大类 
6402餐饮

类 62餐饮业 

4-03-01-02 
中式面点师
4-03-02-02 
西式面点师 

 
 

中式面点制作

师、西式面点

师、广式点心

师、餐饮管理

员 

中式面点师

（初级、中

级）、西式

面点师（初

级、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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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师 面点的主料和辅料进行加工

，制成具有中国风味的面食

或小吃等工作 

，掌握制馅、调制面坯、成形、

制熟、装饰等中式面点专业技能

。 

础、中式面点制作技术

（初级）、中式面点制

作技术（中级）、高级

中式面点工艺综合实训

等 

2 

★西

式面

点师 

从事运用不同的操作技术、

成熟技巧及成熟方法对主料

、辅料进行加工，制成西式

风味面食、点心的工作 

掌握饮食卫生、饮食营养、食品

成本核算和安全生产等基础知识

，需要掌握西式面点的原料知识

、常用设备及工具的使用与保养

、制作的基本手法、制作工艺、

常用装饰品等，以及菜单的筹划

、西点厨房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

等相关知识。 

中西饮食文化、烹饪化

学、食品营养与安全基

础、西式面点制作技术

（初级）、西式面点制

作技术（中级）、高级

西式面点工艺综合实训

等 

3 

★食

品安

全管

理员

（餐

饮服

务） 

从事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培训食品安全知识、

食品安全档案管理等工作 

掌握国家法律法规对餐饮业的相

关卫生要求； 

掌握食品污染、食物中毒的预防

方法； 

具备对原料采购及餐饮器具进行

检测的能力。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餐饮安全控制与管理、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

品添加剂应用技术、食

品微生物及实验技术等 

4 

营养

配餐

员 

营养配餐设计、营养食谱编

制、营养配餐指导 

能够根据不同人群营养需要，制

定营养食谱，指导人群平衡饮食

，进行营养调查及分析。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

能、烹饪工艺技术、食

疗药膳制作技术等 

 

5.【人才培养规格】 

素质结构 

序 

号 

学院质量

标准要求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对应学习课程 

权重

（%

）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0 

1 
思想政治 

素质 

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热爱祖国，爱岗敬业，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概论 
50 

中西饮食文化 50 

2 
人文与 

科学素质 

具有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与人和

睦相处；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坚忍的毅力和拼搏精

神；具有善于钻研、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工匠精

神，勇于创新和实践。 
国学精粹 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7%82%B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2%E9%A3%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5%90%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BC%8F%E9%9D%A2%E7%82%B9%E5%88%B6%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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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

业指导 
40 

3 职业素质 

具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能熟练使用计算机与办公软

件，具备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具有扎实的中西面点

工艺专业知识、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服务社区

和营养健康意识，具有绿色环保和食品安全意识。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60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50 4 

 

 

身心素质 

 

身体健康，心理承受力较强，拥有积极向上的情感

，能够自我激励，能够承受岗位工作的身心压力，

善于化解压力，心胸开阔，乐于奉献。 体育 50 

 

知识结构 

（1）文化知识 

序

号 

学院质量 

标准要求 
本专业具体化描述 对应学习课程 

权重（%

）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50 
1 

通用科学 

知识 

掌握餐饮业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掌握计算

机基础理论知识 计算机应用基础 50 

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30 

职业英语 40 

国学精粹 20 

2 
人文与社会

科学知识 

掌握就业中所涉及经济、环境、法律、社会

等因素相关的思想与法律基础、政治与形势

、职业礼仪、国学文化、英语等人文与社会

科学知识 
形势与政策 10 

（2）专业知识 

掌握中西面点工艺专业所必需的文化知识、现代烹饪专业理论知识，掌握餐饮业操作

规范，具备餐饮生产和经营管理能力，具备餐饮业、酒店业中西面点生产、研发、营销、

管理能力，熟悉中式面点工艺等行业产业发展趋势和社会需求。 

    能力结构 

（1）职业通用能力 

具有良好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用中文完成专业技术报告, 

并借助辞典阅读英文专业文献。 

具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完成团队组织与协调管理，善于同他人密切合

作。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够学习、更新和使用各类办公软件完成相关工作。 

具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参与或主持创新创业活动、竞赛和项目。 

（2）职业专门能力 

中式面点师：掌握饮食卫生、饮食营养、食品成本核算和安全生产等基础知识，掌握

制馅、调制面坯、成形、制熟、装饰等中式面点专业技能。 

西式面点师：掌握饮食卫生、饮食营养、食品成本核算和安全生产等基础知识，需要

掌握西式面点的原料知识、常用设备及工具的使用与保养、制作的基本手法、制作工艺、

常用装饰品等，以及菜单的筹划、西点厨房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等相关技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BC%8F%E9%9D%A2%E7%82%B9%E5%88%B6%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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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态评估与食谱制定能力：具有对常见营养疾病的评估能力及从事营养配餐设计

与功能评价的初步能力，能运用公共营养师岗位技能进行指导社区一般人群和特殊人群的

饮食营养调节。 

营养配餐及食疗药膳制作能力：具有烹饪中式菜肴的能力，具有为不同人群或个人配

制营养餐，食疗药膳与保健食品加工制作能力及药膳、保健食品生产、新产品开发、产品

销售等能力，能够从事食疗药膳餐饮企业、保健食品加工企业等职业岗位的工作。 

餐饮企业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具有实施食品卫生监督的能力，具有独立处理食品卫生

相关问题的能力。 

食品检验能力：具有化学分析以及微生物检测知识，具备从事餐饮食品相关检验的能

力，能够独立正确执行国家标准检验的能力。 

创新创业能力：具备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够运用食品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包括参加创新创业竞赛、创业实践训练项目、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 

（3）职业拓展能力 

具备食品加工技术、食品生物技术、企业经营与管理、实验室建设及管理等职业能力

，能够从事餐饮企业经营、保健食品销售等岗位工作。 

6．【专业课程体系架构】 

 
 
