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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analysis is performed on the course. The practices of tour guide of the 

Tourism speciali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dynamic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models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talent cultivating goal and the courses teaching goal 

is set up,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modular is broken and the teaching designed is 

completed, the new dynamic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is reconstructed driven by the typical 

work-task in the practical guiding work, thus ,it provides the reference and the practical mode for 

the reform for the curriculum of the Tourism speciality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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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高职旅游专业主干课程《导游实务》为例，对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以导游职业行动领域的典型工作任务导游服务为驱动，从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课程目标明确、学习任务设计出发，打破传统课程教学模式，构建基于实际工作情景的课程

教学动态知识技能模块，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以《导游实务》课程教学为例的典型工作任务

为驱动的高职动态课程教学新模式，为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教学提供参考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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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宾塞在 1859年提出的“课程”就包含了“学程”和“教程”[1]。“学程”的实施主体是学生，

“教程”实施的主体却是教师和教学组织机构。因此，“教程”实施的过程中因实施主体的观

点、角度不同对课程目标确立、课程设计、内容选取与组织、课程实施和评价所产生的影响，

形成了不同职业课程开发模式[2]，如著名的北美 CBE 模式[3]、德国的“双元制”模式[4]、

澳大利亚 TAFE[5]模式等。尽管我国的教育历史源远流长，但我国“教程”科学开发和实施

研究起步很晚，在上世纪末，大量引进国外职业课程模式对构建我国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影响

很大，其中存在大量的水上不服、生搬硬套的现象 [6]。作为我过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龙头

产业的旅游行业输送人才的主要基地——高职旅游教育，现有的“学程”即课程教学模式已

经严重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要，深入研究旅游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专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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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十分必要。 

2.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课程教学模式的内涵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动态模块化课程教学模式，打破了学科课程体系的束缚，从旅游行

业实际工作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出发，按完成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将学习过

程、工作过程与学生的个性能力发展联系起来[3][8]。为适应高职年龄段学生的社会价值观

以及特有的直观思维特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设计动态教学模块并安排教学活动，真实

再现职业情景下的真实的行动领域，为学生提供了零距离接近真实职业环境下的体验典型工

作过程的学习机会，有利于学生主动构建自己知识能力体系[9][10]。是一种全新的职业教育

课程体系设置思维和实施模式。这种课程模式最显著特征是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紧密相连，

融理论模块与动态实践模块于一体,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情景体验。 

3. 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导游实务》课程教学实施现状 

3.1. 课程教学实施目标不明确，教学环节繁琐 

《导游实务》高职旅游管理与服务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属于理实一体课程。多年来，专业

教师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导游实践经验，课堂教学实施的目标基本是按教材要求设置，导游实

际工作联系不紧密。因为是理实一体化课程，缺乏导游实践经验的教师很难实现导游实际工

作情景再现，在教学实施的环节设置上繁琐凌乱，教学实效不理想。 

3.2. 课程教学设计强调技术技能掌握，缺乏导游人文素养养成内容 

导游服务是一项十分人文化的服务工作，不仅要求导游人员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技能，更重

要的具有强大的人文关怀能力和素养。目前高职乃至本科院校在实施《导游实务》课程教学

设计时，更多的是强调导游服务的技术技能的掌握，很少设置人文素养教学内容，尤其是综

合人文文化素养的内容。 

3.3. 教学内容单一枯燥，与导游服务实际工作情景有较大差距 

高职旅游专业对导游实务的课程教学内容选择是，更多的是一些工作流程的掌握，简单机械，

枯燥乏味，与实际的导游服务工作情景相距较远，学生学习积极性较低。 

3.4. 理论条目堆砌较多、实践教学设计缺失，缺乏职业教育特色 

大多数导游实务课程教学设计时，具有典型工作情景意义的实践教学缺失，多数是长篇理论

堆牍，缺乏高职教育特色 

4. 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4.1. 导游人才培养的定位 

要进行课程改革，首先要思考是培养什么样的导游员，怎么培养的问题。即要有明确的课程

教学目标的设计。以典型工作任务驱动的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教学的设计明确的导游实际

工作岗位和职业情景的分析和掌握，并按照实用的原则，以职业素养为基础，以典型工作任

务为驱动，通过产学研的路径，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以掌握导游实际工作技术技能的合

格的导游服务和旅游管理人才，以满足旅游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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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职导游人才培养定位 

 

4.2. 课程教学任务设计定位 

高职旅游专业《导游实务》课程教学任务分七个模块（图 1），每个模块都将由一系列动态的

知识和技能模块支撑。每个课程任务模块占该课程教学的总任务的比例分别有所呈现（图 1），

其中工学一体的实训时间任务模块与专业综合技能课程任务模块、专业核心技能课程任务模

块三块实操模块比例综合为 35%+10%+15%=60%，而两个理论模块比例和温 18%，专业综合素养

课程比例为 20%。总比例结构合理而实现的可能性强，能够比较好的体现理实一体课程教学

任务的设计。 

 

 
图 2 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教学任务 

 

导游服务工包罗万象，涵盖面很宽，同时还要应付途中突发的各种情况。课程《导游实务》

所涉猎的知识和技能是有限的（表 1）。要颠覆和打破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对《导游实务》

知识模块的解构并与导游服务工作的典型工作任务对应起来，以便对岗位的具体职业情景有

明确的解读和描述 

 

表 1 导游服务工作的典型工作任务和课程《导游实务》部分学习领域对应表 

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行动领域《导游实务》 学习领域 

 
 
 

导 

游 

服 

务 

 

