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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出导向法自2007年首次提出以来,迅速“走红”于学术圈。该法是文秋芳教授及其团队针对
我国外语教学困境提出的教学方法,旨在解决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病。该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输
出驱动假设”
、
“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的阶段,现已发展为较为完善的POA理论体系。本文意在
梳理产出导向法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本土化特色并提出相应建议,使其为一线教师发挥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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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put oriented method was first proposed in 2007, it has quickly become "popular"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is method is a teaching method put forward by professor Wen Qiufang and his team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which aims to solve the disadvantage of "separation of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heory has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output driven hypothesis" and "output driven -- input enabled hypothesis",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
relatively perfect POA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utput oriented method, and put forward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maximize its effectiveness for front-lin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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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同技能的培养,教学流程分为“任
务前、任务中、任务后”三个阶段。明
确任务后,学生可选择独自或与同伴组
队等方式完成任务,完成练习后交予老
师进行测评。二者都未将输入与输出有
机结合起来,这也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
中所存在的问题,要么重输入,轻输出,
学生无法在短期内锻炼提升其语言运用
能力；要么轻输入,重输出,导致教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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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有效学习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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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出导向法的教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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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师在此过程中充当脚手架的角色

设”。这就将输入与输出放在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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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学生学习。

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教师的“支架”作用

中要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发生,课后合
理安排学习任务并进行有效评价。

“选择性学习”是指对输入材料进
行筛选,突出重点并深度加工。

帮助学生任务输出的实现。

5 产出导向法所面临的的挑战
产出导向法自实施以来小有成效,

1.2.3理论形成期(2015-2016)

2.3教学流程

2015年,文秋芳首次完整阐述了产

POA的教学流程由教师主导,涵盖三

不仅对国内大学英语改革产生了积极影

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教学假设以及教

个阶段：驱动-促成-评价驱动是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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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实施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

式建立。

到或在更有能力同伴的帮助下可完成。

实证研究不足：尽管产出导向法的发展

②

1.2.4修订期(2016-2017)

促成包含三个环节：教师描述产出

已经有十余年,但研究时间不足,只在个

任务、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并练习,教师

别高校开展实践研究,代表性低,影响实

学”,指出教学中开展“师生合作评价”

指导并评价。教师为学生提供支架,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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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个学生进行具体分析后逐步降低脚手架

战：POA着重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对输

的作用,促进学生独立发展。

入材料的筛选排查、对教学过程的指导

(1)教学假设部分：增添了“以评促
能有效地提升教学效果；(2)教学流程

部分：驱动、促成、评价三者之间并非
单向联系而是双向互动。(3)将“教师为
中介”改为“教师主导”。
86

评价是教学的升华阶段,分为即时

监督、对产出结果的评价检验,这对教师

和延时两种,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发展

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学生面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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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战：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生虽习
惯灌输式的授课方式,但该理论对学生能
力要求高,教学方式的革新已刻不容缓。

6 结语
产出导向法以“教师主导、学生主
体”为原则,提倡学习中心、学用一体、
全人教育的教学理念。不仅能最大限度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而且对国内

值得高校教师尝试运用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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