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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信息化也在蓬勃的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已经是迫在眉睫。作
为新形势下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的人才,需要能够了解专业的前沿研究状况,能够娴熟的应用相关
的专业词汇、术语,开展英文文献的阅读和翻译,并且能够具备和国外专业人员探讨的能力。本文分析了
该专业英语教学现状,然后分别从课程内容设计、课堂活动的实施以及改革考核方式方面提出了翻转课
堂模式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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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Flipped Classroom Mode in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English
Yanyan Chen
Lingnan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formatization is also booming, and
it is urgent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marine resource development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cutting-edge research situation, skillfully
apply relevant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and terms, carry out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discuss with foreign profession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poses the aspects of course content desig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reform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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