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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酒店英语%课程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培养有较高英语职业

服务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目前该课程的教学现状与课程目标不相符#为此!从$酒店英语%课程

教学现存问题分析入手!基于应用型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项目教学&任务驱动为方

式!从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设计理念&课程内容&课程教学模式&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对应用型本

科$酒店英语%课程整体教学方案及教学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
关键词!$酒店英语%课程’整体教学设计’项目化内容设计

!!目前!我国有星级酒店!"#万家!酒店业收

入每年以!$%的速度递增"未来!$年我国酒店

客房总数将达到&’’万间!到#’(’年我国有望成

为全球饭店客房第一大国"因此酒店行业是我国

发展最快和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是#!世纪的朝

阳产业"国际化星级酒店代表了我国酒店业发展

的国际化方向和前景"具备较高的酒店英语服务

技能已成为星级酒店对新进人员选择的重要指

标!也是酒店行业对新时代酒店工作人员的必备

要求"因此!酒店英语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

和需要"
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英语$课程为培养酒店

英语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区域酒店业的发展

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该课程从

教学目标到教学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课程定位

不准确&教学目的不明确&教学模式相对滞后&教
学手段陈旧&教学内容设计不合理&考核方式单一

化等"应用型本科#酒店英语$课程教学的现状!
直接导致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酒店英语口语服务

技能低下&就业难度大&岗位适应性差"可见!应

用型本科#酒店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从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英语$课程教学

现存问题分析入手!基于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以
工作过程为导向&以项目教学&任务驱动为方式!
从课程定位&课程目标&课程设计理念&课程内容&
课程教学模式&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对应用型本

科#酒店英语$课程整体教学方案及教学改革进行

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

一"课程设计理念

!&设计依据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
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因此!#酒店英语$课程整体

教学设计必须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宗旨!以学生

为主体!以工作流程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驱动!
实施课程内容项目化&课堂教学实践化&考核方式

过程化"
工作过程是指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

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此

概念来源于德国职业教育学家)*+,-.的’设计

导向(职业教育思想!和其后发展而成的’工作过

程系统化(理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设计!正是

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整合教学内容!改变授课模

式+摒弃以往只注重理论知识却忽视学生实际应

用能力的教学模式+通过确定职业岗位模块&项

目!采用任务驱动的情景学习方式!在工作过程中

构建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体系")#*

项目教学是目前非常流行的教育模式"项目

教学以具体的工作岗位任务组织教学内容!以学

生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把工

作任务转换成教学任务"因此!项目教学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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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是一种使参与者全方位体验和学习的任务型学

习模式"#($项目教学把学生融入目标任务实现的

过程中!让学生自主参与!让学生在实施一个完整

项目的过程中获得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或任务的

知识与技能"
以工作流程为导向!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实施

课程内容项目化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
明确学习目标!更易掌握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
#!设计理念与思路

课程设计须坚持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基于工作过

程%工作岗位群%及工作任务!整合课程内容&通过

典型工作任务%项目驱动%情景设置等教学方法!
以学生为主体!实现酒店英语知识技能化"

酒店英语课程的设计思路是’一个中心%两个

体系%三个阶段%四个原则("
一个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假定大中型酒店

为工作背景!以岗位职责下英语知识习得及英语

服务技能培养为教学内容!培养#!世界酒店英语

人才"
两个体系)建立课堂知识教学体系和*岗位+

实践教学体系"课堂知识体系以酒店英语基础知

识为目标进行设计!要求学生了解并掌握基于工

作流程的酒店英语模块化背景知识%英文词汇和

表达句型"岗位实践教学体系以培养学生的酒店

英语服务能力为目标!采用任务型教学模式!开展

基于工作流程的模块项目化教学"
三个阶段)基础知识习得阶段%项目化英语服

务技能习得阶段%英语综合服务技能习得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习得工作过程模块下的英语词汇

和表达句型!及酒店英语相关理论基础"第二阶

段主要是通过设计模块项目会话!培养学生英语

服务技能"第三阶段主要是通过基于工作流程的

综合型案例会话的演练!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和

服务技能"
四个原则是)以职业能力%岗位职责%服务流

程及工作要点为课程教学设计和组织原则"
(!课程设计步骤

首先!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明确酒店英语课程定位和作用!根据

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及酒店对酒店英语人才实际

需求标准等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包括能力目标%知

识目标%和素质目标"其次!以工作过程系统性为

基础确定工作岗位群!在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下!
分别设计课堂和实践教学内容&内容设计实现基