 
 
 
 
 
 
 
 
 
 
 
 
 
 
 

 

  

 

能力进阶

第三阶段

综合技能培养

中式面点制作

技术（初级、

中级）

食品感官分析技

术

第五阶段

职业综合能力培

养

毕业

（顶

岗）

实习

、毕

业（

顶岗

）实

习报

告

高级中式面点

工艺综合实训

、高级西式面

点工艺综合实

训、中西面点

检测综合实训

、企业职业技

能训练课程、

餐饮市场营销

西式面点制作

技术（初级、

中级）

食品微生物及实

验技术

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技术

食品营养与健

康应用技能、

餐饮安全控制

与管理 

食品添加剂应用

技术、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

广式点心制作

技术

创新创业活动

第二、三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三、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第四阶段

拓展能力培养

第二阶段

单项技能培养

第一、二学期

职业英语2

中西

饮食文化

烹饪化学

第一阶段

专业基础培

养

食疗药膳制作技

术、烹饪营养与

配餐

食品营养与

安全基础

餐饮经营与管理、

食品电子商务、连

锁经营与管理

甜品饮品出品及

服务、烹饪营养

与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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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专业核心课程】 （5-8门） 

核心课程1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学  期 2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20 实践学时 34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中式面点概述 

1.中式面点的概念 

2.中式面点风味流派与特色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2. 

课后习题。 

模块二 

面点原料 

1.面点原料概述    

2.坯皮原料与制馅原料； 

3.调辅料与食品添加剂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现场讲解设备器具的操作

要领及安全注意事项；2.模拟考证考试完成课后习题 

模块三 

水调类(冷水、

热水、温水)面

团的调制技能训

练 

1.冷水、热水、温水面团调

制的意义 

2.冷水、热水、温水面团调

制的方法 

3. 

冷水、热水、温水面团调制

的方法 

4.冷水、热水、温水面团代

表性品种的制作方法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

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一 水饺皮及水饺的制作 

实训二 烧卖、烧卖皮的制备 

模块四 

膨松面团调制 

技能训练 

1.膨松类(生物、化学、物理

)面团的调制方法。 

2.膨松面团代表性品种的制

作方法。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2.

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一个实训： 

实训三 核桃酥的制作 

模块五 

油酥面团调制 

技能训练。 

1.油酥类(层酥、单酥)面团

的调制方法。 

2.油酥面团代表性品种的制

作方法。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2.

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四  杏仁酥、三角酥、兰花酥、酥饺等技能训练 

实训五  莲蓉蛋黄甘露酥、葱油酥饼等技能训练 

模块六 

米粉面团调制 

技能训练 

1.米粉类面团的调制方法。 

2.澄粉面团代表性品种的制

作方法。 

3.米粉类面团代表性品种的

制作方法。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2.

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六  年糕、寿桃、拉糕等 

实训七  苏州船点、广东虾饺、咸水饺等制备 

模块七 

常用成型技能 

训练 

1.手工成型法 

2.器具成型法 

3.面点装饰、造型特点与色

彩要求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2.

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一个实训： 

实训八 拍澄面饺皮成型制作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校内教师和企业技师组成。校内教师要求具备食品专业背景、具有面点岗位工作经历或中级面点

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企业技师要求具备三年及以上从业经历、具有中级面点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教室和教学视频，电子书籍、电子期刊、相关网站、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

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具备能满足中式面点操作的校内焙烤实训场所；校外餐馆食品企业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1）理论教材： 

① 王美主编.《中式面点工艺与实训》.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② 组织校内相关教师与行业（企业）的专家（面点技师）共同开发编写符合本课程要求的特色教材。 

（2）实训教材： 拟根据考证要求自编实训教程。 

4、教学方法设计： 

围绕中式面点师职业能力，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全真实务操作等教学环节，讲授面点基本制作技术，面点制

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程序，采用讲解、演示、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高技艺和适应职业转换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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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达到获取中级面点师职业资格的基本要求。 

5、学习评价 

采用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和实操项目。 

成绩构成：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出勤10%+课堂表现10%+实训报告10%+实操70% 

1.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及实训报告根据学生平时上课出勤、课堂发言、课前课后的劳动表现和书面实训报告

完成情况等加以评定。      

2.实操考核 

实操考核包括七个项目（另备选一个），每个项目10分。具体考核内容有方面：过程、成品及相关项目。。 

 
核心课程2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学  期 2 总学时 63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西式

面点概述及工作

前准备 

1. 
焙烤食品概述（行业发展趋

势及种类 

2. 
焙烤食品的计量、单位转换

以及焙烤食品成本计算 

3.常用设备的安全使用和维

护 

4. 
常用工具的安全使用和维护 

 

1. 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 

2. 课后习题练习； 

3. 安排1个实训： 

实训一：焙烤食品实训中心烤箱、面包醒发箱、搅拌机等

焙烤设备和工具的安全使用与维护 

模块二 

西式焙烤食品原

料 

 

1.焙烤食品基础原料小麦粉

、水的特性以及在烘焙中的

作用和影响 

2.焙烤食品其它辅助原料的

特性及在烘焙中的作用和影

响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 

2.模拟考证理论进行课后习题练习； 

3.安排2个实训： 

实训二：各类原辅材料的认识 

实训三：小麦面筋制作及含量测定 

模块三 

发酵类焙烤食品

（面包）的制作

技术 

1.面包加工技术基础知识 

2.快速发酵法制作面包 

3.一次发酵法制作面包 

4.二次发酵法制作面包  

5.起酥面包 

6.冷冻面团 

7.三次发酵法制作面包 

8.面包质量评定 

9.面包质量问题分析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现场讲解设备器具的操作

要领及安全注意事项； 

2.模拟考证考试完成课后习题； 

3.安排6个实训： 

实训四：软式小餐包的制作 

实训五：油炸面包圈的制作 

实训六：菠萝包的制作 

实训七：法式长棍面包的制作 

实训八：酥皮包的制作 

实训九：鸡尾包的制作 

 

