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53号 

 

（请将本通知及附件 1.2 张贴，并通知到相关教师、学生，本通知可于教

务处网站主页公告通知栏下载查看） 

 

各学院、教学部： 

根据学校安排，2018-2019 学年度第一学期拟面向 2016 级

本科生、2017 级本专科学生及 2018 级“3+2”专业学生开设全

校性通识教育选修课，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课时间 

1.初次选课：9 月 4 日 9:00--9 月 5 日 12:00； 

2.二次选课：9 月 7 日 10:00—24:00（根据选课情况具体



另行通知）。 

二、开课时间 

2018-2019 学年度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自开学第二周

（9 月 10 日起）正式上课，第十七周结束课程讲授，进入复习

考试阶段，第十八周提交成绩，请及时通知教师与学生。 

三、拟开设课程 

1.普通通识教育选修课：我校教师开设的课程，详见附件 1； 

2.网络通识教育选修课：是我校引进的 31 门尔雅通识教育

网络课程，均为国内著名高校的名师课程，学生在枣庄学院教学

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选课后可登录网络通识课在线学习平台（教务

处主页下方点击“网络通识在线开放教学平台”进入，学生可在

选课前登入试看）在辅导教师指导下进行网络在线学习，学习过

程包括观看课程视频、提交作业、参与课程讨论、参与课程答疑、

参加课程考试等环节。网络通识课不设固定上课时间及上课教

室，课程中的线下讨论、答疑、考试由辅导教师在学习平台上

发布通知。网络通识课选课成功后请于开课第 2 周登录在线学

习平台，查看课程学习重要通知。学生上课过程中有问题可直

接与课程辅导教师联系，具体课程情况及辅导教师联系方式详见

附件 2。 

四、选修要求 

1.按照教学计划，截至毕业前所有选修期间，本科毕业生须



修满 10个学分，专科毕业生须修满 4 个学分，18级专升本毕业

生须修满 4个学分； 

2.每位同学每学期最多可选 2 门课程，多选的课程会被系

统自动退回。所选课程不得与已修课程雷同； 

3.多选课程考试学分不计入总学分； 

4.普通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最少开课人数一般为 30 人，网

络通识教育选修课一般最少开课人数一般为 60 人，以选课先后

为序，额满为止。如学生所选课程因不足规定人数未能开设，教

务处将下发可改选课程目录，经由各学院通知相关学生于补选时

间重选，学生也可放弃重选； 

    5.同学们选课时请注意查看该门课程的学分，避免因学分未

达到学校要求影响毕业； 

6.请各位同学选课前确认自己的专业课课程表，选课一旦

完成，不再安排退补选； 

7.由于选课期间服务器运行压力大，请同学选课后再次登入

系统核实自己选课情况，以免出现漏选现象！ 

五、教学管理 

1.通识教育选修课纳入正常的教学管理，学生选课后必须准

时上课，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凡学生缺课 1/3 课时以上者，不得

参加该课程考核； 

2.各授课教师要认真备课、授课，并做好课后辅导、加强课



堂教学纪律管理。所需教学设备等由所在学院协调解决； 

3.严格教学管理，加强教风建设。对教师迟到、早退、无故

旷课、上课随意放电影等不负责任的行为，一经发现将进行严

肃处理。学生可向学校主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3786792，举

报地点：7 号行政楼教务处。 

4.通识教育选修课教材由教师指定版本，学生自愿订购，严

禁任课教师向学生推销教材并私自收取教材费； 

5.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生名单由任课教师凭教师编号和密码

登陆教务管理系统打印。课程授课结束后要进行考核，考核及成

绩统计应在第 18周之前完成； 

请各学院及时通知相关学生到枣庄学院教学综合服务平台

参加选课，并通知相关教师登录系统填写课程信息及教师个人信

息，同时做好上课准备（通识教育选修课拟开设课程见附件，选

足 30 人即可开课）。学生选课时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原教务

管理系统登录密码，教师登录时用户名为教师编号，密码为原教

务管理系统登录密码，新生登录时用户名是学号，密码是身份证

号后六位，不明事宜请咨询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管理

员。选课系统严格根据规定时间开放，请各学院务必将责任落实

到人，通知学生根据要求按时选课。 

各学院应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选修课教学管理、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严肃教学纪律，切实提高通识教



育选修课教学质量！ 

 

附件： 

1.2018-2019 学年度第一学期通识教育选修课拟开设课程

一览表 

2.网络通识教育选修课选课须知 

 

 

 

教务处 

2018 年 9月 1 日



附件 1：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 

1 0803032 西方建筑流派 2.0 孙法印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4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2 2003010 考研数学基础精讲 2.0 刘彬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2 城市与建筑工程学院 

3 1703001 明清小说欣赏 2.0 杨玉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3 初等教育学院 

