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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析

Part one



课程定位

基于工作过程的英语语言知
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
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

以语言任务学习为表现
形式的语言学习情境和
职场工作情境的融合 

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使提高综合文
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
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课程设计从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出发
，强调能力本位，实行校企业合作，
以工作过程整合序化教学内容



课程整体架构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教育阶段各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门公共基础必修课程。该

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
书面及口头信息交流，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课程导入

听力 对话

UNIT1

词句学习

语法 阅读

实用英语

写作 书信

UNIT3UNIT2 UNIT5

UNIT8 UNIT6

UNIT4

UNIT7



教学模式



2
教学内容与目标

Part  two



教学内容

UNIT1
Talk about past events and learn making 
invitations 

UNIT2
Talk about locations and learn asking for 
and giving directions 

UNIT3
Talk about healthy exercise and habits, 
learn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s

UNIT4
Talk about shopping and learn comparing 
different things

      UNIT5
Talk about presents and what things are 
and learn comparing more than two 
things

UNIT6
Talk about vacations and learn 
possibility

UNIT7
Talk about future plans and give 
warnings.

UNIT8
Talk about travel, and practice asking 
questions. 



教学目标

1、基本语法知识
2、英语听说读写译知识
3、英美等国家的基本文化知识

知识
目标

技能
目标

素养
目标



教学重点

1 2 3 4

工学结合，能力本位 以学习者为中心，满足学习
需求和职业需求

•培养职业英语应用能力 注重培养可持续发展能力



3
学情分析

Part three



教学难点

学生词汇量不足

语法基础知识不扎实

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

缺乏相应的阅读技巧

缺乏学习的自信和毅力



扩大词汇量
系统讲 授一些基本记忆法 ,如读
音法、谐音法、重读法、熟词
法、构词法、联想法等。把大
学英语词汇按难易分级整理出
来  ,通过听写、英汉、汉英单词
辨 认测试等手段进行督促,配以
相应的练习加以巩固 ,建立起学
生词汇记忆的信息网络 ,促进学 
生接受和保持词汇信息 ,逐渐扩
大并不断补充学生的词汇量.

查缺补漏语法知识

对课文篇 章进行讲解分
析;精心设计和补充语法
知识练习。通过练习诊断
学生的语法知识 病情 ,进
而对症下药 ,对学生的语
法知识薄弱点进行查缺补
漏。

加强学习习惯、自信心
和毅力的培养

向学生传授具体的语言知
识，训练其正确运用 ,责任
指导学生如何学习 , 特别是
如何自学 ,如何使用工具书
等 ,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获得自主学习的能
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使他
们终生受益。

加强阅读技巧的培养
结合精、泛读课本有意识
地 向学生介绍一些阅读
技巧。如猜词、找文章的
中心句、找段落的主题句、
通过上下文进行判断、推
论等。然用浅显的英文小
短文进行训练 ,让学生自
己去感受和体验阅读技
巧 ,再逐渐增大阅读材料
的难度。

教学难点对策



3
教学过程设计

Part two



15

听前预测。教师引导学生

看图片。

听中确定正确的答案。

听后核对答案。

听

导学生读懂对话的标题。

对学生进行提问（主题对

话具有鲜明的特征，通过

图片讲述故事，提供语言

情景）

说

根据书上给出的对话例子，

进行练习，以接龙的形式

完成/ 分角色朗读对话

读

以教材中的句子为例，学

生对特定主题进行介绍。

介绍日常书信写作技巧，

并配合习题进行练习。

写

课堂实施



课堂实施

1
Goals

Activity

2
Listening

3
Conversation

Reading



课堂实施

教师引导学生关注本单元标题，提问学生，
“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引出本单元学习目标。

通过“头脑风暴”的形式，激发学生的积
极性，帮助他们开阔思路，丰富想象。学
生通过回答问题,激活背景知识，为主题对
话的学习做好准备。

掌握新知识点



课堂实施

语法栏目
讲解对话中的知识点引出过去时
态的讲解，通过系统的讲解，让
语法点的构成和读音。帮学生总
结知识点，以顺口溜的形式，让
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

时态

从句

语态

做题技巧



课堂实施

               词汇栏目

让学生赏析一些音频或影视的合集，
后提问，引出词汇部分主要的内容

主题对话中由主题引导出本单元的词
汇学习。

引申

导入



课堂实施

写作
练习

书信

说明文

记叙文

词

句

篇

本部分写作围绕课程主题展开，是
整个单元所学谈论的词汇、短语、
句型的最终输出练习，考察学生的
掌握情况。以教材为例，由简入繁，
由易到难，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的
写作技能。



课程考核

基本考勤
10%

基本知识
10%

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

10%

努力程度
10%

学生成绩由平时作业与课堂测验、考勤和期末考试三部分成绩综合评定，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形式。
平时作业与课堂测验成绩占总成绩的30%，考勤占总成绩的10%。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60%，覆盖教学大纲规定章节的85%以上。



课后提升

英语爱好者学习相互交
流学习，练习英语口语，
学习效果好。

听英语新闻、文章的音
频、看英语短片，在看
和听的过程中跟着一起
说，反复练习，直到发
音标准为止。

设置每日练习量，持之
以恒。听说读写合理分
配学时，提高综合能力。

朗读英语文章、报纸，
培养语感。摆脱应付
考试的哑巴英语。



4
教学反思

Part four



教学效果

词汇
认知新词汇单词（包括课文听
力中出现的电影词汇）以及由
这些词构成的常用词组，能正
确拼写单词，英汉互译。

语法
掌握过去时态的构成、用法、
动词过去式的构成和读音。总
结知识点，以顺口溜的形式，
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

听力阅读
能听懂涉及日常交际的结构简
单、发音清楚、语速较慢（每
分钟110词左右）的英语简短
对话和陈述，理解基本正确生
在听的过程中获取有效信息，
选择重点听音处。

写作
由简入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通过话题
讨论，了解应用文写作中存在的
语境差异；通过通知阅读，帮助
学生增加相关的词汇，帮助学生
掌握应用文写作格式及技巧。

三

词汇

听力阅读

语法

写作



教学反思

外语规律
多听多谢

推陈出新

积累词汇

熟能生巧

巩固基础

熟悉语法

灵活运用

保留传统
外语学习要符合语言规律，既不可以淡化语

法等传统知识，又要重视交际能力的培养。

积累词汇，熟悉语法，巩固基础，是高职学

生必须经历的英语学习的过程，高职大学英

语教师一定要根据学生的课堂反映，察言观

色，控制课堂，以达到课堂效果最优化。



教学反思

教师要避免单纯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
方法，要把课程和学生的现实生活联
系起来。创造性地设计一些贴近学生
实际的教学活动，吸引他们积极参与。
当学生看到某项知识、技能与现实世
界息息相关时，学习会更主动。有效
地引导学生将课堂知识与自己的生活
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学习的过程就成
了学生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大学英语教学中应以形成性评价为主，
注重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自信心。把对学生的评价贯穿到平常
的学习过程中，其中，学生参与课堂
活动的情况是重要内容。课堂教学中
要多实施激励性评价，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帮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心。
这样，学生才会觉得知识是有用的，
并不断感受到进步的愉悦，从而增强
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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