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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慕课,英文简称为MOOC,是英文直译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
缩写。这是最近几年兴起的一种在线教育方式,里面涵盖了一些重点学府的课程,比如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同济大学的课程,内容面也广,几乎各个专业都有,经济学、建筑、计算机等等都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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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Online Excellent Courses in Moder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Jiarun Guo
Zhengzhou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short for MOOC, is an online education method that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which covers courses in some key universities,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Tongji University, with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including courses in almost every major, economics,
architecture, computer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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