4 0503130 汽车构造与驾驶技术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工程训练中心 光电工程学院 

5 0503130 汽车构造与驾驶技术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工程训练中心 光电工程学院 

6 0503123 汽车原理与维修 2.0 刘彩军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工程训练中心 光电工程学院 

7 0503137 记忆的秘诀 2.0 贾继奎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6 光电工程学院 

8 0503141 自然科学的奥秘 2.0 王岳平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9-10 节{2-17 周} 多 8306 光电工程学院 

9 0503006 文科大学物理 2.0 韦德泉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6 光电工程学院 

10 0603053 英文经典美文欣赏 1 2.0 钱迎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11 0603104 化学与生活 2.0 张伟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50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12 0603125 投资理财与生涯规划 2.0 张伟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503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13 1503006 走进心理学 2.0 孙斐斐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306 机电工程学院 

14 0403125 简化数学 2.0 刘振宇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 0603040 企业管理学 2.0 孔维新,徐迎,刘晓蕾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3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 0803121 军事与地理 2.0 赵全科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3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7 0803139 旅游地学原理 2.0 彭远新,陈成忠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3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8 0803036 世界各国风情 2.0 王秀苗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2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9 0803138 全球生态环境 2.0 郭文文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6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20 1103021 世界美术鉴赏 2.0 郑欢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6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21 0703142 显微镜下的生物世界 2.0 贺诗水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实 8320 生命科学学院 

22 0703142 显微镜下的生物世界 2.0 贺诗水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实 8320 生命科学学院 

23 0703142 显微镜下的生物世界 2.0 贺诗水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实 8320 生命科学学院 

24 0703142 显微镜下的生物世界 2.0 贺诗水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9-10 节{2-17 周} 实 8320 生命科学学院 

25 0703143 人类遗传与健康 2.0 刘梅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2 生命科学学院 

26 0703150 健康之道 2.0 潘元风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4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 

27 0703145 中西方饮食文化 2.0 甄宗圆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2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8 0703141 转基因与食品安全 2.0 明东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2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29 1903011 现代政治分析原理 2.0 刘新全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306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30 0903203 羽毛球 2.0 王雷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篮球馆 A 体育学院 

31 0903268 啦啦操 2 2.0 李丽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体操馆 C 体育学院 

32 0903269 排球 2 2.0 刘洪波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篮球馆 C 体育学院 

33 0903271 竞技健美操 2 2.0 张静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体操馆 D 体育学院 

34 0903273 乒乓球 2 2.0 张林营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乒乓球馆 体育学院 

35 0903264 龙舟 2.0 韩建阳 面授讲课 星期六第 5-6 节{2-17 周} 东湖龙舟教学基地 体育学院 

36 0903265 散打 2.0 曹海园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西田径场 D 体育学院 

37 0903270 武术 2 2.0 陈军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篮球馆 A 体育学院 

38 0903272 游泳 2 2.0 武刚 面授讲课 星期六第 5-6 节{2-17 周} 西校游泳馆 体育学院 

39 0903221 健美运动 2.0 任昭君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健身房 体育学院 

40 0903267 大众健美操 3 2.0 鲍娟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体操馆 A 体育学院 

41 0903267 大众健美操 3 2.0 陈善凤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健身房 体育学院 

42 0303057 世界语口语 2.0 佐藤隆介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4 外国语学院 

43 0303057 世界语口语 2.0 佐藤隆介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4 外国语学院 

44 0303009 辩论艺术与逻辑推理 2.0 刘书玉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4 外国语学院 

45 0303075 日本文学作品赏析 2.0 安佰洁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3 外国语学院 

46 0303075 日本文学作品赏析 2.0 安佰洁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3 外国语学院 

47 0303072 日语入门及留学指南 2.0 冯振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3 外国语学院 

48 0103074 科学工作原理与实践 2.0 葛婷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LTE 实训室 文学院 

49 0103006 唐诗宋词专题 2.0 李思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302 文学院 

50 0103028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2.0 任辉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3 文学院 

51 0103048 外国文学名著欣赏(上) 2.0 殷素珍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3 文学院 

52 0103061 经典作品与影视改编 2.0 裴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3 文学院 

53 0103061 经典作品与影视改编 2.0 裴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3 文学院 

54 0103027 传统文化十五讲 2.0 李吉东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9-10 节{2-17 周} 多 8501 文学院 

55 0103040 外国文学经典电影选讲 2.0 张爱民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406 文学院 

56 0103070 周易与阴阳五行 2.0 史大丰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6 文学院 

57 1403140 三维动画制作 2.0 刘贵宝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303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 

