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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has gradually been developed in the 1980s. It i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which is wide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 practitioner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t is also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pproach that is recommended and 

advocated by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Oral English teaching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English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The quality of oral English teaching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oral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English education to apply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nto the senior oral 

English teaching.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nior oral English 

teaching and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at home and abroad. Afterwards, it stat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Basing on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n oral English class, and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ask-based teaching approach in English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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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任务型教学法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是广为外语教学实践者认可和接受

的一种外语教学方法，也是《英语课程标准》所推荐和提倡的外语教学法。口语教学是高中

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语教学质量对口语能力和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

影响。任务型教学法应用于高中英语口语教学，对于英语口语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首

先，本文分析了高中英语口语教学和国内外任务型教学法的现状，然后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相

关概念进行了阐述，基于对任务型教学法在口语课堂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论文进

而论述了任务型教学法在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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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高中英语教学活动需要满足更深层次的要求。高中英语教学

目标发生了一些转变，由以往只注重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向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转变，

更加注重英语学习的实用性。在传统教学中，只重视英语知识的讲解和习题训练，不重视对

英语知识的口语运用，这就导致学生口语能力普遍较弱，即使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英语单词和

语法，也很难在生活中真正使用英语进行交流。长期以来，这种学习方式就会影响学生口语

表达能力的提升。对于改变这种口语教学现状来说，任务型教学法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种新型语言教学方法为任务型教学法，它最早由印度语言学家

N.S.Prabhu提出, 十年后的中国由吴旭东、夏纪梅等学者关注并研究了任务型教学法。此后，

任务型教学法引起了国内广大外语教师和高校的研究者广泛关注。 

2．任务型教学的相关概念 

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任务型教学法的相关概念，有助于将任务型教学法系统地运用于口语

教学中。 

2.1  任务型教学法的定义 

任务型教学法是由交际教学法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它是以具体的任务作为学

习动机，将实施任务的实践环节作为学习过程，不将所得到的分数作为评价结果，而是以一

种展示任务成果的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学生需要在老师的指引下，通过合作和交流等多种方

式，积极地学习语言。在任务型教学中，教师应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学

习中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教师所设计的任务与活动应该在难度上保持梯度性。学生通过完

成教师设计的各项任务，能够不断地获取知识，并掌握综合语言运用的能力。 

2.2 任务型教学法的特征 

任务型教学法作为英语教学法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强调通过交流来使学生学会知识，将

真实的材料带入学习环境。这要求学生不但要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并且还要注意学

习过程本身。任务型教学法将课堂内的语言知识与课堂外的语言活动相结合起来。总的来说，

它具有目的性、合作性、主体性和交际性等基本特点。 

3. 在英语口语课堂中实施任务型教学法存在的困难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任务型教学法具有传统的教学方法所没有的特点与优势，比

如，在设计活动方面兼顾真实性与交际性，并且更加注重语言习得过程。但是在将它运用于

课堂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与困难。 

3.1 班级人数过多 

目前，由于人口众多，大多数学校都只能采取大规模的班级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

很难保证每位同学都能积极参与“任务”。比如，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由于人数太多，教

师因无法兼顾每个小组的讨论，就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不认真的对待教师所布置的任务，也

可能会出现一些学生没有发言的机会等问题。因此，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2 任务设计不当 

任务设计不当是导致任务型教学法运用于口语课堂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太过于

刻意的设计任务，很可能会淡化教学目标，任务的设计应具有目的性和真实性。其次，针对

性不强，教师设计的任务只有和本节课的教学目标紧密相连，任务才能具备可操作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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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设计的难度太大，很可能导致学生无法理解并完成教师所布置的任务。然而，过于简单

和枯燥的任务又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在设计任务时，要由易到难，由简入繁，教师

要正确把握任务的梯度性。最重要的是，任务的设计应符合生活实际，教师所创设的情境必

须具有真实性，并且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利于交际的完成和小组合作。 

4. 解决任务型教学法在口语英语课堂实施过程中的困难 

任务型教学法是一种完全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新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学

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将它应用于高中英语口语课堂中具有极大地实用价值。 

4.1 实施任务型教学的准备阶段 

首先，在布置任务之前，教师应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例如，应当充分了解教学内容和

学生当前的口语水平，搜集有关素材，并为学生提供适合进行口语表达所需要的有关材料等。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确保任务顺利完成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引导学生进行口语交际的

基础。 

针对任务设计不当的问题，可以根据以下两部分活动进行设计，教师的活动是：首先，

帮助学生熟悉本节课的任务主题，描述本节课的话题和相关背景知识，并提出有关任务要求，

让学生对本节课的任务有大致的了解。其次，教师需要呈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词汇和语法知

识。更重要的是，教师一定要给出任务的示范，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与目标。最后，指导学

生进行任务前的准备工作。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给学生播放

与任务相关的视频，为学生提供示范。其次，让学生做一些与任务相关的简单活动，激起学

生的兴趣与信心。然后，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准备时间，让学生准备好所布置的的教

学任务。对于学生来说，他们需要了解本节课的话题和相关的背景知识，并积极调动已掌握

的相关知识。其次，认真学习课堂所讲解的相关词汇和语法知识。最后，学生应该做好准备

活动和相应的计划，思考所要表达的内容。 

4.2 任务型教学法的实施阶段 

针对班级人数过多问题，就要着重加强在实施阶段中的设计环节，任务的实施阶段作为

整个任务的核心，教师需要平衡所选择任务的难度，如果学生的认知水平比当前任务的难度

高很多时，学生就会容易产生厌倦情绪，对任务也就失去了学习兴趣。相反地，如果学生原

有的认知水平远低于任务的难度，那么这个活动就会失去其原有的价值。另外，任务应该按

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安排，任务之间要有紧密的联系。此外，教师应该选择恰当的活动方式，

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二者相结合。在设计任务时，每个小组的组员都应该被合理分配任务，

并且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职责。例如，有的组员承担组长的职责，有的组员承担组织活动的职

责，有的组员承担展示成果的职责。在进行任务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起到引导作用，可以适

当地对学生进行指导，比如纠正学生在发音方面的错误。 

4.3 语言聚焦阶段 

语言聚焦阶段的作用是检验学生是否完成任务，分为任务验收和学生反思两个阶段。任

务验收阶段主要是学生需要展示任务成果，并且应该重新演绎任务的全部完成过程。在表达

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出现语法错误或者语言的准确度不高的情况，但是教师应鼓励学生使用

英语，并且不要急于纠正学生的错误，以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学生反思阶段是指学生反思

的过程，在学生完成任务之后，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犯的错误，并给出相应且及时

的纠正。依据学生整体的完成情况，教师需要就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与强调。

最后，在总结学生的课堂表现的同时，教师应尽可能多的给予学生积极的评价，适当地补充

学生在任务过程中的不足。实际上，除了老师可以给予评价和意见以外，其他学生也可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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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评价过程，这样一来学生之间可以分享彼此在口语表达上的优点与缺点，共同促进英语口

语水平的提高。 

5.结束语 

任务型教学法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它是传统教学和现代教学的结合体，它既注重发挥

学生的自主性，又强调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在高中英语口语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的

使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并且极大提高了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在应用任务型教学

法的时候，要秉承着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适合他们的教学模式，

以达到提高学生交际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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