模块四 

冻品类焙烤食品

制作 

1.果冻的制作 

2.乳冻的制作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 

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 

3.安排1个实训： 

实训十：蛋黄淇淋少司的制作 

模块五 

混酥类焙烤食品

的制作 

混酥类焙烤食品的制作（杏

仁酥等）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 

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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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校内教师和企业技师组成。校内教师要求具备食品专业背景、具有西点岗位工作经历或中级面点

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企业技师要求具备三年及以上从业经历、具有中级面点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教室和教学视频，电子书籍、电子期刊、相关网站、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

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具备能满足中式面点操作的校内焙烤实训场所；校外餐馆食品企业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1）课本教材 

使用的课本教材是“1+X”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 

边兴华，西式面点师(初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年6月28日最后版。 

（2）实验教材 

任课教师主要参考选用课本操作实例，另外也参考权威的网络视频教学资源，如：王森烘焙学校、新浪君之

烘焙、甜悦下午茶视频资源。同时也参考校内教师团队自编实训指导书，如;李崇高、黄建初、胡玉玫等编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实训指导，广州城市职业学院，2017年9月 

（3）其它文字参考资料 

食品科学、食品工业科技、食品与机械、中国食品报等报刊杂志 

（4）其它电子参考资源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积累实训视频，通过搭建起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台，

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

，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4、教学方法设计： 

围绕西式面点师职业能力，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全真实务操作等教学环节，讲授面点基本制作技术，面点制

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程序，采用课前布置观看授课老师录制的实训视频、课上回顾、讲解、演示、练习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高技艺和适应职业转换奠定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达到获取初级西点师职业资格的基

本要求。 

5、学习评价 

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1）本课程采用终结性考核方式，总成绩由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形成。 

总成绩＝平时考核成绩（40分）＋ 期末考试成绩（60分）。 

2）平时考核成绩（40分）＝平时学习表现考核（考勤、课堂讨论）（10分）+实验、实操技能（30分）。 

3）按照实验分组，根据同学平时表现、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及最终完成产品为每位学

生评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时间2个小时。期末考试以100分为总分。 

教学过程评价 

1）本课程全程进行评价，要突出过程与模块评价，对学生在操作和听讲中的表现综合评价。 

2）本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分组合作，要充分考虑个人在合作中的贡献进行评价。 

 

 
核心课程3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学  期 3 总学时 54 理论学时 16 实践学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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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中式面点概述 

1.中式面点的概念 

2.中式面点风味流派与特色 

3.中式面点的一般工艺流程 

4.中式面点的发展历程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课后习题练习。 

模块二 

面点原料 

1.面点原料概述    

2.坯皮原料与制馅原料； 

3.调辅料与食品添加剂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理论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 

模块三 

面点设备与工具 
1.面点器具 

2.面点设施、设备、工具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现场讲解设备器具的操作

要领及安全注意事项；2.模拟考证考试完成课后习题；3.

安排一个实训： 

实训一  面点设备与工具的辨识 

模块四 

面点面坯调制 

1.水调面团调制 

2.油酥面团调制 

3.膨松面团调制 

4.米粉面团调制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

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二 鲜肉包的制作 

实训三 笑口枣的调制 

模块四 

面点制馅工艺 

1.制馅的作用、分类与要求 

2.甜馅制馅工艺 

3.咸馅制馅工艺 

4.混合馅心制作工艺 

5.包馅面皮皮馅比例与要求 

扩展知识：素馅、荤馅制作

工艺要领。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四 葱油酥饼制作 

实训五 莲蓉蛋黄甘露酥制作 

模块五 

面点成型工艺 

1.手工成型法 

2.器具成型法 

3.面点装饰、造型特点与色

彩要求 

扩展知识：搓、包、卷、捏

、抻等19种成型手法及其适

用范围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六  叉烧酥的制作 
实验七  皮蛋酥制作 

模块六 

面点熟制工艺 

1.熟制的含义与传热方式 

2.蒸煮熟制技术 

3.炸煎熟制技术 

4.烤制熟制技术 

5.烙、微波熟制技术 

扩展知识：煮、蒸、炸、煎

、烙、烤、炒等成熟技艺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八  三鲜锅贴的制作 
实验九  素馅荞麦蒸饺的技能训练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校内教师和企业技师组成。校内教师要求具备食品专业背景、具有面点岗位工作经历或中级面点

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企业技师要求具备三年及以上从业经历、具有中级面点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教室和教学视频，电子书籍、电子期刊、相关网站、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

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具备能满足中式面点操作的校内焙烤实训场所；校外餐馆食品企业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1）理论教材： 

① 王美主编.《中式面点工艺与实训》.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 

  ② 组织校内相关教师与行业（企业）的专家（面点技师）共同开发编写符合本课程要求的特色教材。 

（2）实训教材： 拟根据考证要求自编实训教程。 

（3）参考文献： 

① 甘智荣主编.《中式面点大全》.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② 陈怡君主编. 《中式面点制作教与学》. 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 

③ 张北主编. 《面点工艺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④ 李常友编.《中国面点集锦》.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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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方法设计： 

围绕中式面点师职业能力，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全真实务操作等教学环节，讲授面点基本制作技术，面点制

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程序，采用讲解、演示、练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高技艺和适应职业转换奠定

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达到获取中级面点师职业资格的基本要求。 

5、学习评价 

采用过程考核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和实操项目。 

成绩构成：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出勤10%+课堂表现10%+实训报告10%+实操70% 

1.课堂出勤、课堂表现及实训报告根据学生平时上课出勤、课堂发言、课前课后的劳动表现和书面实训报告

完成情况等加以评定。      

2.实操考核 

实操考核包括七个项目（另备选两个），每个项目10分。具体考核内容有方面：过程、成品及相关项目。 

 
核心课程4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学  期 3 总学时 63 理论学时 27 实践学时 36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准备

工作、成本核算 

1.备料与清洁卫生，点心的

成本和点心的价格制定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课后习题练习。 

 

模块二 

泡芙类焙烤食品

加工技术 

1.泡芙的原料选用、不同成

熟方式泡芙工艺过程及产品

质量分析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理论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 

实训一：油炸泡芙的制作 

实训二：鸭子泡芙的制作 

模块三 

起酥类焙烤食品

加工技术 

1.回顾混酥类焙烤食品原料

的选用及制作工艺 

2 

.清酥类焙烤食品原料的选用

及制作工艺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现场讲解设备器具的操作

要领及安全注意事项；2.模拟考证考试完成课后习题；3.