58 1403144 多媒体写作与网页制作 2.0 任海涛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503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59 1403041 大学生人际交往与沟通 2.0 高建凤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1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60 1203126 电子商务服务及应用 2.0 袁伟 面授讲课 星期二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1 1203126 电子商务服务及应用 2.0 袁伟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50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2 1203141 C 语言程序设计 2.0 黄超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多 8202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63 2303001 新时代女大学生修养 2.0 张春侠,孔祥波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4 学生工作处 

64 2303001 新时代女大学生修养 2.0 张春侠,孔祥波等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303 学生工作处 

65 1003210 舞蹈与形体训练 2.0 赵鑫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音 1060 音乐与舞蹈学院 

66 1003212 经典流行音乐 2.0 宋曼曼 面授讲课 星期三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6 音乐与舞蹈学院 

67 1003213 合唱指挥 2.0 李永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音乐楼报告厅 音乐与舞蹈学院 

68 0203017 逻辑推理与公务员考试 2.0 刘春华 面授讲课 星期一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69 0203054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崔新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70 0203054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崔新明 面授讲课 星期四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71 0203054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崔新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7-8 节{2-17 周} 多 81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72 0203054 枣庄历史文化概论 2.0 司艾华,崔新明 面授讲课 星期五第 9-10 节{2-17 周} 多 8103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73 1303153 数字化生存的必修课 2.0 蒋秀英 面授网络 星期一第 9-10 节{2-17 周} 多 8203 网络中心 

74 0503134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2.0 张兴坊 网络教学     光电工程学院 

75 0503004 科学启蒙 2.0 张士英 网络教学     光电工程学院 

76 0503112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2.0 李爱云 网络教学     光电工程学院 

77 0603130 创业精神与实践 2.0 钱迎 网络教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78 0603129 化学与人类 2.0 朱洪龙 网络教学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学院 

79 1503104 
从“愚昧”到“科学”--

科学技术简史 
2.0 左艳蕊 网络教学     机电工程学院 

80 1303105 当代中国经济 2.0 韩科峰 网络教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81 1303001 领导学 2.0 马宏茹 网络教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82 1303040 项目管理学 2.0 徐迎 网络教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83 0803026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2.0 王唯 网络教学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84 0803118 女子礼仪 2.0 韩笑 网络教学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85 0803153 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2.0 凌娟 网络教学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86 1903007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0 孙佩锋 网络教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7 1903016 老子论语今读 2.0 孔亭 网络教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序号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教师 上课方式 上课时间 教学地点 开课部门 

88 1903014 中国哲学概论 2.0 朱红莉 网络教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89 1903013 中西文化比较 2.0 许士密 网络教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90 1103002 美学原理 2.0 厉相帅 网络教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91 1103004 书法鉴赏 2.0 赵平 网络教学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92 0703137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1.0 崔旭海 网络教学     食品科学与制药工程学院 

93 0403124 数学大观 2.0 张艳伟 网络教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94 0403122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3.0 王兵 网络教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95 0403123 数学文化 2.0 刘振宇 网络教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 

96 0103060 儒学与生活 1.0 陈饴媛 网络教学     文学院 

97 0203055 现代大学与科学 2.0 杨全顺 网络教学     文学院 

98 1403135 公共管理导论 2.0 张宗海 网络教学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99 1403042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 2.0 何芳 网络教学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00 1403043 突发事件及自救互救 1.0 韩茜 网络教学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01 1403134 影视鉴赏 2.0 徐虹 网络教学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02 1003009 音乐鉴赏 2.0 郑晓丹 网络教学     音乐与舞蹈学院 

103 0203059 西方文明通论 2.0 司艾华 网络教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04 0203060 中华民族精神 2.0 王壮 网络教学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附件 2：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学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共享校外

优质课程资源，学校引进了通识教育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教务处主页右侧点击

“网络通识课学习平台”进入），学生网络选课，课程学习，在线提问、提交

作业及结课考试均在网络上完成。现将课程选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程情况及辅导教师（具体可见在线学习平台通知公告）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学分 课时 
辅导 

教师 

辅导教 

师职称 
所在学院 联系电话 

1 现代大学与科学 李工真 武汉大学 2 41 杨全顺 教授 文学院 13516371377 

2 中华民族精神 杜志章等 华中科技大学 2 30 王壮 副教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3963291313 

3 西方文明通论 丛日云等 中国政法大学 2 34 司艾华 讲师 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13562220338 

4 数学的思维方式与创新 丘维声 北京大学数学系 3 50 王兵 教授 数学与统计学院 13963252542 

5 
从“愚昧”到“科学”-

科学技术简史 
雷毅等 清华大学 2 35 左艳蕊 讲师 机电工程学院 13863253690 

6 科学启蒙 李俊 南京大学 2 42 张士英 讲师 光电工程学院 15380925775 

7 物理与人类文明 叶高翔 浙江大学 2 34 李爱云 讲师 光电工程学院 13963201075 

8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

宙 
赵峥 北京师范大学 2 31 张兴坊 副教授 光电工程学院 18763219660 

9 星海求知：天文学的奥秘 苏宜 南开大学 2 31 凌娟 讲师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3589600163 

