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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actical project-based approach integrates teaching with training and practicing, which is a teaching 

activity enrolled with “learning project” by teacher and students. The practical project-based approach 

improves th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with the help of training and practicing to gain the skills of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Practical project-based approach can improve the 

problem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training. It accords with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China’s modern police talents. It also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reform of courses in China’s police universities, which is worth 

ou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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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是一种融课堂教学和实训实践于一体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和学生在共同实施一个

完整的“习得项目”过程中从事的教学活动。它把学生的学融入到有意义的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让学

生自主地学习和进行知识建构，积极地参与实训实践活动，从而获得理解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

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法能有效改善理论学习与实训实践相分离的弊端，符合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和

我国现代化公安人才的需要，以及我国公安院校教学与课程改革的发展的诉求，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

探索研究、实践推广。 

关键词：警务英语；项目教学法；实训实践 

1．概念与背景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法是一种以项目任务为驱动

的教与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它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

主体、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以职业能力培养为目

标，以社会需求为背景的系统的教学方法。它融合了探

究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以

行动为导向的学习过程。其中它的核心概念项目一词指

的是 “通过多个活动综合培养各项技能的延展性任务。

这些活动组合之后形成共同的教学目标，可能包括的步

骤：制定计划，通过读、听、访谈、实训实践等手段收

集信息，讨论信息，解决问题，口头或书面汇报，成果

展示”。 

国内应用项目教学法的实践很多，但应用于外语课

堂的实例却是少数。其中大多是用于高职高专外语课程

的英语教学，而用于警务英语教学的研究却非常少。随

着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工作的不断深入，在涉外警务或

者国际警务的交流、合作方面的表现也更加频繁，与此

同时，国内的涉外案件不断呈现高发态势。其中，证件

识别、外国人的居住管理、涉外接待、接警、报警和“三

非”案件对基层民警的外语能力要求较多，需要基层的

执法者能够具备基本的警务英语知识，从容应对国内各

项涉外事件。另一方面，国际维和警察、国际刑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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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警察会议的国际业务合作也需要警察具备较强

的二语语言能力，能够做到和国外执法者开展交流，体

现我国执法者在国际警务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就警

务英语教学开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与现代化的公安

人才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警务英语教学体系存在不完

善之处。同时，通过对福建警察学院、浙江警察学院、

山东警察学院和辽宁警察学院的走访以及与本校（中国

人民警察大学）教师的交流，多数教师反映他们的警务

英语教学模式仍以传统的 PPP（present，practice，

product）教学模式为主，另外警务英语教学模式陈旧、

单一仍然为英语教学体系中薄弱的一环。由此可见，警

务英语教学模式亟待改革。 

2．研究方法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法以建构主义理论和合作学

习理论为理论基础。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从做中

学”、“实践出真知”，因此，如何实践以及采取何种

实践形式和内容就成为实施建构主义教学理念的重要

内容。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认为,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 而是学生在一

定的情景下, 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同学)的帮助, 利

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本文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采用调查问卷、项目成果

交流，教师和实训实践单位评价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

究为主，辅以定量研究，从而分析实训实践型警务英语

项目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3．行动方案的制订与实施 

在选定教学方法之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制定项目

方案、实施方案和展示及评估项目成果三个阶段。 

3.1. 制订项目方案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选定试验班级和划分学习小组、讨论

以《警务英语》教材为基础结合学生在公安机关的实训

实践活动设计和确定项目任务。首先，教师向学生详细

介绍项目依托式学习的概念、特点及实施过程，重点强

调项目成果评价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包括同伴自评、

小组互评和教师综合评分，使他们对新的教学方法有理

性的认识，对师生角色的转变做好心理准备。然后，组

织学生依据自愿加入、优势互补的原则划分学习小组，

每组 4-6 人，选定小组长。接着，教师以《警务英语》

教材为基础，结合在公安机关实训实践工作内容，将项

目任务划分为国际警务合作、反恐、缉毒、网络犯罪、

出入境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安全检查、询问八个大项

目（每个项目计划教学时数为 4 学时）。 

3.2. 项目实施阶段 

首先，教师在课堂上针对教材，进行主题式的警务

英语阅读、口语和应用文写作基础知识的串讲；然后，

教师经过与项目组成员的课堂讨论，开始指导学习小组

制定项目计划书；接下来，教师通过所在单位与当地公

安机关积极联系，分派项目组成员到公安机关相关部门

进行实训实践活动，并就各自承担的子项目搜集相关资

料，加以分析、归纳、总结。然后，确定展示方式（如

PPT 辅助报告、情节剧、辩论大赛、调查报告等），并完

成项目成果制作和演练等。 

3.3. 项目成果展示及评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由项目成果交流，教师和公安机关相

关部门评价组成。项目小组成员、其他小组成员及教师

要针对项目主题的选取、计划的制订、活动探究阶段的

表现、成果展示及交流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同时，公

安机关相关部门也会根据项目小组成员在完成任务过

程中所展现的合作能力、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进

行综合评价。评价项目成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项目成果评价表 

步骤 评价内容 自 评（20%） 互评（20%） 师评（30%） 实践单位测评（30%） 

准备 前期准备(20 分)     

