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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形成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基于微课堂和项目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高效,形成更加灵活开放的教学氛围。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能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主动完成教学任务。利用微课社群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可以有效帮助师生更好地互动,使教学模式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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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educational mode form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icro-classroom and project-driven can make the teaching process more
efficient and form a more flexible and open teaching atmosphere.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flipped classroom can better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ake students devote themselves to learning,
and make the students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omplete teaching tasks.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using
micro-class community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interact better and make the
teaching mode more 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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