安排2个实训： 

实训三: 鲜果酥盒的制作 

实训四：风车酥的制作 

模块四 

蛋糕加工技术 

1.蛋糕概述 

2. 面糊类蛋糕生产技术 

3.乳沫类蛋糕生产技术 

4.戚风蛋糕生产技术 

5.蛋糕装饰技术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

题练习；3.安排五个实训： 

实训五:黑森林蛋糕的制作 

实训六天使蛋糕的制作 

实训七 树纹蛋卷的制作 

实训八 虎皮蛋卷的制作 

实训九 向日葵戚风杯子蛋糕的制作 

模块五 

混酥类焙烤食品

的制作 

1、混酥类焙烤食品的制作（

杏仁酥等）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 

引入案例,讲授为主,课堂讨论；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

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四 葱油酥饼制作 

实训五 莲蓉蛋黄甘露酥制作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由校内教师和企业技师组成。校内教师要求具备食品专业背景、具有西点岗位工作经历或中级面点

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企业技师要求具备三年及以上从业经历、具有中级面点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证。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教室和教学视频，电子书籍、电子期刊、相关网站、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

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具备能满足中式面点操作的校内焙烤实训场所；校外餐馆食品企业实训基地； 

3、教学资源： 

（1）课本教材 

使用的课本教材是“1+X”职业技术·职业资格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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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兴华，西式面点师(中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年6月28日最后版。 

（2）实验教材 

任课教师主要参考选用课本操作实例，另外也参考权威的网络视频教学资源，如：王森烘焙学校、新浪君之

烘焙、甜悦下午茶视频资源。同时也参考校内教师团队自编实训指导书，如;李崇高、黄建初、胡玉玫等编 

，焙烤食品加工技术实训指导，广州城市职业学院，2017年9月 

（3）其它文字参考资料 

食品科学、食品工业科技、食品与机械、中国食品报等报刊杂志 

（4）其它电子参考资源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积累实训视频，通过搭建起多维、动态、活跃、自主的课程训练平台，

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调动。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

，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4、教学方法设计： 

围绕西式面点师职业能力，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全真实务操作等教学环节，讲授面点基本制作技术，面点制

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操作程序，采用课前布置观看授课老师录制的实训视频、课上回顾、讲解、演示、练习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高技艺和适应职业转换奠定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达到获取初级西点师职业资格的基

本要求。 

5、学习评价 

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1）本课程采用终结性考核方式，总成绩由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形成。 

总成绩＝平时考核成绩（40分）＋ 期末考试成绩（60分）。 

2）平时考核成绩（40分）＝平时学习表现考核（考勤、课堂讨论）（10分）+实验、实操技能（30分）。 

3）按照实验分组，根据同学平时表现、学习态度、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及最终完成产品为每位学

生评分。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时间2个小时。期末考试以100分为总分。 

教学过程评价 

1）本课程全程进行评价，要突出过程与模块评价，对学生在操作和听讲中的表现综合评价。 

2）本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分组合作，要充分考虑个人在合作中的贡献进行评价。 

 

 
核心课程5 餐饮安全控制与管理 

学  期 4 总学时 63 理论学时 35 实践学时 28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模块一 

餐饮食品安全概

述 

1、餐饮食品安全基本概念； 

2、餐饮食品中常见的危害因

素及其预防控制； 

3、食物中毒的预防和处理原

则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

;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一  餐饮食品中的理化快速检测 

实训二  餐饮食品中的微生物快速检测 

模块二 

餐饮加工过程的

安全控制 

1、食品采购； 

2、食品贮存 

3、食品原料加工 

4、烹调加工 

5、凉菜和生食加工 

6、备餐和配送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

，播放视频:广州市食药监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指引

》教学片;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

实训： 

实训三  学校食堂餐饮服务许可现场核查 

实训四 干货原料市场调查 

模块三 

餐饮服务过程的

安全控制 

1、清洁和消毒 

2、从业人员卫生 

3、昆虫鼠害控制 

4、场所、设备、设施、工具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

，现场演示手部清洗操作;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

习;3.安排一个实训： 

实训五 餐饮食品中的感官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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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管理 

模块四 

餐饮服务单位自

身食品安全管理 

1、食品安全日常管理 

2、餐饮业职业道德规范 

3、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1.理论课在多媒体教室进行,讲授为主,引入案例,课堂讨论

;2.模拟考证考试进行课后习题练习;3.安排两个实训： 

实训六 餐饮企业的日常检查 

实训七 餐饮业HACCP制度管理实务训练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具备双师素质， 2 

年以上高职教学经历和具备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师(高级)（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资格，并且在

社会上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机构兼职，有丰富的行业教学经验。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电脑和教学视频，电子教材、课件、实训项目、综合题库、试题库等教学资源的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食品检测技术实训室满足学生实践实训内容如食品安全检查主要工具的使用、快速检测方法

等实验；学校南北校区饭堂真实地提供再现了一个餐饮饭堂食品安全管理现场，由原来模拟实习到真实的工作岗

位，满足了课程的教学需要；校内点都德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提供同学们企业参观，进行认知实践。 

3、教学资源： 

（1）理论教材：广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教材“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编. 2018年 9月. 

