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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类方法：“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包括讲授法；谈
话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等。 

 第二类方法：“以直接感知为主的方法”，包括演示法；参观法
等。 

 第三类方法：“以实际训练为主的方法”，包括练习法；实验法
；实习作业法。 

 第四类方法：“以欣赏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例如陶冶法等。 

 第五类方法：“以引导探究为主的方法”，如发现法；探究法等
。 

 

教学法类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2%E6%8E%88%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8%E8%AE%BA%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C%94%E7%A4%BA%E6%B3%95


 黄埔全教授认为，从具体到抽象，教学方法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
，这三个层次是： 

 第一层次：原理性教学方法。解决教学规律、教学思想、新教学
理论观念与学校教学实践直接的联系问题，是教学意识在教学实
践中方法化的结果。如：启发式、发现式、设计教学法、注入式
方法等。 



 第二层次：技术性教学方法。向上可以接受原理性教学方法的指
导，向下可以与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相结合构成操作性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体系中发挥着中介性作用。例如：讲授法、谈话法
、演示法、参观法、实验法、练习法、讨论法、读书指导法、实
习作业法等。 



 第三层次：操作性教学方法。指学校不同学科教学中具有特殊性
的具体的方法。如语文课的分散识字法、外语课的听说法、美术
课是写生法、音乐课的视唱法、劳动技术课的工序法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6%9C%AF


 项目教学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
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学生自己
处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
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
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
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
基本要求。“项目教学法”最显著的
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
、学生为主体”,具体表现在：目标
指向的多重性；培训周期短，见效
快；可控性好；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项目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完成
项目，共同取得进步的教学方法。 



 教师的任务: 

开发一个与职业工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项目主题，项目中有待解决
的 

      问题应同时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元素，项目成果能够明确定义 

将设计的项目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确保项目工作进行的空间、技术、和时间等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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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教学法： 

一、项目教学法的内容和意义 

二、项目教学法的应用领域 

三、项目教学法的实践运用 

四、优点和缺点 

五、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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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法是一种宏观教学方法，旨在实现学生学习过程的组织
和实施的独立自主性。 

项目教学法的基本特征: 

问题导向， 

独立决定， 

与经验密切相关 

目标和产品导向。 

项目教学法适合于复杂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项目中待解决的问题与企业工作
中所面 

临的问题存在确切的联系。项目的完成具有明确的时间规定。 

内容和意义  



10 

传授操作性知识 

计划工作过程以及确定每个小组成员的工作任务  

决策过程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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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项目教学法中项目工作的过程 

决策 

执行 

评价 (检验和评价) 

实践运用 

项目教学法 

信息 (确定目标 / 提出工作任务) 

迁移 



12 

 

•   阶段一: 信息 (确定目标 / 提出工作任务) 

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确定主题阶段。 

       原则上项目教学法中的项目要基于所有现实问题进行开发，
这样的话项目的目标和其中的任务就能与职业现实紧密联系。 

项目教学法 



 教师的任务: 

开发一个与职业工作实践密切相关的项目主题，项目
中有待解决的 

      问题应同时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元素，项目成果能
够明确定义 

将设计的项目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确保项目工作进行的空间、技术、和时间等前提条件 

 



•阶段一: 信息 

项目的目标和任务应由项目所有参与人员共同确定。 

优点:有效激励参与人员来实施项目；唤起所有参与人员的
兴趣和参与意识 

缺点:整个班级或小组协调统一完成一个相同的项目任务 ；
容易出现教师主导确定项目主题的不利局面 



•阶段二: 计划 

学生针对项目工作设计一个工作计划。  

教师根据需要给学生提供咨询。 

工作计划的内容: 

各个工作步骤综述 

工作小组安排 

权责分配  

时间安排  

有助于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独立设计项目实施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自主分配项目任务  



•步骤三: 决策 

项目以大组或小组工作的形式进行。  

学生创造性的、独立的开发项目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阶段中心任务：学生通过调研、实验和研究来搜集信息、
来决策，如何具体实施完成项目计划中所确定的工作任务。 

将项目目标规定与当前工作结果进行比较、并作出相应调
整，这项固定工作要同时进行。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同工作能力、自我控制意识。 



• 阶段四: 执行 

 

本阶段大多以小组工作的形式进行。  

学生分工合作、创造性的独立解决项目问题。 

本阶段中心任务：基于项目计划，学生通过调研、实验
和研究来有步骤的解决项目问题。 

将项目目标规定与当前工作结果进行比较、并作出相应
调整，这项固定工作要同时进行。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协同工作能力、自我控制意识。 



•阶段五: 评价 

 评价阶段在项目教学法中具有重要意义。  

 评价分为两个步骤。 

 

1、成果汇报  

     各小组或由各小组选派的一个或多个代表汇报其项目成
果。汇报 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全会的形式，或是将其安
排到某个庆祝活 动中，向所有学生、老师或者企业代表展
示学生的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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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 检验， 评价和讨论 
 

• 根据之前确定的评价标准，教师和学生共同对项目的成果
、学习过程、项目经历和经验进行评价和总结。  

• 针对项目问题其他解决方案、项目过程中的错误和成功之
处进行讨论。 

• 有助于促进学生形成对工作成果、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经
验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 

