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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与高校的教学会进行更深融合。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出现也为信息技术
怎样于高校课堂更好的融合营造了一种理想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在大学英语学习中,词汇是掌握英语相关技
能的基础,可目前各高校的英语课堂中却不太注重英语词汇的教学。本文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尝试
提出一种新的大学英语词汇学习的方式,希望能对当今的高校英语词汇的教学与学习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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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Mixed Teaching Model to University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Luning Wang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more integrated with the teaching of
universities. The emergence of mixed teaching mode also creates an ide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better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I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vocabulary is
the basis of mastering English related skills, but at present, the English classes of universities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se a new method of college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based on mixed teaching model, hoping to enlighte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i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ncept definition of mixed learning; mixed vocabulary learning based on U campus; mixe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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