（2）实训教材：餐饮食品安全综合实训.自编教材，2017年9月. 

 4、教学方法设计： 

针对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员(高级)（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考证内容组织本课程的教学，教学过程

注重理论教学结合实际餐饮管理操作过程的统一，并采用讲授法、多媒体辅助法、讨论法、自学指导法、课后习

题练习、模拟考证考试等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并养成必须的职业素养，同时采用案例教学方

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学习评价 

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占20%）+实践实训（占35%）+期末考试考核（占45%） 

（1）平时成绩占20%，主要包括学生平时作业、课堂出勤、课堂练习训练等综合表现； 

（2）实践实训占35%，根据实验实训的现场表现和实验报告进行评价，每个实验实训占5%； 

（3）期末考试成绩占45%，采取试卷闭卷。考核内容范围、试卷题型等以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员(高级)考试大

纲（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2018年）和考证内容为依据。 

 

 
核心课程6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能 

学  期 3 总学时 63 理论学时 31 实践学时 32 

主要学习内容： 

模块 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设计 

项目1：膳食营养素参考摄

入量 

案例教学法：根据不同人群案例进行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查

询。 

项目2：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 

项目教学法：会利用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进行一日食物选择

。 

绪论 

4+0 

项目3：我国的营养与健康

现状、中国国民营养计划 

讲解我国的营养与健康现状、中国国民营养计划，便于让学生

意识到食品营养与健康学习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模块一 

食品中的营养

项目1：食品中的营养素及

其质量评价 

任务1：人体的能量需要，能确定成年人一日能量需要量。任

务2：食品营养价值分析，会应用混合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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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负荷并进行评价，能用AAS法对食物蛋白质进行营养评价

，会对食物油脂中的脂肪酸进行分析和计算。 

任务3：食品营养价值评价，能根据食品的营养价值合理选择

食物，能对不同种类的食物进行营养评价，能对保健食品的选

购进行指导。 

素及其质量评

价 

13+12 

项目2：食品标签及营养标

签的解读与制作 

任务1：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的解读，会对食品标签及营养标

签进行解读。任务2：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的制作，利用项目

教学法开展教学，根据企业要求进行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制作

。 

项目1：人体体格测量 

任务1：成人体格测量，去南方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参观学习

人体结构。任务2：儿童体格测量，学生2人一组，相互进行体

格测量。 项目二 

人体营养状况测

定和评价 

8+8 项目2：人体体格评价 

任务1：成人体格评价，对企业工作案例某成人进行体格评价

。任务2：儿童体格评价，对企业工作案例某儿童进行体格评

价。 

项目1：膳食调查 

任务1：称重法膳食调查，利用称重法进行膳食调查。任务2：

24h回顾法膳食调查，利用24h回顾法进行膳食调查。任务3：

记账法膳食调查，利用记账法进行膳食调查。 项目三 

膳食调查和评

价 

6+12 项目2：膳食调查结果的计

算与评价 

任务1：膳食调查结果的计算，结合企业工作案例进行膳食调

查结果的计算。任务2：膳食调查计算结果的分析与评价，结

合企业工作案例进行膳食调查计算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教学实施说明（包括师资、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1、师资 

具备双师素质，2年以上高职教学经历和具备高级相关职业资格，具有丰富的专业和行业教学经验。 

2、教学设施 

理论课教学：多媒体电脑和教学视频，电子教材、课件、实训项目、试题库等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资源，

网络课程和学习通等平台使用。 

实践实训教学：白云区各大社区、广州市营养与健康科普教育基地、校内点都德产业学院广式点心大学生创

新创业孵化基地、广州金球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教学资源 

（1）理论教材：《食品营养与健康》，高等职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浮吟梅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 

（2）实训教材：自编实训指导书。. 

（3）参考书及网络资料：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食物营养成分表》，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版；《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国营养学会，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年5月等。中国营养学会、广东省营养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官网及公众号。 

4、教学方法设计：案例教学法，利用实际案例进行教学，如24h回顾法中调查的对象均为实际存在的调查对

象；校企合作教学法，与企业行业工作人员共同实施教学，如24h回顾法需入户调查摄食量时，学生与企业工作人

员一同入户调查，便于更清楚掌握实际工作岗位情况；任务驱动教学法，以实际工作岗位任务为教学内容开展教

学，如体格测量项目，以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等工作岗位实际工作任务为教学内容开展教学。 

5、学习评价：课程总成绩=素质评价（占20%）+项目评价（占35%）+创新创业评价（占5%）+期末考核（占40

%）。课程考核对应教学目标包括基本素质、知识和技能评价，过程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过程考核包括素质评

价、项目评价和创新创业评价，其中素质评价占20%（包括出勤情况、参与课堂讨论和小组合作项目的表现等）；

项目评价占35%（主要考核课内实训项目和课后作业完成质量）；创新创业评价占5%（主要考核学生参与省、院、

系创新创业比赛的积极性和成果）。期末考核占40%，考核内容以公共营养师水平评价技能考试历年试题改编而成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2t4sX2E-6jDS6_LiX8szVQbeNzKRR_5xcWY8_h-ltLy5jSsbvZJ3dSa00L1c4pd&wd=&eqid=8c07e5ec0000ea250000000657832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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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学生第二课堂活动】 

（1）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活动：参加省及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和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训项目、省质量工程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

