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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简介
顶层设计、课程框架与细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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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简介

2019版大学外语课程计划：课程框架与细化设置

1、课程框架与学分配置

A类（快班）、B类（普通类）学生：

采用“6+X”的学分配置模式：
必修6个学分，限选2个学分，共计8学分。

第一至四学期学分分布为：
2（必修）+2（必修）+2（必修）+2（限选）。

C类（艺术类）学生：

必修8个大学英语学分。

第一、二学期学分分布为：4（必修）+4（必修）。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理念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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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大学英语特色选修课程《职场英语》 建设（杨安文）

（2）2015年校级教材建设项目：《职场英语》（杨安文）

（3）2016年校级重点教改项目：信息化环境下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杨安文）

（4）2016年校级翻转课堂建设项目：《职场英语》（蒋婧）

（5）2017年校级慕课建设项目：《职场英语》（杨安文）

（6）2018年校级重点教改项目：外语类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杨安文）

（7）2018教育部产学合作育人项目：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跨文化通识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杨安文）

（8）2018年校级教材项目：《职场英语》新形态（数字化）教材建设项目（杨安文）

（9）2019年四川省教改项目：外语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与实践 （杨安文）

建设过程：以系列教改项目推动课程建设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备注

1
文学与科学：

英美文学作品新读
李成坚 2013年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2 大学外语 吕长竑 2016年国家级资源共享课

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英美文学 职场英语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西南交大外国语学院三门国家级精品在线课程：3/40

主持人：李成坚 主持人：杨安文 主持人：王俊棋

两门国家级视频公开课和资源共享课



外国语学院建成和在建的12门慕课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在建情况

1 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英美文学 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2 职场英语 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3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建成，国家级精品课程

4 《红楼梦》在域外的接受与传播 完成录制，审核中

5 国际工程承包与管理实务英语 完成录制，审核中

6 国际礼仪场景英语 完成录制，审核中

7 大学法语 完成录制，审核中

8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世界文学 建成，运行中

9 学术英语视听说 完成录制，审核中

10 学术英语读写译 完成录制，审核中

11 世界遗产在中国（全英文授课） 完成录制，审核中

12 学术素养英语 在建

... ...



课程目标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解决英语环境中求职、入职和职场沟通等基本问题，

胜任日常的职场交际活动

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拓展国际视野，培养自主学习

意识及团队协作精神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注重语

言的规范性、操作过程的职业性、跨文化交际的敏感

性



专业能力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灵活的英语职场应用能力，应变

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合

作意识

初步了解国际商务规则，具有

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参与国

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具有较好的职场英语口语表达

能力及听力理解能力

应对各种国际职场英语考试，

并获取相关职场英语证书

（如托业证书）的能力

可以准确、得体地进

行书面商务沟通和交

流的能力

快速理解诸如英文商务信函、

招聘广告等职场材料的能力



教学对象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Target Group

非英语专业大

学生在完成英

语基础学习阶

段（达到大学

英语四级水平）

后的选修课程

课程学习内容

按2学分设计，

即周学时为2，

共17周

是针对本科生

的入门级职场

英语课程



课程特色

后续课程建设：《职场英语》

在夯实英语语言基础的

同时，着力提高学生职场英

语应用能力，通过对未来职

业选择、面试、入职及职场

交际等一系列过程的介绍使

学生了解并熟悉职场相关流

程，掌握职场沟通基本技能，

为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

使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提

供帮助，从而适应自身职业

发展的需要。本课程具有以

下特点：

1. 文理工兼顾，实践、应用导向的教学与托业考试元素（指主题选择方面）

相结合，并贯穿人文素质培养；

2. 突出职场基本技能教学和职场沟通能力培养，选择具有普适性的项目进

行讲解训练，实用性强，涉及诸如求职面试、会议纪要、电话礼仪、公司

组织结构、出差、职场人际关系等与职场相关的各个方面；

3. 教学单元的主题设计及单元内各模块内容的教学顺序遵从实际职场环境

中事务发展的自然顺序，主题明确，逻辑清楚，训练到位。教学语料及内

容编排新颖，呈现形式多样，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4. 充分考虑教学的可操作性，针对2学分的选修课程做到内容精要，重点突

出；

5. 尽管以职场技能训练为主线，但与提升职场技能相关的英语听、说、读

、写等各项语言技能训练亦贯穿每个单元，同时强调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及合作意识的培养。



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教材、教辅、慕课、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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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原创，内容、形式新颖，以培养英语

环境中的实用职场技能为导向，提升英语

语言水平和职场英语交际能力。

2016年2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职场英语》教材



《职场英语》教材
教材框架

01.

