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5), 806-81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511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aker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pecialty
Xiaoli Zhu, Meiju C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nd

th

nd

Received: May 2 , 2019; accepted: May 15 , 2019; published: May 22 , 2019

Abstract
Maker teaching is a teaching model which integrates teaching inspiration, self-study, imitation design and practice guidance, and cultivates innovative talents in economy and management.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peration, practice and sharing” is
advocated. By comprehending Maker-information, students try to find out and define requirements, and then construct and demonstrate the creative copy, finally use platform system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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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客教学是集教学启发、自主学习、模仿设计、实践引导于一体的教学模式，培养有创新能力的经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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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融合信息技术倡导“创新、合作、实践、分享”的理念，把握创客资讯动态，发现、定义需求，
构建、论证创意文案，运用平台系统技术方法设计、实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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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全国两会委员通道采访中，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教授提出，当前由于数字经济
的发展，我们需要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人才。要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转变。培养经济管
理专业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具有时代的使命与责任。创客教育推动创新人才培养，在“互联网+”大
背景下，将创客教育理念应用于经管类专业的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培养既具备经济、管理知识又具备
信息技术思维能力、应用与开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1]。

2. 创客教学的涵义
学者杨现民和李冀红在综合其他研究者观点的基础上，尝试给出了创客教育的定义，认为创客教育
是一种新型教育模式，融合了信息技术，其教育理念是“开放创新、探究体验”，主要学习方式为“在
创造中学，学以致用”，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客思维模式，体验创新实践，培养创新人才。
创客教学是将创客教育理念应用于课程教学之中。教学目标聚焦于自主、实践、体验等要素，培养
学习者的创新兴趣、意识与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做中学”[2]。创客教学要以创意项目为驱动、把
课堂作为讨论构思的场所，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教学时间分配实施有效推进创客教学。
创客教学模式调动学生进行始于兴趣的学习及创造；其次，创客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追求新思维、新
方法、新技术，在相关领域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走在科技前沿，热衷于创新；第三，创客教学模
式要求团队成员间对多学科知识及新兴技术进行支持与分享，以此来完成创造过程；第四，创客教学模
式培养学生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3]，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3.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存在的困境
3.1.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目标忽略创新思维、设计能力的培养
由于经管类专业的大学生缺乏计算机方面的系统知识，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目标倾向
于系统分析、应用能力的培养，未能从系统用户体验角度出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进行创新思维训
练。经管类专业大学生要将信息技术有效应用于经济分析、应用、管理实践，需要大胆创新，迎合时代
的需要，进行创新思维、设计能力的阶段化训练[4]。

3.2. 未结合大学生竞赛命题进行有内驱力的项目式教学
当前各高校均采用项目式教学模式，经管类专业教学倾向于案例项目教学，大部分由教师主导引入，
DOI: 10.12677/ass.2019.85112

807

社会科学前沿

朱晓莉，蔡美菊

与学生的用户体验，学习生活需求有较大偏差，学生兴趣低迷，同时参与竞赛时会遇到很多思路、技术
应用瓶颈，参赛质量受到影响。随着国家在创新驱动、创新创业战略的层层实施，教育厅与高校、企业
机构联合举办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竞赛，经管类大学生赛项日渐丰富，有金融大赛、市场调查大赛、电子
商务大赛、服务外包大赛、财管沙盘模拟大赛等等，大部分主题需要借助互联网平台技术，进行系统功
能创意和界面开发。以学生兴趣主导的，进行有内驱力的个性化项目式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改革迫在
眉睫。

3.3.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评价未实现阶段成果转化测评
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考查受专业的影响，围绕应用型教学目标的要求，教学评价以论述题、绘图题、
计算题为主要形式展开。教学评价维度单一，未以开发成果绩效为导向，未对各模块的教学成果即创意
设计论证的规范性、系统逻辑模型设计效果、系统实施应用效果等进行测评[5]。
针对上述的经管类大学生管理信息系统教学困境和教学需求，将创客教学模式引入到经管类专业管
理信息系统课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融合信息技术，以系统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学生的系统用户体
验，创新功能，描述、分析系统功能，设计、实施系统功能，达到系统界面运行体验。采用设计型学习
流程，凸显了系统功能开发学习、设计的迭代循环，突出了创客教学的“创点启发性”和“探究性”。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模式的路径主要有教学思维创新，教学目标创新，教学内容
结构创新；充分应用系统创客平台，实现教学效果个性化、产品化、市场化。