学院大学生“挑战杯”创业竞赛、学院及省市级创新创业项目及公益活动；学生组建创新

创业团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单位科研创新技术研究。 

（2）职业技能竞赛类活动：参加校内外中西面点制作、食品检验工、食品检测、公

共营养等方向的职业技能竞赛；参加省级食品检验工技能竞赛、农产品检验竞赛、大学生

生化技能竞赛等各类技能竞赛；每年组织校企合作技能竞赛，使每个学生有参与的机会。 

（3）专业社会服务类活动：参加中西面点制作、食品科普活动、食品协会等团体组

织的相关活动，开展中西面点制作、食品营养、社区营养、营养食品营销等专业技能训练

、社区宣传教育和企业技术服务活动。 

（4）各类文体活动：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如国学朗诵、简历制作

竞赛、班级风采大赛、节日文艺汇演、体育运动会、社区文体活动等，丰富学生课外活动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9．【资格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 

通用能力证书 

（1） 高等学校职业英语能力认证证书 

（2） 高等学校计算机水平考试一级或二级证书 

建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式面点师（初级、中级）、西式面点师（初级、中级）、食品安全管理员、公共营

养师等。 
 

10．【毕业标准】 

本专业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进度表所规定所有必修课程，取得必修课 109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6  学分，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4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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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分达到 129   学分方可毕业。（三年制） 

 

11．【教学进度安排】 

（见附表一、附表二） 

 

二．支撑部分 

1.【专业特色】 

本专业与广州老字号、广东著名饮食企业点都德共同授课，以广式点心为切入点，面

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食品、餐饮及相关产业，服务中西餐饮、食品营养与饮食管理、食品加

工等企业事业单位；掌握中西面点工艺专业所必需的文化知识、现代烹饪专业理论知识，

遵守餐饮业操作规范，具备餐饮生产和经营管理能力，从事餐饮业、酒店业中西面点生产

、研发、营销、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精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电商

实体双结合”的店长及高技能人才。 

 

2.【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序号 主要合作企业 合作形式 主要合作项目（内容） 

1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限公

司、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有限

公司、广州中味餐饮有限公司

、广东多喝汤餐饮发展有限公

司等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学生

实习及就业、校企合作产学研、

横向课题研究、教师企业实践 

中西面点制作、食品生产管理、食

品品质控制、食品安全管理、食品

检验等，学生企业培训、职业体验

（企业见习）、企业教学等 

2 

广州居家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联盛諾康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省营养师协会等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学生

实习及就业、横向课题研究、教

师企业实践 

食品营养、健康咨询及管理等，学

生企业培训、职业体验（企业见习

）、企业教学等 

3 

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

司、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等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学生

实习及就业、横向课题研究、教

师企业实践 

食品微生物检验、理化分析检验、

食品监督管理、企业审核等，学生

企业培训、职业体验（企业见习）

、企业教学等 

 

3．【创新创业教育】 

充分利用点都德产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南校区），根据专业培养职业人

才的定位和目标，发挥中西面点工艺专业师资力量、实验实训条件和校企合作优势，在专

业学习、专业活动、技能竞赛、创新创业竞赛、创新创业实践训练等方面开展创新创业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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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综合实训和企业教学的每个阶段，全过程融入创新创

业教育活动。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在课程标准中落实创新创业要

求，教学活动尤其是实验实训教学结合创新创业活动、竞赛等。特别是在企业体验、社区

实践等教育活动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激发新生创新思维，引导其开展与专业相关的创新

创业活动。 

开设中西面点工艺专业创新创业实践课程，要求学生完成相应课时的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在专业基础课、核心课等不同阶段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为其创新创业综合能力奠定基

础；在专业选修课中设置了与企业共建的创新创业实践课程，将企业项目融入教学，在教

学中解决企业技术问题，创新技术服务。 

在课程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内容，例如在餐饮经营与管理课程中，学生组队成立餐饮

公司，模拟公司从组建到餐饮食品制作再到公司运营整个流程，形成一套企业建立运行方

案，增强学生创业过程的体验；例如在食品电子商务课程中，学生组队建立网上商店，团

队模拟完成电子营销项目，并撰写创业计划书等。 

成立创新创业训练的师资指导队伍，专业教师与企业导师组成的指导团队，指导学生

熟悉整个创业流程，完成创新创业调查分析、方案编写、计划实施等流程，切实提高学生

的创新创业综合能力。利用专业优势、师资优势、校企合作优势，建设校内产品研发中心

、技术服务中心、创新创业工作室等，吸收学生加入教室科研研究中，指导学生开展中西

面点产品研发、工艺设计、工艺参数优化、企业管理优化等创业训练。 

 

4.【师资队伍】 

（1）校内专任教师任职要求： 

具有中西面点工艺、食品营养、食品检验、食品安全等食品及相关专业背景；具有在

食品及相关行业企业工作经历，专业技能水平高；具备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食品检

验工、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食品安全管理员等食品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高级）或

行业职业技能证书（高级）；具有丰富的职业教育教学经验和企业实践教学经验。 

（2）企业兼师任职要求： 

在食品及相关行业企业工作3年以上，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水平，有一定的职业教育

教学能力。 

（3）专业课程师资配置与要求 

专业课程群 专兼教师配置情况 教师专业能力要求 主要课程 课时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54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63 
中西面点制作

技术课程群 

校内教师6人 

企业兼师3人 

具备中西面点工艺及相关专

业背景，具有中式面点师、

西式面点师等相关职业资格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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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63 

广式点心制作技术 63 

高级中式面点工艺综合实训 54 

，具有企业一线中西面点工

艺制作和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 

高级西式面点工艺综合实训 54 

中西饮食文化 36 

烹饪化学 54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63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能 63 

烹饪营养与配

餐课程群 

校内教师5人 

企业兼师3人 

具备食品科学及相关专业背

景，具有公共营养师、健康

管理师等相关职业资格，具

有企业一线食品营养、健康

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烹饪营养与配餐 54 

餐饮安全控制与管理 63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54 

食品添加剂应用技术 54 

食品加工技术 63 

食品微生物及实验技术 63 

餐饮安全控制

与管理课程群 

校内教师5人 

企业兼师3人 

具备食品科学及相关专业背

景，具有食品安全管理员讲

师、食品检验员、食品企业

审核员等相关职业资格，具

有企业一线食品安全、食品

质量管理等相关工作经验。 中西面点检测综合实训 36 

餐饮经营与管理 54 

连锁经营与管理 54 

餐饮市场营销 54 

食品电子商务 54 

餐饮经营与管

理课程群 

校内教师3人 

企业兼师2人 

具备食品科学、营销及相关

专业背景，具有食品安全管

理员讲师等相关职业资格，

具有餐饮经营、电子商务营

销等企业一线相关工作经验

。 甜品饮品出品及服务 63 

 

