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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现代教学的实际需
求,以往的英语教学模式中存在许多问题,对英语教学质量也产生了较多的影响。现阶段,英语教学是现
代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教学模式如果过于枯燥会让学生产生厌学心理,不利于英语教学的进一
步发展,学生的英语成绩也无法得到显著提高,英语教师需要不断转化教学模式,结合信息化技术对教学
模式进行优化和改进,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研究
信息化背景下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模式的改进和创新,希望对英语教学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起到借
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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