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研究学前儿童英语教学目标定位
唐佩斌
云南工商学院
DOI:10.12238/er.v3i11.3390
[摘 要] 对学前儿童开展英语教学,能够有效发挥对学前儿童的启蒙作用。英语是世界范围内使用最为
广泛的语言,英语教学的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必须对学前儿童英语教学目标进行定位。本文首先分析学前
儿童英语教学师资现状,以及学前儿童英语教师必须具备的能力,最后阐述如何对学前儿童英语教学的
目标进行定位。
[关键词] 学前儿童；学前教育；教学目标；教学定位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To study the orient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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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English teaching for preschool children can effectively play an enlightening role for preschool
children. English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language in th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English teaching is very
great. Therefore, the goal of English teaching for preschool children must be positione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nglish teaching teachers and the ability that preschool children's
English teachers must possess. Finally, it expounds how to position the goal of preschool children's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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