5.【主要实训环境】 

类 

型 
实训基地（室）名称 主要承担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 

开设 

学期 

烹饪实训室 

中餐制作基本技巧训练、中餐基本烹

饪方法训练、粤菜制作训练、中式面

点制作、西餐制作基本技巧训练、西

餐基本烹饪方法训练、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高级中式面点工艺综合

实训、广式点心制作技术、

食品添加剂应用技术、甜品

饮品出品及服务 

2 

3 

4 

5 

烘培实训室 

面包、蛋糕、饼干等西式面点的制作

、对食品进行感官分析、进行创新创

业教育实践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高级西式面点工艺综合

实训、广式点心制作技术 

2 

3 

4 

5 

营养配餐及评价实训室 

称重法膳食调查、肥胖人群膳食方案

设计、糖尿病人群膳食方案设计、社

区疾患人群模拟咨询、普通人群运动

方案设计等 

烹饪营养与配餐 5 

校

内 

公共营养师实训室 

大学生身体成分分析、中医经络健康

检测使用、超微量子健康危机检测仪

使用、体格测量、营养与健康档案的

建立和管理等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能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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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药膳制作实训室 

药膳的烹制工艺流程及操作；调味工

艺的主要方法；禽类、畜类、水产品

原料的加工方法 

食疗药膳制作技术 5 

微生物技术实训室 

微生物基础实验、食品中菌落总数的

测定、食品中大肠菌群的测定，校企

合作技术研发，教师科研项目研究等 

食品微生物及实验技术 3 

食品理化分析实训室 

食品成分常规分析、食品物理检验、

有害成分检验、添加剂检验、食品感

官鉴定、食品检验工实操考核等 

中西面点检测综合实训 5 

保健食品加工实训室 
保健食品加工、凉茶制作、天然产物

提取等 
功能性食品开发与应用 5 

食品安全与营养公共实训

中心 

公共营养师实训项目、社区营养教育

、食品营养与安全科普活动、食品安

全检测、职业技能训练及实操考核等 

餐饮安全控制与管理、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 

3 

4 

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

司、益海（广州）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广州酒家集

团利口福有限公司、广州

中味餐饮有限公司、广东

多喝汤餐饮发展有限公司

等 

中西面点制作、食品生产管理、食品

品质控制、食品安全管理、食品检验

等，学生企业培训、职业体验（企业

见习）、企业教学等。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高级中式面点工艺综合

实训、广式点心制作技术、

食品添加剂应用技术、甜品

饮品出品及服务、西式面点

制作技术（初级）、西式面

点制作技术（中级）、高级

西式面点工艺综合实训、广

式点心制作技术、餐饮安全

控制与管理、毕业实习 

2 

3 

4 

5 

6 

广州金球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居家瘦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联盛諾

康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

营养师协会等 

营养咨询、营养疾病评估、配餐设计

等课程的企业体验、参观见习、企业

教学、毕业实习等；学生实习内容：

社区普通人群营养教育和管理、社区

疾患人群营养教育和管理。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术； 

烹饪营养与配餐； 

毕业实习 

2 

3 

4 

6 

广州光明乳品有限公司、

益海（广州）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广州酒家集团利

口福有限公司、广州新又

好餐饮服务管理公司等 

焙烤食品理化检验、食品微生物检验

； 

焙烤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等课程的企

业体验、参观、见习、企业教学、毕

业实习等。 

食品微生物及实验技术； 

中西面点检测综合实训 

毕业实习 

3 

5 

6 

校

外 

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

院、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东方纵

横检测有限公司、广州检

验检测认证集团等 

食品中水分测定、油脂酸价测定等理

化检验；细菌总数测定、大肠菌群测

定等微生物检验；校企合作内容：教

师企业实践、实训教材编写。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毕业实习 

 

4 

6 

 

 

6．【专业群】 

名称 食品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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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专业 1、食品营养与检测；2、食品生物技术；3、食品质量与安全；4、中西面点工艺 

核心专业 食品营养与检测 

群内 

资源共享 

（1）专业群平台课程共享 

 

平台课程共享一览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要求 

任课教师 

资质要求 

1 
中西饮食文

化 

熟悉中国饮食文化传统与发展；掌握中国传统饮

食养生的实践与应用；具备饮食中国茶文化、酒

文化、传统养生等诸多方面的知识。 

食品专业，有高级

职业资格 

2 
通用化学技

术 

掌握基本原理包括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化学平

衡及四种滴定分析方法，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简单

结构、命名及重要化学性质。 

食品科学、化学专

业，有高级职业资

格 

3 烹饪化学 
掌握食品及其原料的组成、性质、结构、功能以

及食品成分在加工、储藏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食品科学、化学专

业，有高级职业资

格 

4 
食品营养与

安全基础 

掌握食品营养素、食物营养等基础知识，食品安

全法、有害食品处理等知识 

食品营养、食品安

全专业，有高级职

业资格 

5 
食品微生物

及实验技术 

掌握食品微生物检验的基本程序，采样的原则、

方法和技能，样品的处理，检验数据的记录和处

理，检验报告的撰写。 

食品、生物等相关

专业，有高级职业

资格 

 

（2）专业群师资共享 

具有公共营养师高级技师、食品检验工高级技师等职业资格的教师，韩明、王英、张挺、

江津津、黄利华、李崇高、张越华、陈林等承担群内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课，建立校企“互派、

