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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总体介绍 

（一）课程概况 

1 .课程基本情况请参见“课程导学”栏目。 

2. 课程使用的文字教材： 

 

（二）栏目设置 

       一级栏目 二级栏目 功能 

主

内

容

区 

课程公告  动态更新课程相关的教学活动、教学信息、学科及行业最新

动态、新闻等。 

 

学习安排 

模块学习 主要学习内容区域，包括模块导读、学习内容、模块自测。 

形考任务 课程形考任务环节，包括 4次测验。 

总部资源更新区  总部教师可添加资源。 

省校教师编辑区  辅导教师可添加资源。 

 

学习支持服务 

 提供教学支持、教务支持、技术支持的服务电话、线上实时

互动和邮箱。 

侧

边

栏 

 

 

课程导学 

学什么 介绍课程概况和主要资源。 

怎么学 介绍本网络课主要栏目的内容及其使用。 

怎么考 介绍课程的考核考试相关内容。 

创业三部曲 这是一个用图画表示的小企业创建及运营管理过程示意图。 

课程考核 考核说明 课程考核说明。 

形考任务 课程形成性考核任务。 

 

 

资源列表 

视频课堂 汇集了课程主要视频资源。 

名词术语 汇集了本课程的主要概念及其解释。 

综合案例  汇集了课程中的相关案例及分析。 

管理实训 汇集了课程中的管理实训内容。 

拓展资源 提供给学生拓展学习的课外资源。 

常见问题 汇集了课程学习过程中常见问题及解答。 

课程论坛 课程讨论区 学生可交流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学习问题。 

案例讨论区 学生可以针对案例进行讨论交流。 

辅助栏目 教师评价卷 调查教师对课程的使用情况和反馈意见。 

学生评价卷 调查学生对课程的使用情况和反馈意见。 

教师团队 课程教师团队的介绍。 



 

 

导航  学习平台相关链接，包括个人主页、站点成员、博客、勋章

及个人资料等。 

课程内部链接，包括成员、勋章、常规及主内容区各栏目链

接。 

系统管理 课程管理 用户：查看已选课用户。 

成绩：查看学生成绩。 

个人资料 

设置 

可编辑个人资料、更改密码，设置博客、勋章，查看今日日

志、所有日志、概要报表、完整报表及成绩等。 

网站管理 课程相关管理功能。 

 

（三）考核要求 

本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即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各占课程

总成绩的 50%，两部分合成后的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为课程成绩合格。   

1．形成性考核方式 

形成性考核包括 3 次综合练习和 1 次小论文，每次形考任务占形考成绩的 25%。下表列出了本

课程形成性考核的题型及计分方法： 

序号 对应内容 形式 权重 

1 第 1至 4章 单选、多选、判断正误、简述和案例分析

题 

25% 

2 第 5至 8章 单选、多选、判断正误、简述和案例分析

题 

25% 

3 第 9至 12章 单选、多选、判断正误、简述和案例分析

题 

25% 

4 第 1至 12章  小论文（学习体会） 25% 

2．终结性考试 

（1）考试手段：网络考试。 

（2）考试方式：开卷。 

（3）考试时限：60分钟。 

（4）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述题、案例分析题。 



 

 

二、教学建议 

（一）教学内容时间安排 

 

 

 

 

 

 

 

 

 

 

（二）辅导教师工作要点   

学周 相关工作要点 备注 

开学前 
1．浏览网络课程，了解学员信息，明确工作要点； 

2．根据课程教学安排表，结合实际制定教学计划。 
 

第 1周 

1．向学生介绍课程资源、学习方法及学习流程等基本情况； 

2．通过课程公告、消息、邮箱等方式，将本学期教学计划、进度、

作业及考试要求等预告学生； 

3.督促学生学习第 1章的内容。 

 

第 2-5周 
1. 督促学生第 2-4章的内容； 

2. 在课程公告中提醒学生开始完成形考任务（一） 

 

第 6-11周 
1. 督促学生学习第 5-8章的内容； 

2. 在课程公告中提醒学生开始完成形考任务（二） 

第 11-15周 
1.督促学生学习第 9-12章的内容； 

2.在课程公告中提醒学生开始完成形考任务（三） 

第 16周 
1.督促学生对全部课程内容进行系统复习； 

2.在课程公告中提醒学生开始完成形考任务（四）  

第 17-18周 督促个别学生补齐作业，组织期末复习  

序  

号 

教 学 内 容 学  

时 

形考 

任务 

权重 

1 第一章 小企业管理概述 6  

第一次 

形考任务 

 

 

25% 

2 第二章 小企业创业者与创业资源 6 

3 第三章 小企业创业机会与设计 7 

4 第四章 小企业融资 6 

5 第五章 小企业组织模式 6  

第二次 

形考任务 

 

25% 6 第六章 小企业竞争战略 6 

7 第七章 小企业运营管理 6 

8 第八章 小企业市场营销 6 

9 第九章 小企业财务管理 7  

第三次 

形考任务 

 

25% 10 第十章 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6 

11 第十一章 小企业发展与退出 5 

12 第十二章 小企业管理伦理与社会责任 5 

 第一至十二章内容 
 

第四次 

形考任务 

 

25% 



 

 

