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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教学法在细胞工程概论教学中的应用
崔洪勇ꎬ汪世婕ꎬ孔令敏ꎬ李

玲ꎬ蒋建利ꎬ陈志南

[ 摘要] 细胞工程概论是生物技术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ꎬ其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ꎮ

任务教学法(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ＴＢＬ) 是将教学内容具体分解为若干任务ꎬ学生通过内容研究、相互协作完成
任务ꎬ并达到学习目的的教学模式ꎮ 作者通过自身 ４ 年的教学实践ꎬ分析了 ＴＢＬ 教学法的优点、不足以及需
要注意的问题ꎮ 通过课后问卷调查发现ꎬ学生对 ＴＢＬ 教学法具有较好的接受度ꎬＴＢＬ 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ꎬ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ꎬ对学生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具有提升作用ꎬ提高了教学
效果ꎮ 同时 ＴＢＬ 教学也对教师的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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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ｅｌ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
ｊｏ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ＴＢＬ) ｉ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ｇｏａｌ ｂ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ｓｋｓ. Ｗ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ꎬ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ＢＬ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ｅｌ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ｊｏｒ ｏｆ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ｕｒ ｏｗ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Ｂ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ＢＬ ｗａ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ＢＬ ａｌｓｏ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ｗ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ＴＢＬ) ꎻ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ｅｌ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任务教学法 (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ＴＢＬ) 作为第

二语言教学的方法兴起ꎬ国内学界对 ＴＢＬ 的研究与
实践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领域 [１￣３] ꎮ 与传统教学模

式不同ꎬＴＢＬ 是将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任务ꎬ学生通
过内容研究、相互协作完成任务ꎬ并达到学习目的的
教学模式

[４￣５]

ꎮ 其特点是以任务为核心ꎬ以完成任务

的过程为学习过程

[６￣７]

ꎮ ＴＢＬ 教学过程可分为 ３ 个

阶段: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完成任务、教师评价任务
完成情况 [８￣９] ꎮ 这种教学方式能达到理论联系实践

的效果ꎬ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ꎬ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ꎬ使教学效果得到提升ꎬ同时还能锻
炼学生通过学习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１０] ꎮ

细胞工程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遗

传学等方法ꎬ在细胞、细胞器和基因等不同水平上ꎬ
对细胞进行改造ꎬ从中获得新型生物或者所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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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１１] ꎮ 该门课程基础理论涵盖细胞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工程等多门学科ꎬ是一门
综合 应 用 学 科ꎮ 本 研 究 以 空 军 军 医 大 学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为实施对象ꎬ将 ＴＢＬ 教学
法应用于细胞工程概论教学中ꎮ 通过 ＴＢＬ 教学法
的实施ꎬ学生在细胞工程应用方面的综合能力得到
了培养ꎬ课程教学质量显著提高ꎮ

１

１ １

ＴＢＬ 在细胞工程概论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研究对象

空军军医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级生物

技术专业 ６ 个班的学生ꎬ共计 ５８ 人ꎬ其中男生 ４６ 名ꎬ
占 ７９ ３％ꎬ女生 １２ 名ꎬ占 ２０ ７％ꎻ年龄(２１ ６±１ ０)岁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ꎬ对细胞工程基础知

识ꎬ如工程细胞生物学基础、动物工程细胞基础等ꎬ
采用较深刻全面和系统性较强的传统教学方法ꎬ课
前学生预习课程内容ꎬ课堂上教师讲授课程内容ꎬ着
重讲解重点和难点ꎬ课后学生复习ꎮ 对偏向应用的
工程细胞构建、工程细胞的高密度培养、工程细胞表
达产品的分离纯化采用 ＴＢＬ 模式ꎬ授课教师在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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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布置任务ꎬ学生围绕任务进行预习和准备ꎬ课
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任务ꎬ教师对学生的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评价ꎮ

１ ３

待 ＴＢＬ 教学内容全部完成后ꎬ对
学生进行 传 统 教 学 法、 ＴＢＬ 教 学 法、 传 统 教 学 法 ＋
问卷调查

ＴＢＬ 教学法的效果评价、对 ＴＢＬ 教学了解程度和教
学方法整体设计调查问卷ꎮ 效果评价调查问卷主要

涵盖以下几个方面: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ꎻ获取知
识的能力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ꎻ语言表达能
力ꎻ拓展知识面ꎻ团队合作能力ꎮ 对 ＴＢＬ 教学法的
了解程度和接受度调查问卷主要考察学生是否了解

