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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是连接宏观教育理论与微观教育实践的桥梁。无论什么样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
理念、培养目标,最终都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来实现。本文对计算机应用教学的课程改革进行一一分析。
[关键词] 计算机应用；课改；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G623.58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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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s a bridge connecting macro-education theory and micro-education practice. No matter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educational thoughts,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raining goals, they must ultimately be
realized through this brid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aching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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