项目进行

过程 

参与度（10 分）     

合作精神（10 分）     

创新精神（10 分）     

解决能力（10 分）     

应用能力（10 分）     

展示 成果质量（30 分）     

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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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成果评价表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主体 综合评分 

自评 互评 师评 实践单位测评 

任务设计符合项目要求 20      

设计贴切、内容丰富 20      

语言准确、表达流利、应用能力强 30      

互动、合作 20      

熟练运用多媒体 10      

总分 100      

 

4．实验结果讨论 

通过统计分析，对比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开展前后

学生警务英语学习态度、学习效率以及与公安专业结合

能力水平的变化，项目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主要

体现在学生学习动机提高、语言能力进步、学习者自主

性增强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 

4.1. 对测试数据的分析  

（1）试验班与参照班知识水平前测成绩对比分析 

以 2019 年上学期，警务英语课程的期末考试作为

实验前测，通过对比两个班级学生的警务英语基础知识

水平的统计分析，如图表所示，发现试验班与参照班的

警务英语成绩无显著差异。如表 3 所示： 

表 3 试验班与参照班英语基础知识前测对比表  

班级 人数 平 均

分 

及 格

率 

最高

分 

最低

分 

试 验

班 

40 69.8 80% 91 51 

参 照

班 

41 72 80.6% 89.5 54 

（2）试验班与参照班知识水平后测成绩对比分析  

经过一学期教学实验后，试验班和参照班的警务英

语期末卷面成绩，产生了显著性差异，如图表所示对前

测后测的分析数据表明：项目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教学效果明显。如表 4 所示： 

表 4 试验班与参照班英语基础知识后测对比表 

班级 人数 平均

分 

及 格

率 

最 高

分 

最 低

分 

试验班 40 80.4 91.6% 95 51 

参照班 41 73.6 85.7% 88 52 

4.2. 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  

在临近学期结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试验

班学生对教学的反馈，问卷调查共发放了 40 份，收集

了 38 份占问卷数的 95%，笔者将问卷调查进行综合，并

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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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调查问卷数据表 

序号 调查内容 选项 人数 选项 人数 选项 人数 

1 能否有效学习警

务英语 

非常有效 34 有效 2 一般 2 

2 是否喜欢项目教

学法 

非常喜欢 32 喜欢 5 一般 1 

3 项目教学法提高

了哪些能力 

（多选） 

信息搜集能

力 

33 语言运用能力 35 团队协作能力 37 

4 是否提高了警务

英语能力 

很明显 33 明显 2 一般 3 

5 团队合作中，你

倾向于 

组织并安排

项目活动 

11 积极参与独立

完成 

5 其他组员合作

完成 

22 

6 你在团队协作中

的收获（多选） 

分工与合作 35 分享资源协力

解决 

31 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34 

7 希望教师扮演的

角色 

传授课本知

识 

1 教授应试技巧 2 项目教学与英

语 

35 

 

通过上述数据得出结论：大多数学生认为能有效提

高警务英语并且非常认同项目化教学方法；在小组合作

中，学生更倾向于与其他组员完成任务，因此在任务设

计上，应多安排互动协作;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更

愿意老师在项目教学中扮演的角色是项目指导与应用

而非传统的知识传授。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不仅使学生的语言学习受益，

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因为项目教学本身就

是实践型教学，所以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初步培养了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在问卷中反映出通过参与

项目，自己提高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到了更多

同以后工作相关联的知识，促进了合作精神，还收获了

与同学间更深厚的友谊。 

5．几点建议 

5.1. 建立警务英语教学项目库 

建立能够通过项目导引警务英语教学的项目库非

常重要。项目库中的项目应以相关联模块的警务英语知

识来构建操作性强的子项目，如警务英语教学设计（子

项目：教材分析、教案编写等）、警务英语教学知识（子

项目：英语阅读教学，语法、词汇教学等）、语言运用

技能训练（子项目：涉外警情处理等）等等。其中，重

点以警务英语运用技能的训练为主，知识点的学习为辅。

同时，要明确每个项目中的各项教学任务的性质要求。

最后，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控制好项目的难易度 

5.2. 关注对项目教学评价的过程与多元化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法强调对学生综合运用知识

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与能力的评价，因此要凸显

对过程的评价与方法的多元化。评价的过程性主要是指

教师要关注教研小组项目开展的过程和学生在学习和

实训实践中的进步程度，考察学生的参与度和合作情况。

评价多元化体现在组内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与实

训实践单位评价相结合；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结合，

但要注重过程性评价。 

6．小结 

实训实践型项目教学是一种新兴发展的教学方法，

在教育领域中应用颇多，但目前在警务英语课程方面的

实验研究还寥寥无几。将具有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的项

目实训实践项目教学法应用于警务英语教学中，从教学

取向上应用型目的的逐步重视、到教学内容上的灵活与

丰富、项目实训实践教学活动与情境的创设以及结果评

价的多元化，有效解决了现有警务英语课堂教学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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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端，改善了警务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学生的警务

英语应用能力与综合能力得到了提升，是一次有意义的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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