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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学徒制的教学模式在不断被探索,而混合学习是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方式,它为教与学
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通过分析中职电子商务现代学徒制的“网络营销”课程的现状和混合学习的项目
教学模式的可行性,提出了“课前准备—课堂在线学习+面授答疑—课堂交流+制定项目策略—项目实战
—成果展示+在线测试—课后评价+拓展训练”的六段式教学流程,以实现教学效果的提高。
[关键词] 混合学习；项目教学；网络营销；现代学徒制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1 中职电子商务现代学徒制的
“网络营销”课程教学现状

掌握情况。
1.3考核评价单一,不注重过程

2.2项目教学模式含义
项目教学,是以学习、研究某种或多

1.1知识更新快,教材内容有滞后性

师生的交流都集中在课堂的45分钟

种学科的概念和原理为中心,以制作作

网络营销是指通过基于互联网采取

内,课后交流时间较少,教师对学生的评

品并将作品推销给客户为目的,在真实

的各种手段方式进行的一种宣传推广等

价也止步于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课后的

世界中借助多种资源开展探究活动,并

活动,以达到提高品牌知名度的一种效

作业评分和期末考试,导致学生的学习

能够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果。常见的推广方式就是问答推广、视

积极性不高,同时教师也无法全面了解

[2]
的一种教学和学习模式 。项目教学强

频推广、IM推广、论坛推广、淘宝客、

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

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只作为项目引导

SEO、博客以及微博、微信等。如今,

2 基于混合学习的项目教学模
式概述

和统筹的角色存在,重点在于实践性和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模式

真实性,将教学情境和真实项目相结合,

和新理念不断涌出,使得网络营销的方

2.1混合学习含义

让学生在整个实践过程中主动运用所教

式多样化,知识更新快,而网络营销教

混合学习模式(Blended learning)

的理论知识,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并且

材编写会有滞后期,导致学生储备的技

是指在线学习和面授相结合的学习方

总结出属于自己的经验,让学生真正把

能和企业用人单位的要求不匹配,因此

[1]
式 。它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

理论知识转化为技能。

单纯依靠教材去进行教学是不能达到

化学习的优势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教师

教师需要在课前有针对性的设计符

教学目标。

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

合教学目标的项目,学生从制定项目策

1.2学生自觉性缺乏,师生交流较少

又要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

略—实施项目—成果展示的过程中培养

教师的上课形式绝大部分仍然采用

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混合学

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面授的方式,教学内容停留在介绍各类

习模式多数应用于商业培训和教育机构,

“网络营销”的项目教学,需要校企合作

网络营销的平台。其次,现在的中职生都

在中职学校的课堂中还处于摸索阶段,

的企业加入,教师需要利用企业的真实

是90后,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自

但随着中职学校信息化改革力度的加深,

项目,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规划,以每一

觉性都不够理想。课堂上实操较快的学

混合学习应用到中职课程教学的研究就

个推广方法作为一个项目内容,而学生

生渴望学习更多知识；实操能力薄弱的

[4]
变得很有必要 。

通过执行项目可以了解自己的推广策略

学生,会跟不上教师上课的进度,久而久

本文研究的混合学习是在线学习

之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减弱,技术水平

和面授教学的有机结合,争取最大限度

2.3混合学习的项目教学模式在电

下降。此外,老师很少用课后时间组织学

的提高电子商务现代学徒制班级的教

子商务现代学徒制班级的“网络营销”

生进行学习探讨,导致老师不了解学生

学效果。

课程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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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混合学习的教学项目

2.3.1基于学情的可行性
现在中职学校的学生都是90后、10
后的一代,对新事物兴趣度比较高,容易
接受新的教学模式。这一代的学生在信
息科技的影响下,都已经具备熟练的计

项目

SEO

微博

微信

的范围内进行学习。技能水平弱的学生

后,可以学习在线的拓展资料,丰富知识
面,遇到疑惑问题可以在线做好备注并
在线向教师提问。而教师会在面授的时
间里,逐一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每
一个项目学习结束后,学生可以通过网
络教学平台进行自评、小组互评和教师