ＴＢＬ 教学法 以 及 学 生 对 ＴＢＬ 教 学 法 的 接 受 程 度ꎮ
对 ＴＢＬ 教学方法的整体设计调查问卷主要考察学
生对 ＴＢＬ 教学方法各环节的综合评价以及对 ＴＢＬ
教学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ꎮ
２

２ １

ＴＢＬ 实施效果分析

３ 种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

相较于传统教学

方法侧重于向学生灌输知识ꎬＴＢＬ 教学法以完成任务
的过程为学习过程ꎬ学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
动的学习者ꎬ因此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ꎮ
教师布置的任务除了涵盖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
外ꎬ还涉及前沿技术和应用ꎬ学生在查阅资料、制作

ＰＰＴ、讲解 ＰＰＴ 的过程中ꎬ提高了获取知识的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演讲能力和团队协作
能力ꎬ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ꎬ提高了综合素质(表 １)ꎮ
表１

３ 种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 ｎ ＝ ５８)

提高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
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拓展知识面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２ ２

传统教学法
( ％)

ＴＢＬ
( ％)

传统教学法＋
ＴＢＬ( ％)

１７.２

５１.７

３１.１

２０.７
２４.１

４３.１

１２.１

７０.７

１７.２
１５.５

４３.１

４４.８

ＴＢＬ 了解程度和接受度调查

４３.１

３６.２
３２.８
１７.２
３８.０
４１.４

调查结果显示ꎬ

只有 １８ ９％的学生课前了解 ＴＢＬ 教学法ꎬ这提示我校
本科教学并未普遍采用 ＴＢＬ 模式ꎬ因此学生对 ＴＢＬ

有较强的好奇心ꎬ参与的积极性较高ꎮ 通过 ＴＢＬ 教学ꎬ
学生对 ＴＢＬ 教学方式有了一定的体验和认识ꎬ７７ ６％

的学生希望在其他课程中也能增加 ＴＢＬ 教学ꎬ提示
学生对 ＴＢＬ 教学法具有较高的接受度ꎬ这为我们在

以后的教学中推广 ＴＢＬ 教学模式提供了依据(表 ２)ꎮ
表２

ＴＢＬ 了解程度和接受度调查

课前对 ＴＢＬ 教学有所了解

希望在其他课程中也能增加 ＴＢＬ 教学

是

否

１８.９％

８１.１％

７７.６％

２２.４％

 １６９

２ ３ ＴＢＬ 的整体设计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显示ꎬ
６２ １％的学生认为任务难度适中ꎬ只有 ２０ ７％ 的学
生认为任务较难ꎬ提示任务设计比较合理ꎮ ７５ ９％
的学生倾向于口头汇报或 ＰＰＴ 汇报ꎬ这表明 ＴＢＬ 教
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ꎮ 由于 ＴＢＬ 教
学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在课前准备、课堂上
的讨论和汇报环节学生都有较多的精力投入ꎬ调查
表明 ８４ ５％的学生希望任务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
占比超过 ２０％( 表 ３) ꎮ
表３

ＴＢＬ 的整体设计调查( ｎ ＝ ５８)