于工作流程的模块项目化任务型教学模式"再

次!采用综合典型案例教学法!设计基于工作流程

全程的酒店英语服务会话!用于提高学生的酒店

英语综合服务技能!完成教学最后任务"第四!改
革考核方式!建立科学多元的学习评价体系"

二!课程定位与课程目标

!!课程定位

,酒店英语-课程是为满足酒店典型工作岗位

中涉外服务工作而设置"酒店英语是当今酒店专

业人才从事酒店服务行业不可或缺的知识和能

力!因此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高校的酒店管理专业

都将,酒店英语-课程定为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标

,酒店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根据应用型

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酒店岗位

任职要求!培养学生酒店英语服务的职业能力"
通过,酒店英语-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高星级

酒店行业员工的英语技能水平!能够用英语为酒

店%为顾客提供酒店工作领域的各项服务"
,酒店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创建以发

展学生英语专业技能为中心的互动式教学课堂!
提高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的酒店英语实用技能!实
现岗位实训’零距离(和就业’零距离(!培养星级

酒店高素质高技能英语服务人才"

三!课程内容设计

,酒店英语-课程坚持以学生的应用型职业

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对应岗

位群职责%任务为依据!对课程内容进行项目化

设计"
,酒店英语-课程内容的设计!基于工作过

程将教学内容分为六大模块)礼宾%前厅%客房%
餐饮%康乐%商务"在同一岗位模块下!根据不

同情景!设定项目教学单元"项目教学单元下

细化为若干典型情景任务"每一模块下%项目

下%任务下!有相应的必须掌握的理论基础知识

和岗位服务技能目标"学生正是通过课堂理论

和实践实训两个阶段完成每个项目教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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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即教学结构!教学过程的模式"是教

学方法或是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酒店英语%课
程教学模式应该坚持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
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项目化教学!情景任务型教

学!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等"无论哪种教学模式"都
应该体现以下几个特征或原则"才能符合$酒店英

语%课程自身特点"满足教学目标的需求#
!"以学生为中心

无论项目教学模式还是情景任务型教学模

式"都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应该是项目

下典型情景任务的实施者#教师是课堂活动的设

计者!组织者!管理者"是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
帮助者#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完成项目或典型情景

任务#
#"理论课堂与实践课堂相结合

$酒店英语%课程教学模式应体现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原则#
一个项目化教学单元应含有理论基础知识和

岗位技能实践课堂两部分#理论课堂主要介绍项

目任务的背景知识"专业理论基础"词汇和句型等

语言基础#基础知识的输入是实践教学的必要预

备#在学习完项目化单元教学的基础知识部分

后"就进入第二阶段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以学生

自主跟读!模仿操练"小组演练!替换演练"即兴自

编自演等为主要方式"以实施项目下典型情景工

作任务为目标"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提高语言运用

能力"习得酒店英语服务技能#
("!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做’一体化模式是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的课堂活动中"教师以&任务驱动’开展教学做

一体化教学#(0)&教学做’一体化模式由教师引导!
演示!下达任务"学生则通过观看视频!模仿操练"
小组角色演练!替换演练"即兴自编自演等步骤"
分工协作完成任务#该模式下"教师指导学生边

做边学#&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促进了教学内容与

岗位工作的零距离培养"有利于技能型专业人才

的培养#

四!课程教学单元设计

!"项目单元确定

项目化教学单元的确定须以两个课时为宜#
比如*餐饮英语是酒店英语六大模块之一"将餐饮

英语模块分为餐厅服务!会议宴会服务!房内用

膳!自选服务!中西餐服务!结账服务等六个教学

项目即六个项目教学单元来进行教学#课程教学

实施的基本单位是项目教学单元#比如餐饮英语

模块下第一个项目教学单位是餐厅服务#
每个项目化教学单元又分为若干个教学子项

目#比如餐厅服务项目教学单元可分为预订服

务!迎宾服务!餐位征询服务!入座服务!调换桌

位!呈单服务!推荐菜肴!用餐服务!核对帐单!送
客服务!投诉服务等!!个典型情景任务#
#"项目单元的实施

根据$酒店英语%课程职业能力培养目标"将
每个项目化教学单元的实施设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理论基础知识教学"第二阶段为岗位能力

