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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高职院校的计算机英语教学中,一直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以传授词汇和语法为
主,忽视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如果学生只能理解语言的相关理论,不能
合理科学的使用语言,这种脱离社会需求的计算机英语教学是毫无意义的。任务型教学法则是让学生围
绕既定的教学任务,通过各种方式运用语言去达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
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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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in the computer English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adopted all the time. Teachers mainly teach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ignor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if students can only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can not use language reasonably and scientifically, this kind of computer
English teaching without social needs is meaningless. Task-based teaching law is to let students around the
established teaching tasks, through various ways to use languag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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