任务设计
汇报形式
任务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占比

较易

适中

１７.２％

６２.１％

３２.８％

４３.１％

口头汇报
１０ ~ ２０
１５.５％

较难

２０.７％

ＰＰＴ

书面报告

２０ ~ ３０

３０ ~ ４０

４３.１％

２４.１％
４１.４％

３ ＴＢＬ 的思考与体会
３ １ ＴＢＬ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传统的授
课方法是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讲ꎬ虽然其中也有互动ꎬ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是主动的一方ꎬ教师直接
讲授知识点ꎬ有意识的着重讲授重点和难点ꎬ帮助学
生理解、强化学生记忆ꎮ 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完成
听课ꎬ被动的接受教师讲授的知识ꎮ 虽然传统的授
课方法具有简单易行、适合大班课、有针对性等优
点ꎬ但是这种单向的知识灌输ꎬ容易造成学生的知识
来源比较单一ꎬ学生缺乏学习兴趣ꎬ课堂气氛沉闷ꎬ
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１２] ꎮ ＴＢＬ 教学将教师讲授、学生
听讲的传统模式变为教师指导、学生展示、教师评价
的模式ꎮ 本研究根据细胞工程概论的课程特点ꎬ将
部分授课内容采用 ＴＢＬ 模式教学ꎮ 依据课程标准ꎬ
将授课内容分解为若干个任务ꎬ学生分为 ３ ~ ４ 人一
组ꎬ共同完成任务ꎬ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ꎬ在轻
松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学到了知识ꎬ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ꎬ取得了较好的效果ꎮ
３ ２ ＴＢＬ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ＴＢＬ 教学
中教师发布任务后ꎬ学生以小组为单位ꎬ需要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以解决任务中的问题ꎮ 而后以 ＰＰＴ 的方
式在课堂上进行汇报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学生之间需要
互相交流、互相帮助ꎮ 学生在进行汇报时要求语言
流畅、条理清晰、内容完整ꎬＰＰＴ 制作要求精美简洁、
图文并茂ꎮ 在整个完成任务的过程中ꎬ学生查阅资料
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ＰＰＴ
制作水平、演讲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了锻
炼ꎮ 学生汇报结束后ꎬ教师对每组任务完成情况进行
点评ꎬ指出较好的地方以及问题和错误之处ꎬ使学生
得到了必要的指导ꎬ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显著提高[１３] ꎮ
３ ３ ＴＢＬ 对教师的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传统教学中ꎬ教师在课前会进行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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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撰写教案ꎬ授课时以教案为蓝本ꎬ完成课堂教学ꎮ
在教学过程中授课内容、授课的方法和手段、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互动环节以及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几乎是经过周密考虑和精心准备的ꎬ因此教师备课
相对容易ꎬ也可以较为流畅的将授课内容呈现给学
生ꎮ 但在 ＴＢＬ 教学中ꎬ教师的角色由传统教学中的
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导为主ꎬ教师需要参照课程标准
的要求ꎬ根据学时和知识点ꎬ再结合学生的自身能力
水平设定难度适中的任务ꎬ以期既能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ꎬ又能发散学生思维ꎬ完成教学要求ꎮ 在课堂汇
报和讨论中ꎬ要求教师要有宽广的知识面、足够的知
识储备ꎬ能够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要
向学生巧妙的提出问题ꎬ启发学生思维ꎬ挖掘其潜
力ꎮ 在 ＴＢＬ 教学之后ꎬ教师要认真总结ꎬ对教学过
程中的不足和长处要冷静的回顾和分析ꎬ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ꎮ
３ ４ 在 ＴＢＬ 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学生学习方式和
观念的转变是影响 ＴＢＬ 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ꎮ 学
生长期以来习惯于从头到尾听教师讲课ꎬ而在 ＴＢＬ
模式中ꎬ学生要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ꎬ因此教
师要及时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ꎬ积极引导学生参与
到 ＴＢＬ 模式的各个环节中来ꎮ 并且考核方式也要
相应的改变 [４] ꎬ要按照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给予一
定的评价ꎬ并将任务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中ꎬ促进学
生重视任务完成质量ꎬ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ꎮ
此外ꎬ课前查阅资料、组内交流讨论、制作 ＰＰＴꎬ
需要耗费学生较多的时间和精力ꎬ这就要求在任务设
计方面在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完成教学要求的同时
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课业负担ꎮ 任务设计
不能太简单ꎬ答案触手可及ꎬ则缺乏探索、讨论的意
义ꎬ也影响学生探索的热情ꎻ任务设计也不能太泛、
太难ꎬ学生感觉无所适从ꎬ占用大量时间精力的同时
既影响学生对其他课程的学习ꎬ也降低了学习的兴
趣[１４] ꎮ 因此ꎬ任务设计应该明确并且具有可操作性ꎮ
ＴＢＬ 模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课堂展示、点评和
讨论ꎬ由于学时有限ꎬ为了保证每组都有足够的时间
进行汇报ꎬ这就要求分组不能太多ꎬ而且每组人数要
适宜 [１４] ꎮ 组员过多会导致每个学生的工作量过小ꎬ
达不到锻炼学生、拓展知识、发散思维的目的ꎻ组员
过少会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ꎬ产生抵触情绪ꎮ 我
校生物技术专业每个班只有 ９ ~ １０ 人ꎬ这对 ＴＢＬ 教
学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３ ~ ４ 人分为一组ꎬ可以
保证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课堂展示和讨论中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 ＴＢＬ 模式并不适合大班教学ꎮ
４

结语
ＴＢＬ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对学生掌
握和运用知识点具有提升作用ꎬ提高了教学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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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ＴＢＬ 教学过程来看ꎬ教师通过任务组织教学ꎬ不
同于以往教师“ 满堂灌” 的教学方式ꎬ从直接讲授转
为组织学生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合作的方式
获得知识ꎬ是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１５] ꎬ
因此ꎬ将 ＴＢＬ 引入专业课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不适宜于转变为任务的
授课内容有工程细胞生物学基础、动物工程细胞基
础等ꎮ 目前 ＴＢＬ 在细胞工程概论课程中的实施还
属于探索实践阶段ꎬ还需在以后的教学中做进一步
的改进和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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