*旅行接待、景点讲解、旅游企业

或景区形象塑造和宣传 

*落实旅游活动计划，接待、导游、

讲解，购物服务，处理突发事件 

*实施旅游接待计划，处理突发事

件 

*组织和团结工作，监督落实旅游

活动计划、翻译、对外宣传、处

理跨国应急事件 

*景点导游 
 

*地方导游 
 

*全程导游 
 

*国际导游 

*导游讲解技巧 

*旅游政策法规 

*导游语言学习 

*导游购物技巧 

*旅游卫生知识与急

救 

*导游业务 

*旅游企业形象塑造

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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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教学内容的甄选和动态知识和技能模块重组 

根据表 1的内容，要初步完成导游服务的工作，至少完成以上实际行动领域里众多典型工作，

并且基本掌握《导游实务》中所具有的学习领域。但事实上，课程《导游实务》现有的教学

内容不仅信息量不够，而且很多内容随时随市场的变化而不同。因此，根据具体的教学和学

习内容，重新解构和重组《导游实务》的教学内容十分必要。设定完成一个完整的导游服务

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是一个大的工作任务，构成导游服务学习的内容就包括八个动态模块的学

习任务（图 3），这一系列动态模块的学习内容是为了满足导游行动领域里的一系列具体职业

情景而设定的，并根据具体的教学条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做可做相应的调整或者甄选,同时还

为导游服务工作另外的课程学习提供相应的知识模块，如旅游文化，导游基础知识、时事政

策与法规等。 

 
图 3 《导游实务》教学领域所需要的与典型工作任务对应的动态的知识模块 

5. 课程《导游实务》课程教学设计的重构 

综上，笔者以《导游实务》中学习领域《导游服务规程》为例，以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以

动态知识技能模块为基础，以实际职业情景为需求，设计出全新的《导游实务》课程教学设

计模式，为高职旅游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范式。 

 

表 2 典型工作任务为驱动的高职《导游实务》课程教学设计模型 

学习领域 导游服务规程  10学时 

*典型工作任务

1 

*地陪导游服务

知 

识技能动态模块 

 

*教学目标 

 

 

*学习任务 

 

 

*教学条件 

 

 

*教学材料 

*工具材料 

 地陪导游服务  5学时 

① 基础知识模块：服务规范和流程；②核心技能：导游讲解、对客服

务；③拓展技能：应变应急技巧和方法④综合素质模块：旅游转移过程

中服务技能。 

① 掌握地陪导游服务基本流程；②了解地陪导游的岗位职责和对客服务

原则； 

掌握地陪导游讲解的技术和方法；④对旅途应变应急能力的训练；⑤模

拟地陪导游服务实训。 

根据地陪导游服务的基本技能和素质要求，以导游服务四大动态知识技

能模块为基础，熟悉和初步掌握地陪导游服务工作的全过程，掌握基本

的导游对客服务的技术技能，对旅途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有初步的认知。 

①学生通过多媒体课堂获得地陪导游应具备的基本文化旅游知识；②通

过网络查询地陪导游的工作情况以及工作中常常遇见的问题及基本的应

对和解决方法③通过模拟导游系统进行地陪导游服务工作进行模拟训

练。④通过导游实训中心进行现场训练。 

授课计划、学习引导文、多媒体课件、评价表 

电脑网络、多媒体、导游常用用具、扩音麦、地陪导游工具、社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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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教学阶段 

*下发任务书 

 

 

*决策 

 

 

*课程理论学习

实施 1 

 

 

 

 

*实践课程学习

实施 

 

*任务完成检查 

 

*课程教学考核

评价 

游册 

优秀导游案例和事迹  

教学过程 教学方法建议 学时 

教师下发任务书，提出完成本次教学任务的

指南，并就理论学习提出各种问题。②教师

下发考核方案。③督促并指导学生做学前调

研调查。 

   实地考察法     课外 

      案例分析法 

讨论法 

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提出的工作任务学习方

案做可靠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综合分析，

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讨论法  0.5 

   

学生根据自主学习阶段所获得的知识，按照任务的要

求，列出本模块中的重点知识点，有针对性的完成地

陪导游服务工作流程——方法——原则——讲解技术

技能——应急反应训练——地陪综合实训一些列知识

和技能传授，并针对学习内容和学生课外获取的各种

有关旅行社、旅游实体和旅游互联网站工具使用的资

料，开展充分讨论 

聚 焦 访 谈 法    

2 

关键词卡片法 

小组讨论法 

角色转换法 

  

依据老师下发的教学资料和学生自主获取的资源，，并

利用专业实训软件进行导游服务模拟训练，在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地陪工作的室内外实际工作情景模拟训

练。 

自 主 训 练      

1 

个别指导 

角色扮演法 

② 学生汇报实训成果。 

③ 师生根据项目和知识模块进行互动训练指导 

角色扮演法 1 

① 小组自评：任务完成小组对本小组自己的工作方

案和实施过程的实效及最终效果进行自评，并根据对

每个成员在完成工作的表现和成绩确定贡献值； 

④ 小组互评：通过被评价小组的介绍以及对设计方案

的阅读，对其他小组的成果进行评价 

⑤ 教师评价：教师对根据每个小组在完成任务时的集

体表现和工作方案的优劣对该学习项目完成的效果进

行评价。 

对教师的建议和评价。 

角色扮演法 0.5   

  

  

  

  

6. 结语 

当前，传统的高职课程教学模式已经滞后于高职旅游教育的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对

传统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已是迫在眉睫。本研究拟以旅游管理专业核心课程《导游实务》

为例，以实际职业行动领域所需为基础，以典型工作为驱动，按找职业岗位所需设计动态课

程教学的知识和技能模块，开发出新的《导游实务》课程教学设计模型，充分调动学生的学

习自主性和教学的积极能动性，实现课程教学和实际工作行动领域的要求形成知识技能的零

距离对接，为高职旅游专业课程改革提供范式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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