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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进步,高校更加关注网络平台对学生日常教育和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在这种培
养模式下,学生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以及班级文化建设中遇到了哪些新挑战成为重点研究的问题。就班
级内部来讲,线上教培养模式给班级内同学的学习带来了怎样的优势,又存在怎样的不足,在班级的建设
中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具有分析价值的。对此,本文通过对工科学生线上教育的实力研究,归纳总结
班级建设的管理方法,旨在为工科院校通过线上教育进行班级文化建设提出新思路、新方法。
[关键词] 工科院校；线上教育；班级管理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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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教育理念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
赵青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DOI:10.12238/er.v4i4.3797
[摘 要] OBE教育理念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的建设,OBE教
育理念要求一切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课程设计都是围绕实现预期的学习结果来开展。最终达到学生
毕业后能准确地掌握运用各种知识、技能的能力。本文以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存在问题
为切入口,对OBE教育理念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探讨了OBE教育理念应用于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建
设思路,从而提升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建设水平,受益于广大师生。
[关键词] OBE；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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