4.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基本思路
首先，教师通过新型商业模式案例[6]，向学生展示利用互联网为传统产品、服务增加附加值，或为
新产品或服务提供基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互联网、信息系统在商业模式和商业战略中扮演的角色，引
出管理信息系统的社会议题。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展示创客平台及应用技术，系统开发方法、流程，创
客资讯热点等，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创客平台环境。
其次，结合学生的专业、生活需求，系统(如：教务管理系统，学习通，知网作业系统，今目标，微
信，微博等)应用体验感知，由学生自建团队，自主学习、查阅系统功能应用，初拟“基于系统平台的功
能改进/开发创意”，通过调查，分析、定义信息需求，系统需求。这一过程将大学生视为“独立的创客
主体”，以需求为驱动，以系统“创点”为出发点，通过模仿，调查，明确系统主要功能。创客学习可
以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学习动机。
第三，在课程教学内容基础上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展开系统分析与设计。该部分要求学生合作完
成子系统功能划分，绘制功能结构图，逻辑顺序，输入输出界面设计等具体的创客实践活动。以创题为
目标，充分应用互联网平台深入课堂讨论、迭代论证。教师通过情景模拟化教学引导学生构建自己的信
息系统结构。
第四，根据创客主题的难易程度，创客主体的能力水平，创客平台的技术应用领域，有选择性地进
行系统实施。

5.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5.1.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内容
表 1 中对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初步规划，学时分配、以 48 学时
为例，“+”含第二课堂的课时，根据各创点小组的问题的差异性，动态调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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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ker teaching syllabus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pecialty
表 1.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大纲
课程结构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第一节
管理信息系统前沿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单元
第四节
定义企业问题与需求 第五节
第六节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创客教学实践方式

信息系统与当代全球商业
管理信息系统的社会议题

2+

6+

案例引入-议题讨论-资料查阅-学科整
合-任务模仿

互联网与组织
管理决策问题
商务智能基础：数据库与信息管理
数字化市场与数字化商品

4+

8+

问题引入-议题讨论-调查分析-定义需
求-拟定“创点”-论证(提供学习网站
资源)

第三单元
系统分析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业务流程分析
数据与数据流程分析
新系统逻辑方案的建立

4+

6+

绘制业务流程图-数据流程图-U/C 矩阵
的求解-建模

第四单元
系统设计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功能结构设计
总体结构设计
数据存储设计
模块处理过程设计

2+

6+

功能结构图设计-配置方案设计-数据
库选用设计-输入输出设计-处理逻辑
设计

第五单元
系统实施

第十四节 程序设计
第十五节 系统调试
第十六节 系统维护

6+

编程语言工具的选用(VB、C、C++、
VC、Java)-语句的编写-程序注释-视觉
组织

第六单元

“创点”成品展示与评价

4

多媒体展示-系统运行界面展示-创新
点展示-后续创新规划

5.2.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流程设计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共六个模块，第一、二模块进行创意实践启发，问题的论证
[8]。模块三至六：围绕前两模块确定的对象进行系统分析、系统设计与实施。以小组为单位，以模块顺
序为教学流程。
模块一：经济管理案例引入与讨论：数字化企业案例。
教学目标：通过案例的引入，讨论，让学生感受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商业模式的转变，转换视角，
即信息系统不只是技术，要从商业角度看信息系统。
教学流程：案例引入–师生讨论–资料深入学习–展望商机。以小组为单位。
教学成果：例：撰写《商业视角下管理信息系统的未来展望——以***公司为例》报告。
模块二：定义问题、需求。
教学目标：通过描述、定义系统问题，培养学生问题的识别、调查、分析、定义能力。
教学流程：学生拟定需求–调查分析–定义问题–论证问题。以学生感兴趣的专业实践需求、学习
生活需求，或结合大学生竞赛命题，让学生确定对象，通过调查明确具体需求，师生共同论证。
教学成果：系统需求调查报告。
模块三：系统分析。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调查、业务流程、数据流程的分析能力。
教学流程：绘制业务流程图–数据流程图–U/C 矩阵的求解–建模(模仿构建)。
教学成果：系统分析报告(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模块四：系统设计。
教学目标：锻炼学生的系统功能结构设计、界面人性化设计、处理逻辑设计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教学流程：功能结构图设计–配置方案设计–数据库选用设计–输入输出界面设计-处理逻辑设计。
教学成果：系统功能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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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系统实施。
教学目标：有阶梯性地提升学生的系统实施应用能力。
教学流程：开发平台的选择–编程语言工具的选用–语句的编写–程序注释–视觉组织–测试与调试。
教学效果：系统运行效果，计算准确性，容错能力。
模块六：“创点”系统成品展示与评价。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自我展示能力，提升自我创新的成就感。
教学流程：多媒体展示–系统运行界面展示–创新点展示–后续创新规划。
教学效果：产品自我评价与改进报告。
以第十界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企业命题 A5 为选题的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为例，
学生围绕校园智能服务主体拟定具体赛题，通过对已有的校园服务平台，校园服务需求等进行深入调查
分析，撰写校园智能服务需求调查报告。其次，在教师的指导下展开系统分析与设计，分析校园服务流
程，数据流程，用 U/C 矩阵划分子系统功能，画出功能结构图，设计输入输出界面图，逻辑结构等系统
设计方案。根据教师的案例教学，模仿基础上个性化创新。第三，基于 PaddlePaddle 平台(分布式深度学
习平台)进行校园智能服务功能设计与开发。在校内外教师专家的共同指导下，学生安装国内仓库最新版
paddlepaddle 1 软件包，学生在平台上针对校园智能服务建模，设置场景，配置简单网络，训练神经网络，
编写程序语言进行可视化操作的系统实施。
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教师提供往届优秀作品集，创客资讯与技术工具，开发平台，引导
学生独立进行系统分析、设计与实施；学生自主学习，调查、规范定义问题需求，论证、设计创意，在
平台上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适度开发。每组创客项目的阶段化进展根据各自的能力展开，每组实践需要
完成模块一至四，模块六。模块五为学生自选内容，学生在校内外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系统实施。
有效融合第一课堂(教学大纲计划内学时)和第二课堂(教学大纲计划外学时)，见表 1，推进信息系统
开发项目的计划与实施。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模式回归了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自觉体
验式教育，鼓励学生大胆思考，把新的创意、观点通过系统功能设计与开发、信息技术的应用得以实现
和验证[7]，让学生在体验创新的过程中，进行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训练。