互聘”机制，共建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 

 

（3）专业群基地共享 

群内共享广州市点都德饮食有限公司、广州市名花香料食品有限公司、广州酒家利口福食品

有限公司、济南天瑞健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广州公司等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广州市产学研

技术合作基地，校企合作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等。 

 

 

 

                                                编制人：黄利华 

 

审定人：张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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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1 2 3 4 5 6

1

1 0220007 Moral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Law 4 70 53 17 * √ 4 1 0320007 Physical Education 4 72
1 2

3

2 0220003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system

4 72 54 18 √ 4 2 4320004 Entrance Education and
Military Training

2 36 2 1

3 0220009 Situation and Policy 1 18 12 6 4 3 4 72

4 0920047 1 Profession English1 4 72 36 36 * √ 4

5 0620059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2 36 18 18 2

6 2820001 Sinology 1.5 27 18 9 2

7 4020001
Career Development

And Guide to Occupation
2 36 18 18 1.5 0.5

8 4320010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raining)
1 18 9 9 2

2 (
)

1 2 36 26 10 * √ 2 1

2 0920004 2 Profession English2 4 72 36 36 * √ 4 2

3 (Eastern and Western Cuisine Culture) 2 36 28 8 * 2 3

4 (Cuisine chemistry) 3 54 30 24 3 4

5 0420543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3.5 63 39 24 4

6 420553 (Food Nutrition and Safety Basis) 3.5 63 * 4

18 324 210 114

3 (
)

1
Chinese Pastry Making

Technology (Primary)
3 54 34 3 1

2
Western Pastry Making

Technology (Primary)
3.5 63 36 4 2

3
Chinese Pastry Making

Technology (Intermediate)
3 54 38 3 3

4
Western Pastry Making

Technology (Intermediate)
3.5 63 36 4 4

5 (Cantonese dessert making technology) 3.5 63 36 4 5

6
(Restaurant Safe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3.5 63 35 28 4 6

7 420296
(Application Skills of Food

Nutrition and Health)
3.5 63 32 4

23.5 423 183 240

4 A

1 1220214 (Cooking Technology) 3 54 22 32 3 1 3 54 5

2 (Food safety laws and regulations) 3 54 42 12 3 2 3 54 5

3 (Cha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 3 54 30 24 3 3 2 36 5

4 0420330
(Laboratory Technology of Food

Microorganism)
3.5 63 31 32 4 4

5 (Catering Management) 3 54 34 20 3 5

6 (Food Electronic Commerce) 3 54 28 3

7
(Dessert Drinks, Products and
Services)

3.5 63 15 48 4 6

22 396 200 196 8 144

5
B

1 1 Graduation Practice 8 144 8 6

2 2 Graduation Practice 4 72 4 6

3 3

4 4

5 5

6 6

12 216 12

6 6 108 54 54

7

1 1220252 (Food packaging ) 3 54 38 16 3 1

2 1220039 (Sensory analysis of foods) 3.5 63 39 24 4 2

3 420319 (Diet diet production technology) 3 54 30 24 3 3

4 420495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Food)
3 54 30 24 3 4

5 3 54 30 24 3 5

6 2 36 20 16 2 6

7 1220214 (Cooking Nutrition and Food Matching) 3 54 22 32 3 7

8 1220198
(Food additiv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3 54 30 24 3

9 3 54 30 24 3

10 7 126 63 63 7

10 180 90 90

99 1780 955 825 19.5 23 21 19.5 10 30 540

1 * 2 ** 3 ▲ “ ” 4 “√”

附件 ：专业教学进度安排表 附表一、二

教学模块 课堂教学 综合实践教学

序
号

内容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核心
课程

考核
方式

学期周学时数 序
号

课程代码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学时 周数 学期
核心
课程

考试
方式（单独设置项目）

基本素质
与能力

（公共必

修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 ） 体育（ ）
、

、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

）

入学教育、军训及军事教
育（

）

形势与政策（ ） 在 个学期内完成
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活

动

职业英语 （ ）

计算机应用基础（

）

国学精粹（ ）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

）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

小计

专业群平

台课程 必

修

职业礼仪与职业形象

职业英语 （ ）

中西饮食文化

烹饪化学

食品加工与保藏技术

食品营养与安全基础

小计 小计

单项技能
模块 专业

必修课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初级）

中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西式面点制作技术（中级）

广式点心制作技术

餐饮安全控制与管理

食品营养与健康应用技能

小计 小计

综合技能

模块

（专业必
修课）

烹饪工艺技术
高级中式面点工艺综合实

训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高级西式面点工艺综合实

训

连锁经营与管理 中西面点检测综合实训

食品微生物实验技术

餐饮经营与管理

食品电子商务

甜品饮品出品及服务

小计 小计

综合技能
模块 （专

业必修

课）

毕业（顶岗）实习

（ ）

毕业（顶岗）实习报告
（ ）

小计 小计

扩展能力
模块

公共选修课（小计）

专业能力
拓展模块
（专业选
修课）

食品包装技术

食品感官分析技术

食疗药膳制作技术

功能性食品开发与应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

烹饪营养与配餐

食品添加剂应用技术

餐饮市场营销(Catering Marketing)

企业职业技能训练课程（根据订单班培养另行制定）

小计 小计

合计 合计

说明： 、 为职业素养核心课程； 、 为专业技能核心课程； 、 为 教学做一体化 课程； 、 为考试周课程；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创新创业指导》课程课外实践另外安排 学分， 学时； 《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课外学习实践另外安排 学分， 学时5 1 18 6. 1 18

19.5 349 218 131 10 180小计

51 12

20 **▲

27 **▲

16 **▲

27 **▲

27 **▲

**▲

31 **▲

▲

▲

26

▲

(Food raw materials management
technology)

(Rapid detection of food safety)

447914

447915

实用食品原料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