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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微信平台具有大量的用户基础,作为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在教学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潜能。在中
职学校计算机课程教学中,教师可建立微信平台加强家长、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丰富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科学制定教学目标、结合授课
内容构建“在线交流”课堂、增强互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对教学内容的认知,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 微信平台；中职学校；计算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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