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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

p我是一位合格的老师吗？

p我要怎样才能帮到我的学生？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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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我也很想认真听课，可是老师讲的东西，我

     真的不感兴趣。

p 不是我不想提高写作，只是我感觉怎么提高

     都赶不上别人，我觉得好沮丧。

p 我做过不下10个演讲，我发现台下没人听我

     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我也就眼睛一闭，赶紧讲完拉倒。

这位同学的能说一口纯正的美
音。趣配音得分全班最高。

这位同学经常会有些跟别人不
一样的观点。

这位同学的演讲结构清晰，内
容丰富，只是缺乏演绎能力。

给他一个舞台，让他自己讲。

个性化方案。

点评。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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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的定义

Outcome-based education means clearly focusing and organizing 
everything in an educational system around what is essential for all 
students to be able to do successfully at the end of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基于成果的教育是以学习结束后学生必备能力为所有教学活动目标的教

育组织模式。

Spady, W.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1994：1.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OBE的定义



Paradigm

（范式）
 学生成功习得什么和是否能够成功习得  比 他们何时和怎样习得更加重要。

Purposes

（目的）

（1）确保所有学生在完成一个阶段的学校教育后，具备成功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
（2）学校的组织与运行能让所有学生获取通往成功道路上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素养并
实现成果最大化。

Premises

（前提）

（1）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习并获得成功，但获得时间和方式不同。
（2）成功的学习促进更加成功的学习。
（3）学校控制着直接影响成功学习的条件。

Principles

（原则）

（1）教育工作者要弄清学习个体最终所能展示的学习成果。
（2）教育工作者应尽可能多给学生学习和展示所学的机会。
（3）提高学生的挑战水平和最终称其为“成功”的接受标准。
（4）课程设计和教学计划从希望学生最终达成的目标成果出发。

Practices

（步骤）

（1）确定目标成果。
（2）设计课程体系。
（3）实施课堂教学。
（4）评估学习结果。
（5）明确更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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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读、写、译语言能力

• 沟通能力

• 合作能力

• 创新能力

• 解决问题能力

• 跨文化交际意识
                  ……

职场能力

课程
目标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综合英语》：专业必修课  1-5学期

基于成果的教育是以学习结束后学生必备能力为所有教学活动目标的教育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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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转型 

传统教学课堂

输入导向

教师传授知识

学生被动学习

成果导向课堂

输出导向

教师组织和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

成
果
导
向
教
学

课堂讲解为主 课堂展示、讨论和评价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教学资源具体操作课程模式设计思路背景 总结讨论

OBE-基于成果导向的综合英语课程

课程特色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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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果为导向的个性化教学方案

         在以成果为导向的个性化教学中，学生在明确学

习目标后，可以通过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制定的学

习方案来学习，从而达到既定目标和结果。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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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学方案
阅读&笔记
趣配音/朗诵/唱歌/背诵
即兴/主题演讲、辩论
情景剧表演
电影/景点简介
采访
产品介绍/宣传视频录制

可选项目

教材学习

1. 听说
2. 阅读
3. 写作
4. 词汇
4. 演示

必选项目

 

五
个
学
期

个性教学 共性教学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总结教学资源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成 果 展 示
阅读&笔记
趣配音/朗诵/唱歌/背诵
即兴/主题演讲、辩论
情景剧表演
电影/景点简介
采访
产品介绍/宣传视频录制

可选项目、必选项目

个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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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趣配音/朗诵/唱歌/背诵
即兴/主题演讲、辩论
情景剧表演
电影/景点简介
采访
产品介绍/宣传视频录制

可选项目、必选项目

教材学习

1. 听说
2. 阅读
3. 写作
4. 词汇
4. 演示

必选项目

 

五
个
学
期

个性教学 共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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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lege
大学生活

• Food
• Fashion
• Travel
• Environment

ulture
感知文化

• Family
• Festivals &  

Holidays
• Art & Artists
• Literature

ommerce
初探商业

• Money & Wealth
• Consumption
• Business 

Opportunities
• Marketing

hange
成长蜕变

• Dream
• Challenge
• Independence
• Relationship

areer
接触职场

• Career Planning
• Job-hunting
• Professionalism
• Entrepreneurship

学期主题&单元项目

适应大学 大学生活 面向职场

结语教学条件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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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Presentation

任务

听 说 阅 读 写 作 词 汇 演示

DREAM单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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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果为导向的4A课堂模式

Assignment 布置示范

             Accomplishment  完成任务

                               Assesscement   检查评价

                                                     Absorption  反思内化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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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Presentation

以第一学期“DREAM”单元项目中的“阅读”任务为例

听 说 阅 读 写 作 词 汇 演示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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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点击此处添加文本

布置示范

课堂展示

课堂点评

总结反思

课后准备

Assignment Accomplishment Assessment Absorption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学生是主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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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 示范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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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阅读   课堂引导  课堂示范

自己的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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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  课堂示范
Assignment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总结教学资源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课后准备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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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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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展 示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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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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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s or points that impressed you

  problems that need improvement

your own
viewpoints
on the topic

  suggestions to the problems

检 查 点 评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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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检 查 点 评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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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查 点 评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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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评：展示&互评
教师补充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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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反 思
Absorption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我学到了什么？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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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Vocabulary Presentation

4A模式贯穿在单元的每一个项目

听 说 阅 读 写 作 词 汇 演示

Assignment Accomplishment Assessment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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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课堂教学中的点评

  1. 评价目的：查漏补缺、相互学习、提高思辨能力
  2. 评价方式：同学互评、自我评价、教师评价
  3. 评价内容：优点、缺点、建议、我的分享
  4. 评价方法：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结语课堂评价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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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点评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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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u    基于OBE 个性化教学方案：看到别人优点的同时，
不忘自己的美好。

u  基于OBE的4A 课堂：我把属于你的课堂
交还给你。

u    点评：激活一片死水，惊起一滩鸥鹭。

课堂评价 结语4A课堂个性化教学课程介绍引言



结语

教育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