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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信息技术逐渐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技术,微信、微博等都需
要借助信息技术,才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在新时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需要引进信息技术,可以
实行微课教学模式,以满足新课改的要求。因此,中职教学也要跟随社会发展的步伐,将微课应用到中职
英语教学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中职英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文章主要针对微课在中职英语教育教学
中的应用及优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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