10 口才艺术与社交礼仪 艾跃进 南开大学 2 30 王唯 助教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8263767725 

11 音乐鉴赏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 2 28 郑晓丹 讲师 音乐与舞蹈学院 13676322052 

12 美学原理 叶朗 北京大学 2 27 厉相帅 讲师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18206535885 

13 书法鉴赏 刘琳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  2 32 赵平 讲师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13963230167 

14 项目管理学 戚安邦 南开大学 2 28 徐迎 讲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906370116 

15 当代中国经济 陈享光 中国人民大学 2 38 韩科峰 副教授 经济与管理学院 15866219988 

16 中西文化比较 辜正坤 北京大学 2 32 许士密 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475205078 

17 中国哲学概论 陆建猷 西安交通大学 2 32 朱红莉 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806371625 

18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 尚重生 武汉大学 2 32 孙佩锋 讲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3963200979 

19 情感哲学与情感教育 杨岚 南开大学 2 26 何芳 教授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3561153046 

20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陈芳 中国农业大学 1 15 崔旭海 副教授 生命科学学院 13969476600 

21 儒学与生活 黄玉顺 山东大学 1 18 陈饴媛 讲师 体育学院 13290220976 

22 突发事件及自救互救 费国忠 
上海市医疗急救

中心 
1 20 韩茜 助教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5263248335 

23 公共管理导论 黄健荣 南京大学 2 26 张宗海 教授 科技处 18766661000 

24 数学文化 顾沛 南开大学 2 26 刘振宇 副教授 数学与统计学院 1520644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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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学大观 李尚志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2 27 张艳伟 讲师 数学与统计学院 13589613851 

26 化学与人类 刘旦初 复旦大学 2 25 朱洪龙 讲师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15266298190 

27 创业精神与实践 李玲玲 同济大学 2 35 钱迎 讲师 
化学化工与材料科学

学院 
13561181853 

28 女子礼仪 周季平 中华女子学院 2 28 韩笑 副教授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 13706322220 

29 老子论语今读 陈怡 东南大学 2 29 孔亭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306328786 

30 影视鉴赏 陈旭光 北京大学 2 26 徐虹 教授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13863216736 

31 领导学 常健 南开大学 2 31 马宏茹 助教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963289196 

二、选课方法 

1.学生需登录枣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http://210.44.232.56）

进行选课。本学期开设 31门课程； 

2.每门课程限选人数为 160人，选满为止，学生须在选课结束后枣庄学院

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查看选课结果； 

3.选中课程的学生名单将被导入枣庄学院通识教育网络在线学习平台，选

课成功的同学可凭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登录在线学习平台进行网络在线学习，在

我校教务处主页右侧点击“网络通识在线开放教学平台”进入，用户名为学生

学号，初始密码为 123456，学生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4.选课成功后开课第二周登入在线学习平台，查看课程学习相关通知，按

时参加课程开课会议、线下讨论、线下答疑、线下考试。 

三、网络通识课上课要求 

1.网络通识课各教学环节考核占比一般为：视频听课 40%，作业 20%，答

疑 5%，讨论 5%，期末考试 30%，最终得出课程最后的总评成绩； 

2.视频：视频听课进度不达到 70%者不允许参加考试； 

3.作业：一般每 3课时安排一次作业。 

4.答疑、讨论：课程网上答疑、讨论各不少于 5次。按时参加授课老师组

织的线下答疑讨论。每学期线下集中讨论课至少一次。 

5.考试：不参加最后的线下考试将无法取得课程成绩，总评成绩按缺考计。 

四、网络通识课上课注意事项 

1.平台可从教务处主页下方链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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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系统要求，学生在枣庄学院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中选课时看到的

网络通识课上课时间地点是系统随机安排的，实际学习是在网上全程进行的，

实际线下讨论答疑和线下考试时间地点由辅导老师安排后在系统中发布公告

通知； 

3.学生进入系统后应尽快完善个人信息，特别是邮箱和手机全号，便于系

统发通知提醒。辅导老师与学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在系统中发通知； 

4.学生上课期间应经常登录平台查看系统通知，及时完成辅导老师安排的

学习任务，按时参加线下讨论课程和课程线下考试； 

5.学生如有问题或疑问，可直接在系统中提问或发布讨论。如有其它问题

也可随时联系辅导老师。各课程辅导老师联系方式见上表。 

6.学生如对课程、平台或教师有相关意见和建议，也可联系学校教务处，

邮箱 zzxyjxk@163.com，电话 3786792（86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