6.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平台资源条件
6.1. 综合应用高校网络教学资源平台与企业服务平台资源
高校均已有开放课程资源中心，MOOC 在线课程资源丰富，实验实训平台、金融类实训平台的广泛
应用为经管类大学生独立自学提供了教学资源的支持。关注并有效应用企业平台，明确企业信息需求，
应用广泛的企业平台有今目标，258.com 平台，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中国企业创新服务平台等。

6.2. 关注创客平台获取创客资讯
较成熟的创客平台有：万讯创客服务公共平台，www.wxeepp.com 以创新创业赛事推进大学生创新
创业，实现就业。猪八戒网，www.zbj.com 是全国最大的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成功创客案例丰富。
创客智造平台，www.ncnynl.com 是专注于开源软件学习与应用的平台。中国 e 创客网，www.e-chuangke.com
含有研究、观点&评论、议题、亿创客等多项系统功能。创客之家，www.ckzjtv.com，含有创客资讯、创客
空间、创客项目、创客服务、创客学院等多项内容。

7.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效果评价
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对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综合考核[9]。考核主体有教师、外部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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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己、同学四位。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创客教学模式效果评价公式如下：
总评成绩 = 议题讨论*15% + “创点”论证*25% + 新系统逻辑方案*15% + 建模设计*20% + 成品
展示*25%。
议题讨论成绩由教师测评，测评指标有议题讨论态度（议题资料获取情况、构思情况、议题的深度）、
准确性、构思体系、市场价值等。
“创点”论证形成“创点”论证方案，由教师、学生共同考核[10]。考核指标有“创点”的新颖性、
可行性、有据性、周期性、市场需求性等。
新系统逻辑方案成绩根据系统分析报告内容情况进行考核，由教师和外部专家共同考核。考核指标
有业务流程、数据流程的合理性、数据资源的分布合理性、功能结构的划分明确性、输入输出设计的创
新性、管理制度与运行体制的支撑性等。
建模设计成绩根据系统设计报告内容情况进行考核，有教师和外部专家共同考核。考核指标有系统
总体结构图的层次性、系统配置的合理性、数据表/库结构图的科学性、详细设计方案的具体性等。
成果展示成绩由教师、学生自己、同学三位主体共同考核。考核指标有系统辅助管理/决策的实现程
度、数据集成水平、系统信息的共享水平、资源的整合度、成果演示、综述表达等。

8. 结论
经管类专业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创客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具有时代使命，融合信息技术，以经济与
管理实践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学生的系统用户体验，创新功能，描述、分析系统功能，设计、实施系统
功能，达到系统界面运行体验。我们需要营造良好的创客环境，采用更灵活的创客教学方法，激发以学
生为主体的创客思维训练与实践，有效运用平台技术实现新系统的开发与应用创新，为经济运行、管理
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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