实践教学#
以模块餐饮英语下的项目!+餐厅服务单元,

为例*餐厅服务单元设定为#个学时"该单元教学

采用教学六步法#
第一学时为教学环节的第一阶段即理论基础

知识教学#主要采用六步教学法组织#首先教师

播放视频"让学生了解工作流程"熟悉相关背景知

识-第二"教师按照工作流程!项目内容!典型情景

任务的思路逐级分类讲解背景知识"帮助学生掌

握重点词汇和句型"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主

动学习"进行短语句型操练#第三步"在熟识基本

词汇和句型的基础上"两人为一学习单位"互查互

问#第四"教师针对项目化词汇进行提问"帮助学

生掌握基本知识#第五"根据典型情景任务"教

师指导学生组内自编情景对话-选派小组代表进

行演练#第六"教师就小组对话编演进行点评"并
对本课堂内容进行总结#

第二学时为教学环节的岗位能力实践教学环

节#主要也采用六步教学法#首先教师播放视

频"视频内容应涉及基于工作流程的词汇句型等

背景知识的复习"重点播放项目化教学单元会话#
第二步"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视频会话"跟读模仿操

练#第三步"双人为一学习小组"就对话内容进行

操练表演#第四步"针对对话的具体信息+包括时

间!人物!事由等信息,进行替换练习和表演#第

五步的教学环节"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知识

的替换!运用"学生小组+人数以每小组/人为宜,
根据本项目单元所涉及的若干典型情景任务逐一

进行口头编写!操练"并由代表小组上台表演进行

即兴编演"即*教师随意选定项目下的典型情景任

2#

! 理论探索 #’!0年第0期!



务!学生根据任务进行两分钟的编写准备!然后即

兴表演"第六步!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

五!课程考核方式设计

应用型本科#酒店英语$课程考核应坚持理

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考核相结合的原则"课程考

核不仅要有对酒店英语专业知识%专业词汇和

句型会话等内容的笔试考核!更要注重酒店英

语口语服务技能的实践考核"笔试考核主要检

查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酒店英语课程的知

识目标内容"酒店英语口语服务技能的实践考

核主要考查学生的酒店英语口头表达能力%思

维能力%组织能力%及用英语语言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 力"口 语 服 务 技 能 实 践 考 核 应 该 体 现

&实用性’和&技能性’"(0)

#酒店英语$课程考核应坚持考核过程化和考

核终结性相结合的方式!以过程化考核为主"考

核过程化是指考核方式应具有持续性%综合性特

征!主要根据学生在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包括学习态度%学习参与率%学习成

果等作出课程学习评价"过程性评价不仅仅是一

种评价方式!更是一种激励%督促%帮助学生习得

职业服务技能的机制"因为酒店行业所需的职业

技能素质!都可设定为过程性评价标准!使学生明

确学习方向%确立学习目标"过程性考核分值可

占学生总成绩测评的/’%*出勤!’!3项目任

务0’!3作业!’!+"终结性考核指期中考试

和期末考试"终结性测试占学生学期总评成绩的

0’!*期中测试!’!3期末测试(’!+"期末

测试主要考核学生对#酒店英语$课程的基础知识

及酒店英语口语服务技能的掌握情况"

六!课程设计方案实施建议与对策

#酒店英语$课程整体教学设计体现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模块项目化的教学内容"
课程整体教学设计方案的实施!借助于以下几个

方面的改进和完善"
!"加快项目化教材的开发力度

实现项目化教学需有较高水平的项目化教

材"目前该课程还没有与之相配套的项目化教

材"笔者所在学院正在启动编写酒店英语课程的

相关教材"项目化教材的编写需要教师团队的协

作才能完成"为此!我院教师正在深入学习研究

酒店英语相关教材!并在实践教学中总结经验!为
编写项目化实用型教材做准备"
#"转换教师角色!不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

首先!教师要转换课堂传统角色!从教师身份

转变为员工的&上司’"教师不仅要把握课堂内容

的量!还要精心整合教学内容!合理组织安排项目

实施步骤!驾驭工作任务实施者一步一步地按照

工作流程完成既定任务"其次!教师要不断提高

自身实践技能!积极参加企业实践机制!通过企业

轮岗工作%挂职实践!增加实际工作经验!不断丰

富自己的教学案例经验"($)

("进一步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建设

笔者所在安徽外国语学院十分重视校内校外

实训基地的建设"我院很早就实施了校企合作的

人才培养模式"我院二级学院国际旅游学院与上

海万豪酒店%希尔顿酒店%铂尔曼酒店%凯宾斯基

酒店%万丽酒店等多家星级酒店建立了长期的人

才培养合作关系"校企合作酒店不仅为我院学生

实习就业提供了发展平台!也为教师提供了教学

实践机会"学院每年输送若干名专业教师和英语

教师进入酒店实习"学校正在积极建造完善酒店

实训基地!创设真实学习情景"事实证明!校内外

实训基地的建设对酒店英语人才的培养起着不可

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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