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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冠疫情的到来,2020年全国教学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一瞬间,“网课”成为了生活的主
题。软件课程作为产品设计专业的核心课程,贯穿于整个专业课当中,如何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们
可以有效率地进行学习,是当下我们每位老师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面临线上教学学生学习状态不佳、教
学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我们老师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只有真正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问题进行具体的
分析,才能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顺利地完成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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