根据企业的产品策划一则微博活动,包括活动时间、参与方式、活
动文案设计、费用预算、小组成员分配等内容,并活动结束后利用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掌 握 H5的应用。利用微信设计工具为公司新发布产品制作一份手机 秀米、易企秀
海报,制作一个公司内部《最美员工》投票活动,并发布到公众号
上。

IM
营销

根据企业信息,重新设计自己的头像、昵称、签名,并完善个人资
料；根据Q群营销技巧,加入相关的群和建立自己的群,并且进行营 QQ客户端
销推广。

淘

淘客创业比赛,每个小组要研究淘宝客规则、

宝
客

推广方法,并进行营销实战,比赛结束后评出
优秀小组,并进行经验分享。

视频

根据合作商家的产品,每个小组必须完成商品视频拍摄、剪切和制 会声会影 、 Camtasia

营销

作等内容,制作好的作品将会放到企业网店商品详情页展示。

可以反复学习在线资料和观看视频,而
技能水平强的同学在完成基础学习内容

掌握搜索引擎中关键词的自然排名的原则,登录合作企业的网站 百度、傲 马网络营销 管
了解企业产品,编写商品推广软文,在B2B行业平台进行发布,让信 理系 统、如慧聪网、 阿
息能够被收录并关键词搜索时能排在第一页。
里巴巴等行业平台

微博数据分析和效果监控做一次经验总结。

缺乏的情况,可以尝试把在线学习环节
设置在课堂上进行,让学生在教师可控

或工具

为合作企业的产品进行问答推广,并学习自问自答和他问我答的 百度知道、爱问、好搜问
问答推广 提问技巧和回答技巧；通过实操总结两个问答方法的优缺点、营 答、天涯问答、搜狗
销流程。
问问

混合学习中在线学习提供了有力条件。
此外,基于中职学生学习自觉性主动性

需学习的平台

名称

算机操作技能和利用网络获取资源、加
工筛选信息等良好的信息技术素养,为

具体内容

2.3.2基于课程的可行性

Studio

小组选定推广的商品后,在平台上进行发布。利用所学知识让产品 转转平 台、赶集
分类信息 自然排名靠前,获得咨询或成功交易。
网 、百 姓 网、 58
同城网

评价,让教学需求层次化、师生交流互动
化和考核多元化成为现实。

淘宝联盟

根据合作商家网店的商品和近期的节日,制作
综合

一份策划方案,包含活动时间、利益点、参与

以上平台和工具

训练

方式,并附上小组成员工作分配情况表,最后

均包含在内

对于中职学生来说,网络营销的教

综合利用所学的推广方法,推广该商品。

学重点是掌握最新的网络营销方法,而

表2 混合学习的项目教学流程

这些网络营销方法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阶段

形式

内容

学时

呈现知识单元化,有利于项目教学模式

课前

项目

教师需要根据推广内容,与企业进行沟通,制定

0学时

切实可行的项目、制作微视频、拟定在线讨论话题、编写在线测试题目、

的开展。另外,网络营销的实战性强,不
制定

同的推广方法使用的网络实操平台不同,
应用平台较多,课程容量较大。因此,利

课中

用混合学习的方式,学生除了在课堂上

在 线 学 课堂中,学生利用机房网络登录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学习。遇到不理解的内
习

进行在线学习外,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并且有选择性的学习拓展知识,让部分

[1]

师生共同梳理和完善学习 。
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在线讨论话题,开展小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
课堂交流 以随时使用电脑上网查找资料,然后把讨论的结果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

的学习内容放在课外自学的方式进行知
识内化。
2.3.3基于资源环境和技术可行性

+面授

交给老师；教师根据平台数据反馈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和指导, 1学时
促使学生的知识内化；最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小组项目策略的
制定。

项目

小 组成 员 根据 上 一节 课 制 定的 项 目策 略,开 始进

实战

行 分工 实 战 ,由 于网 络 营销 需 要长 时 间 执行 才 能

随着电子商务教学的需要,大部分
的中职学校电子商务专业上机课都会配
备网络和无线WiFi,为混合学习提供了

1学时

看到效果,所以学生需要自行安排课后时间进行项目运营,每天把执行情
况通过平台向教师汇报；而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和课后执行情况,