三、注意事项 

1．导学、助学与促学 

（1）导学：辅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设计网上学习方案；对课程教学资源的

使用和网上学习方法进行个别指导。 

（2）助学：辅导教师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整理论坛的帖

子，总结学生学习的常见问题，将其升级为精华帖或置顶帖；提供案例分析、作业点评等内容；组

织与课程内容有关的专题讨论等。 

（3）促学：辅导教师应跟踪学生的网上学习行为，通过短信、电话、E-mail等方式督促学生学

习。 

2．学习交互与评价 

要求辅导教师通过论坛、邮件、QQ 等方式，及时回复学生的问题。设计并组织网上小组讨论，

案例分享与交流等学习活动。负责学生形成性任务的批改与点评。 

3．总结与反馈 

要求辅导教师在课程结束后，以工作总结或其他形式，与课程主持教师进行交流，主要内容是

总结和反馈教学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出现的问题。 

四、常见操作 

常见操作一：如何编辑“省校教师编辑区” 

第一步：点击右上角的”打开编辑功能“按钮  。 

 

 

第二步：画面下拉到“省校教师编辑区”位置，点击“添加一个活动或资源”。 

 

第三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活动类型，点击“添加”按钮。 



 

 

 

第四步：根据提示添加活动，然后点击下方的“保存并返回课程”或“保存并预览”按钮。 



 

 

 

第五步：点击右上角的“关闭编辑功能”按钮 关闭编辑功能，完成操作。 

 

常见操作二：如何发布课程公告？  

第一步：点击“添加一个新话题”按钮添加话题。 

 

第二步：填写公告主题及正文，若有附件可点击 按钮添加附件或者将附件添加到框内，填写完

毕，点击“发到讨论区上”按钮，完成操作。 



 

 

 

 

常见操作三：如何对作业进行手动打分？ 

本课程只有形考任务四需要手动打分，具体打分步骤如下： 

第一步：点击首页“学习安排”栏目下的作业；或左侧课程考核/形考任务栏目下的作业。   

 



 

 

 

 

第二步：点击“查看所有提交的作业”按钮（可点击“成绩”按钮按顺序进行打分）。 

 

第三步：评分 

1. 将页面拉至最下方，选择“快速评分模式”此时页面自动刷新，成绩下方会出现打分方格；（如

成绩下方有方格则忽略此步骤） 

2. 预览学生作业，并输入成绩； 

3. 保存所有快速评分修改结果。 



 

 

 

 

常见操作四：如何回复论坛帖子？   

第一步：通过“课程论坛”栏目进入课程讨论区。 

 

第二步：选择要回复的帖子，点击“回复”按钮可以回复帖子。。 

 

常见操作五：如何监控学生活动情况？ 

第一步：选择“设置”栏目下的“报表”按钮，点击“日志”。 



 

 

 

 

第二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要监控的成员、日期、活动，或者直接查看所有学习成员的所有学习活

动，点击“获取这些日志”按钮。 

 

第三步：查看日志，了解成员活动情况。 

 



 

 

附件：常用教学模板 

模版一：欢迎公告 

大家好！我是《**》课程辅导教师**，欢迎大家参加《**》课程学习！ 

在开始学习课程之前，请先进入“课程导学”，观看本课程的介绍。建议同学们配合老师的介绍，

阅读课程教学大纲、考核说明、教师团队等。随后，浏览课程各个栏目，大致了解网络课程结构、课

程知识结构以及如何进行学习与测评，熟悉课程所需的知识背景和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按照一学期安排学习进度，大家可以按照进度安排有步骤地学习,也可以按照课程内容导

航进行自主学习。如果跟随课程进度学习，请打开“本学期所有学习建议”，上面有详细的学习步骤；

如果选择自主学习，则打开课程内容导航进行自学。无论选择哪种学习模式，都应当及时完成形成

性作业。 

在网络课程上，除了主持教师、辅导教师，还有很多同学与我们一起学习，在正式学习之前，

建议先到课程 QQ群里发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班级里的其他同学吧！ 

本课程考核要求： 

课程考核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形成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50%；期末终结性考试成绩占

总成绩的 50%。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试成绩均采用百分制，总成绩达到 60分及以上，方可获得本

课程相应学分。形成性考核分为两个部分：学习过程表现成绩和形成性考核任务；终结性考试为全

国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 

预祝大家学习愉快！ 

 

模版二：破冰活动 

【讨论】了解了这门课程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将进入各章的学习了！为了取得更好的学习效

果，我们对大家进行了分组。现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与组内的同伴们打个招呼吧！你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介绍你自己： 

 你的姓名、职业、兴趣爱好。 

 你对这门课程的期望，你希望学到什么，收获什么？ 

 你的与本课程有关的学习经验或工作经验。 

 

模版三：本周学习建议 

本周学习建议（11月 2日—11月 8日） 

前面大家已经完成了第一章至第三章的学习，完成了对应的网上学习活动及综合作业，提醒一

下部分还没完成作业的学员，要尽快去完成作业，以免影响你的期末成绩哦！ 

接下来，我们将开始学习第四章，从第四章开始将介绍……，这也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希望

同学们认真学习。下面是本周学习建议： 

①本周学习内容：…… 



 

 

②本周形考任务：…… 

③本周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