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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课堂为当前阶段的一种较为新型的教学模式,实际当中对于此种教学模式的应用要求各
方面的条件足够适宜,以此才能够使其的效果得到充分发挥。对于法学本科教育来说,其在所制定的目标
以及应用的方式方面和翻转课堂理念较为相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合理应用翻转课堂法对于创新型法
律人才的培养来说意义重大,以此来更好地满足时代发展背景下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翻转课堂在实
际当中的应用除了应该积极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之外,还应该加强对评价标准的改革,师生之间
积极展开互动沟通,实现教师、学生以及环境等因素的协调配合。基于此,本文主要对翻转课堂在法学本
科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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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Teaching Reform of Law Undergraduate
Yuquan Luo
Guizhou Police College
[Abstract] Flipped classroom is a relatively new teaching mode at the current stage. In practice, only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this teaching mode are suitable enough, can make its effect come into full play. For law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ts goal and application methods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flipped classroom
concept.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methods in law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legal talents, so as to better meet the social demand for legal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practice should not only
actively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enrich teaching content,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actively communicat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teaching reform of law undergraduate.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leg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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