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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电子商务增长的迅速,社会对于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的缺口巨大。中职学校培养的电子商
务技能人才,正是电子商务领域的后备力量。因此在电子商务实践学习中,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习
专业知识；挖掘学生潜力,达成培养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激励这一手段,往往被中职教师惯用作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树立学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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