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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教育是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全新教育模式,这为高校法学教学带来
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教师可以通过灵活的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来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从
而能以更多样的形式来开展法学通识课程的教学,最终逐步转变传统的法学通识课程教学模式。现今
互联网+下高校法学通识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教师利用互联网+手段教学的灵活度低、师生互联网+
课堂的互动性弱、教学理论与实践环节衔接难度大等问题,需要把握互联网+法学通识课程的教学规
律、整合互联网+法学通识课程的教学资源、构建互联网+法学通识课程多元立体的教学模式等思路
进行创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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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还是为单向教学,本质上并没有实
求,学生依然被动的接受教师的授课,教
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不足,师生在
互联网+课堂上的互动性依然较弱。
2.3法学通识课程教学理论与实践
环节衔接难度大
1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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