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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国家倡导教师尊重学生主体,将提升全体学生的英语能力作为教学目标,以
个性化教学手法开展高职英语教学活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成长环境、人生经历不同,学生之间
存在差异性,为了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汲取知识,获得进步,教师应当根据学生差异制定教学方
案,不让课堂成为优等生的主战场,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主动投入到英语知识的学习与探究
中,促进学生英语能力的进步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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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state advocates teachers to respect the main subject of
students, improve the English ability of all students as the teaching goal, carry out English teaching activiti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th personalized teaching techniques,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Due to the different growth environment, life experience,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every student can learn knowledge in learning, make progress, teachers should make
teaching plan according to students differences, do not let the classroom become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top
students,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all students, make the initiative into the English knowledge learning and
inquir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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