教学内容包含七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

展开。

03.

掌握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词

汇、短语及表达等相关语

言知识和技能。

02.

每个主题的设计与选择以

满足英语环境下职场基本

技能的培养为原则。

04.

了解与主题任务密切相关

的沟通、交际、文化、礼

仪等一系列职场技巧。



《职场英语》教材

教材特色

⚫ 主题明确，重点突出：

教材学习内容实用性和实践性强，涉及求职面试、商务电话礼仪、

公司组织结构、广告策划、公司人际关系等与职场英语相关的各

个方面；教材语料均选自最新的职场真实语料，教材内容编排新

颖，注意趣味性、娱乐性和多样性。

⚫ 讲练结合，注重实践：

以职场情境为背景，以职业技能为主线，与职场相关的英语听、

说、读、写训练贯穿每个单元。在听说方面指导学生进行举止得

体的求职面试、商务电话礼仪、办公事务处理等方面的模拟训练；

在读写方面涉及招聘广告，求职信、简历、会议纪要，感谢信等

职场中的各种实用文体，帮助学生在英语语言环境中顺利开展职

场各项工作，提升职场沟通能力。



《职场英语》教材
教材目录

Preparing for Challenges

U1

Attending Interview

U2

On Boarding

U3

On-the-job skills

U4

Business 

Communication

U5

Business Trip 

U6

U7

Personnel Issues



《职场英语》教材
教材样页



《职场英语》教辅
配套教师用书

Preparing for Challenges

U1

Attending Interview

U2

On Boarding

U3

On-the-job skills

U4

Business 

Communication

U5

Business Trip 

U6

U7

Personnel Issues

参考答案，教学设计，原
文注释等



《职场英语》教辅
配套教学PPT



《职场英语》教辅
配套电子材料

文字材料

电子资源

补充活动

è�±è¯ppt/transfor3.mp4


《职场英语》慕课

中国大学慕课平台第五轮开课：8月26日

课程二维码

了解求职、入职相关流程，掌握实用职场技能，提高职场英语交际能

力，适应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so easy!

中国大学MOOC(慕课)网：
http://www.icourse163.org/



《职场英语》慕课

8月26日开课

课程二维码本课程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职场相关的词汇、短语、表达等语言

知识，还要掌握职场沟通、交际、文化、礼仪等一系列职场技巧。具

体目标为：在听说方面指导学生求职面试、商务电话礼仪等模拟训练

；在写作方面指导学生学会撰写求职信、等商务文本；在阅读方面帮

助学生理解各种实用文体，如招聘广告、邮件等。

中国大学MOOC(慕课)网：
http://www.icourse163.org/

授课目标

课程大纲

Unit One    Know yourself

Unit Two    Preparation for challenge

Unit Three  Interview

Unit Four On Boarding

Unit Five    On-the-job Skills

Unit Six      Business Communication

Unit Seven Business Trips



《职场英语》慕课
在经济全球化、就业国际化的今天，你准备好了吗？

对自己的语言沟通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充满信心吗？

加入我们，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和收获！



《职场英语》自主学习资源
《职场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在建中）

⚫《职场英语视听说》是一门针对职场交际能力培养的专门用途类英语课程，以“提高职场沟通技能和交

际能力”为学习目标，旨在通过一系列听说能力专项训练，培养学生的职场意识，帮助学生应对职场中

的沟通和交际问题，提升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职场技能。

⚫本课程在内容上基于杨安文教授主编的教材《职场英语》和专门用途类慕课《职场英语》，以Utalk视听

实训为平台开发设计。在整合已有的教材和慕课资源基础上，依托Utalk平台在视听实训上的功能优势，

重点开发职场交际技能相关的听说训练内容。

一、课程定位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
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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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职场英语》慕课运行及应用情况
⚫ 本课程是基于“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全新设计打造的“

以任务型学习活动为中心”，“以实用技能培养为主导”

的大学英语特色选修课程。自2016年开课以来，全校累计

选课人数近1.6万人。

⚫ 自2017年已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上线运行第4轮，总计

选课人数6.7万余人，是我校近两年慕课选课人数最多的课

程。同时，该课程自2018年6月以来已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

台（UMOOCs）运行第2轮。本课程在上述两个平台首轮

开课时均被指定为推荐课程，中国大学慕课平台还将其认

定为2018年度“精品推荐课”。2018年获评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

⚫ 选课学生来自全国各地335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包括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大学学

