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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职院校非英语专业开设的公共必修基础课,主要培养学生职场涉外沟通、
多元文化交流、语言思维提升、自主学习完善能力。本文对自主学习的理论背景作了介绍,分析了当
前高职院校中英语学习和教学的现状,并为在高职英语教学如何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引导学生线上线
下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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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English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Zhen Xiong
Xiantao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s a required courses of public Fundamental offered for non-English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mainly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ies in foreign communication,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thinking improvement and ability of self-learn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guide students to study
autonomously online and offline by making use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net in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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