设备和环境支持；其次,与网络营销相关

对实战过程进行在线评分。

的教学资源共享力度大,比如淘宝大学、

测试
+展示

i博导、百度营销大学等都有免费的学习

在课程结束后,每个小组都需要上台分享自己的项目运作的经验,锻炼学
生的胆量和反思总结能力；最后通过在线测试巩固所学。
1学时
课后学生通过平台进行自评和小组互评；对课程

资源,为混合学习提供了资源储备,教师

156

容进行标注并通过平台
向教师提出疑问。

面 授 答 课内在线学习结束后,教师开始解答学生学习中遇到的疑问。知识归类方 1学时
疑
面,此时的知识学习已不需要教师逐一讲解,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归纳,

去反复翻阅资料、观看微视频,参与讨论,

可以根据项目需求有选择性的运用这些

案例以及学习资料等,并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发布；此外,根据学生学习水
平情况,均衡分组,以便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帮扶。

课后

评价
拓展

感兴趣的学生还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拓展活动的学习,让学习不会因
为课程的结束而终止。
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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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丰富课堂；最后,各种录屏软件的

如今的推广方法有很多,但在有限的课

台手机或者电脑能连接互联网,学生就

开发,如Camtasia Studio、ALLCapture

时里很难全部学完,根据学生的心里特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在整个学习过

等为教师制作微课提供了技术支持,而

点和企业网络推广的岗位需求,本文中

程中,学生不但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而

职教高地、蓝墨云班课等教学管理平台

把问答推广、SEO、微博、微信、IM营销、

且学生的组织能力、小组合作能力、独

的开发,为教师开展小组讨论、在线投

淘宝客、视频营销、分类信息和综合训

立思考能力以及策划能力都能有所提

票、头脑风暴、在线测试、实时评分等

练共9个推广方法作为项目设计的内容。

高,为学生将来就业或创业打下良好的

教学手段提供了方便。

如表1所示。

基础。

3“网络营销”课程混合学习的
教学项目设计

4 “网络营销”课程混合学习
的项目教学流程设计

[参考文献]
[1]王林.慕课背景下的混合学习

教学项目的设计是保证教学顺利开

教学流程的设计要以解决教学问题

模式实践与探索——以中职《二维动

展的关键,要本着实用、可行、趣味的原

为目的,本文在王林所设计的教学模式

画 制 作》课程为例[J].中国教育现代

则进行 。首先,要对网络营销的课程内

[1]

化,2015(4):5-8.

容进行分析,并到校企合作的电商企业

实践,设计出“课前准备—课堂在线学习

[2]钟志贤.信息化教学模式——理

进行调查,了解电商行业对网络营销人

+面授答疑—课堂交流+制定项目策略—

论建构与实践例说[M].教育科学出版

才的需求,将项目设计、能力培养和工作

项目实战—成果展示+在线测试—课后

社,2005:113.

岗位的需求相结合,设计出学生感兴趣,

评价+拓展训练”六段式的教学流程,如

实战强且有价值的项目。

表2所示。

[3]

“网络营销”课程应安排在中职学
校电子商务专业高二学生第二学期进行,

基础上,结合“网络营销”课程的教学

[3]朱 荣 .基 于 翻 转 课 堂 的 项 目 教
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计算机图

5 结语

文 设 计 ” 课 程 为 例 [J]. 中 国 远 程 教

对教师而言,这种教学模式难点在

育,2016(5):29-35.

这一阶段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专业知

于项目的编制,这需要专业教师集体的

[4]吴 炅 . 信 息 化 教 学 手 段 在 电

识储备,能较快融入到网络营销内容的

努力和企业的参与。此外,混合学习和

子 商 务课程中的应用探讨[J].教育现代

学习中。课程安排的周数约为18周,每周

项目教学的有机结合符合中职学校电

化,2016(34):80-81.

2个学时,每个项目约用4个学时完成,而

子商务专业学生学习的特点,只要有一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