生。慕课完课率逐步提升，第2轮运行课程活跃学习者达

3766人，优秀及合格学习人数达845人，完课率为5.8%。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模式一 模式二

结合慕课、SPOC课程进行课堂翻转，

即学生自学（网上观看视频）+网上辅导答

疑（主讲教师及助教）+课堂面授，面授课

缩减至6-8次。《西方现代视野下的英美文

学》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两门课程采用

此模式，可缓解课程师资不足的问题。

全程结合慕课，开展混合式教学。实体课堂学

时未减少，以学生的任务型活动产出为主。要求学

生实名注册学习慕课，慕课成绩占实体课期末总评

成绩的25%。《职场英语》采取此种模式。



Course Introduction

翻转课堂
E-learning

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
主导+主体

课程目标/
内容

通用，通识

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
活动主线

学习评价
多元化、过
程学习评价

慕课 微课

平台学习

职场英语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课程目标与内容

“通用”与“通识”兼顾
“通用”：知识与技能——语言技能和职场知识
“通识” ：应用能力和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教学模式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即：强调将传统外语课堂教学与数字化学习（E-learning）有机结合

⚫教学设计与方法

以“兴趣”为引导，以“任务”为驱动，以“活动”为主线，以“学生”
为中心，以“测试和评价”为抓手

⚫学习评价

注重过程学习评价，强调自主学习管理
阶段性测试开展；及时反馈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课堂上做什么？

兴趣引导：精选教学资料，兼顾知识性、趣味性、文化性和思辨

性，精心设计课堂活动，鼓励批判性思维

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国际就业意识，自主学习意识

任务/活动组织：“任务” 驱动，主体性、参与式学习

（Student-centered）；合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技能操练：职场英语各项语言技能操练

复习巩固：技能操练，以 “检测”手段常态进行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翻转课堂—SPOC模式

互动活动：

师生互动，搭档活动，小组活动，跨组跨
班活动

任务型教学：

以职场各阶段设置任务，
按类循序渐进完成

课前慕课学习与课堂实践应用、

检测结合；

学生主动（或被动）参与课堂；

线上作业和线下活动有效开展。

SPOC：

慕课学习，24小时班级管
理，资源分享，收评作业等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教学组织形式：

采用任务驱动、项目教学和仿真实训，运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操练、角色扮演、小组讨

论、成果展示和案例教学等方法，结合课外训练、阶段汇报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

翻转操作方式：

课前任务

• SPOC发布

知识点学习

• 慕课+教材

• 补充学习资源

任务活动

• 小组/个人

• 课堂+线上+线下

巩固检测

• 课堂

+SPOC

活动主体

学生主体（小组/个体）

教师主导

↓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微视频的使用——课内外补充学习资源



Project-based 
Group Study 

职场英语教学模式与方法：任务、实战、挑战、激励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挑战、激励——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任务、实战、挑战、激励
教学环节—投简历

同学根据招聘宣讲投简历 评选最有人气公司

简历写作质量 筛选面试者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角色分配

面试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产品发布会——运用数据图表和思维导图对比产品优势



评选最佳着装和礼仪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挑战/激励

各组的CEO接受投票

给最佳演说者颁奖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SPOC管理

主管老师 课程团队

更新材料

主导角色

后台管理

主导互动

活动设计

翻转应用

老师+助教+科代表

补充材料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实际教学中的操作

课堂活动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平时成绩

02.口语测试 20分

第1次是interview（配合慕课2单元作业）；

第2次是presentation（延续性任务型作业）。

03.其他 15分

综合（课堂表现）5分；

职场能力考试（托业、国才）10分。

01.慕课 25分

各单元成绩及最后总成绩均可以在SPOC中导出。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学生成果

小组作业

互评标准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学生成果



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

⚫《职场英语》课程团队教师将线上慕课学习同课堂教

学有机融合，实施课堂翻转，创新教学模式，探索教

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积极肯定的反

馈。

⚫该课程在2017年的校级课程评估中被评为“特优+优

秀”课程，同时该课程教改成果获评2017年校级教学

成果奖，作为优秀教学改革案例在全校进行推广。



反思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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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改进

课堂翻转
理念更新
能力提升

慕课运行与学
习监管
课堂组织管理

教学管理

目标达成
学习成效
有效测试



THANKS FOR WATCHIGN

2019年7月26日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职场英语》课程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