• 评价阶段重要的是： 

 对项目成果进行理论性深化  

 使学生意识到理论和实践间的内在联系  

 明确项目问题与后续教学内容间的联系 

 

 

项目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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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六: 迁移  

 

 将项目成果迁移运用到新的同类任务或项目中是项目教学
法的一个重要目标，迁移可作为附加教学阶段，或可与评
价（第五阶段）结合起来进行。 

 学生迁移运用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来，而是在新任务
的完成过程中体现出来。 

项目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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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教学法的优点 

学生的学习兴趣较高 

促进团队工作能力的发展 

实践和问题导向的学习任务 

跨专业的学习过程 

促进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自我责任意识的培养 

• 项目教学法的缺点  

要求高、准备工作繁重 

对学生的迁移运用能力要求较高 

占用时间相对较多 

优点和缺点 

项目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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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业: 物流专业学生 

- 学习领域:物流课程设计、专业教学 

- 项目: 集装箱、无人机、课程设置 

 

项目教学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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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教学法的专业建设 



     一、建立物流专业专家委员会，确认项目教学法的方向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合影 

物流专业建设委员会 

民营物流企业（8家） 

运输企业（4家） 快递企业（4家） 

国企物流企业（10家） 行业协会（2家） 

物流行业协会 运输行业协会 

大专院校（2家） 物流软件公司（2家） 



              广西物资学校物流专业建设专家委员会。 

 A.超市就业岗位群 

 B.快递就业岗位群 

 C.仓储就业岗位群 

 D.物流设备驾驶与维修岗位群 

校之旅超市“教学
工厂” 

（超市岗位群） 

亿城云仓校企合作
“教学工厂” 

 （仓储岗位群） 

二、确定本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南宁储运仓储实训基
地（物流设备驾驶维
修岗位群）、圆通，
小麦公社快递“教学
工厂” （快递岗位群） 



 基于“教学工厂”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图 

 三、物流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工厂 

仓储校企合作教学工厂 



                               四、核心课程教材开发 

           针对物流企业人才需求，筛选出典型工作过程。进而确定了四门核心课程和一门

综合实训课程。编写了《可再生资源回收教学工厂实训指导书》 《超市教学工厂实训
指导书》、《教学工厂实训指导书》、《仓储流程实训指导书》和《叉车实训指导书》
五本校本实训教材。 



第一学期 
 
专业实训实习：物流设备使用实训、叉车实训、物流信息实训、经贸实训 

第二学期 专业实训实习：运输作业流程实训、叉车实训、超市作业实训、物流信息实训 

第三学期 
专业核心课程： 商品养护、配送作业实务、经贸实训 
专业实训实习： 仓储作业流程实训、叉车实训、物流信息实训、经贸实训、可再生回
收实训 

第四学期 
专业核心课程： 采购实务、物流营销基础与实务 
专业实训实习： 物流客服接待实训、快递实训、叉车实训、物流信息实训、经贸实训 

         第五学期和第六学期为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时间 



       五、专业教师结合工作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组成的“兼职”教师团队 

           专业从校企合作企业聘请了13名物流专业的“技术能手”、“能工
巧匠”作为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兼职教师。 

 

 



                   根据以人为本的理念．为了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扬长避短，

培养学生的特长，本专业对专业课程点采用考试考核和实操考核相结合
评价模式。 

六、改革评价模式，变片面评价为全面评价 
 
 

专业课程 

专业理论课 

平时成绩 期中考核 

期末考核 

专业实训课 

企业评价 实操考核 



                 引企入校创新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成效 

效果指标 引企入校前 引企入校前 

学习兴趣 
呆板，兴趣低，上课玩手
机、打瞌睡 

气氛活跃、师生互动，兴趣高 

团队精神培养、
企业文化感受 

难以形成 有效形成 

职业综合 

能力培养 
难以形成 有效形成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全面推动项目教学 
 



完善校企合作，构建生产性校外实训基地，共育物流人才 

 
             两年建设时间里通过校企合作共育人才模式的成功运营，建立了3个
订单班和冠名版，使学生学习方向更加明确，学习技能热情高涨，工作
积极主动，社会满意度逐步提高。  

 

开设订单班、
冠名班 

共同制定

教学计划 

企业专家

入校授课 

成为高技
能人才 

上海热风冠名班 冠名班授牌仪式 



          2014年至今本专业与小麦公社公司和亿城云仓、顺丰蜂
巢建立了桂物快递和广西物资学校配送中心实训点。学生在
其中除了学到实用的技能外，更大的是收获了实际工作经验
和了解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的方法，为今后的就业、创业发
展打下良好基础。 

亿城云仓仓储流程现场教学 快递中转中心实训点 



         真正做到了实训课程的项目化！上课如上班，上学就上
岗的职教要求。两个实训点为学校提供了联网的信息化后勤物
资管理服务，并为广大师生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快递收发问题，
大大提高了学校的采购，日常运营和快递中转的效率。 



2015年12月带着丰富的专业知识物流的学生200余人参加
了苏宁易购的双十二电商大战，并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这也是一直推进校企合作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