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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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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