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学年 

第二学期本科教学工作方案解读 

华侨大学    教务处 



教育部和福建省教育厅 

“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  

华侨大学 

《春季开学前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教务处 

□《关于印发<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本科教学工作方案的通知>》（教务〔2020〕11号）  

□ 《关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本科教学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务〔2020〕8号） 

□ 《关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延期开学期间开展本科课程线上教学的指导意见》（教务〔2020〕9号） 

□ 《关于延期开学期间毕业论文（设计）等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教务〔2020〕10号） 

相关文件及要求 



一、总体安排 

本学期            

教学工作分为   

两个阶段 

延期开学阶段               

（疫情未解除，教师居家教、

学生在家学） 

△ 一律不允许学生返校； 

△ 以任课教师完成课程教学内容和

知识点的传授作为总体要求； 

△ 在线教学、辅导等相关工作计入

教师教学工作量。 

正式开学阶段   

（疫情缓解，接到上级通知） 

  各学院要根据疫情发展形势、疫情

防控需要和师生返校情况，认真贯彻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分类实施

教学工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二、延期开学阶段的教学工作安排 

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 1.制定在线教学方案，实现课程由

“线下”向“线上”迁移 

• 2.精选在线教学平台和在线课程资源 

• 3.抓好在线教学平台使用培训 

• 4.落实在线教学保障 

安排实习、实践类课程教学任务 

• 1.非毕业班的实习、实践课程 

• 2.毕业班的毕业实习 

• 3.体育课 

毕业论文/设计 

 

教务工作 

 

（一） （二） 

（三） （四）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各学院和广大教师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变挑战为机遇； 

 确保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 

 对标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一批特色鲜明、质量优良的一流课程； 

 教务处将挑选一批做的比较好的课程和典型案例给予教改立项支持。 

指导思想 

 学校统筹——○教务处统筹指导，提供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和服务，及协助辅导答疑； 

               ○请各学院教学院长及时关注“华大本科教学”微信群并转发相关信息。 

 学院为主——○建立在线教学工作保障团队； 

                           ○制定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完成在线教学课程的前期准备和测试工作； 

                           ○提前向学生公布在线教学课程资源和教学管理要求。 

 确保安全——线上教学活动要服从防疫工作大局，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工作原则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1. 制定在线教学方案，实现课程由“线下”向“线上”迁移 

（1）各学院要组织开展在线教学，原则上本学期的理论课程都要实现由“线下”向“线上”的融合

和迁移，2月17日开始按课表开课； 

（2）各学院要填报各门课程信息，包括课程名称、任课教师、上课班级、开课方式及其他预案等； 

（3）各学院要将在线教学方案和课程信息表电子版以电子邮件发送到：jsfz@hqu.edu.cn； 

（4）落实在线教学课程的主体责任： 

         ○通识教育必修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由开课教师所在学院负责； 

         ○公共体育课由体育学院负责；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创业教育课程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 

         ○生命关怀与心理健康课程由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 

         ○ 境外生公共数学、物理、英语、思政类课程等由任课教师所在学院负责； 

         ○通识教育选修课暂不开课。 

         ○ 各公共课教学单位应当将教学方案反馈给相关学院。 

mailto:jsfz@hqu.edu.cn


（1）在线教学平台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2. 精选在线教学平台和在线课程资源 

任课教师可根据所授课程情况，选择合适的在线教学平台，采取合适的在线教学方式。 

  

  

• ① 基于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在线教学 

• ② 基于网络直播软件的直播教学 

• ③ 基于自建课程资源的在线教学 

   请各学院本科教学负责人和教学秘书加入“华侨大学2019-2020第二学期延期开学教学服务”    

       QQ群：765877052。 

        网络教学咨询联系人：周永恒；联系电话：15060871035。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教师可在中国大学MOOC、学堂

在线、智慧树网、超星学银在线等教

学平台搜寻与所授课程相同或相近的

在线课程； 

   在平台开设SPOC专班，将课程信

息推送给学生，指导学生在平台自学

并开展在线辅导、答疑和讨论； 

   请需要在以上平台开通课程的老

师打开以下链接填写课程基本信息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

/f/5e36adf879af44000680763c) 

 ① 基于优质在线开放课程资源的在线教学 

优质课程资源平台链接 
 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学堂在线：https://next.xuetangx.com/ 
 智慧树网：http://www.zhihuishu.com/ 
 超星学银在线：http://www.xueyinonline.com/ 
 福课联盟推荐课程： 
• 福建省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一批）学习指南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0
2_5187971.htm 
• 福建省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二批）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0
8_5191842.htm 
• 福建省高校在线学习课程（第三批）指南（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1

2_5193982.htm 

（1）在线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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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② 基于网络直播软件的直播教学 

如果没有合适的

在线课程资源，

或者课程具有特

殊性，可以采用

直播方式开展网

络教学。 

推荐使用 

○超星学习通、 

○雨课堂、 

○钉钉、 

○ 腾 讯 课 堂 等 教

学直播工具。 

开展直播教学的教师应选择合适

的场所，并考虑网速、接收设备

等因素，一旦出现网络卡顿现象，

要有教学预案。 

有时差的还应考虑调整授课时间。 

（1）在线教学平台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③ 基于自建课程资源的在线教学 

 

 

推荐使用平台： 

超 星 数 字 课 程 中 心

http://hqu.fy.chaoxin

g.com/portal。 

教师登陆用户名：工号；

初始密码：123456。 

（首次登陆请修改密码并验

证手机号码，之后可用手机

号码登录“学习通APP”，并   

可以通过APP进行课程管理）。 

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

平台自建数字课程资源，

将课程PPT、音频、微

课视频、教学计划、学

习任务清单等教学资料

上传平台，并向学生发

布，利用QQ群或微信群

与学生沟通。 

（1）在线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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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线课程资源的选择与开课申请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2. 精选在线教学平台和在线课程资源 

任课教师可在各教学平台挑选课程资源，组织学生选课，确保按时在线学习。 

  

• ① 在线课程资源的选择 

• ② 在线课程的开课申请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① 在线课程资源的选择 （2）在线课程资源的选择与开课申请 

我校教师可在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智慧树、超星学银等教学平台挑选课程

资源。原则上优先选用国家级、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并及时与有关平台对接，

组织学生选课，确保按时在线学习。 

福建省教育厅免费开放1005门国家级、省级精品线上课程，                                                                                               

171门国家级、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教育部组织了22 个在线课程平台制定多样化的在线教学解决方案，                     

免费开放在线课程 2.4 万余门；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② 在线课程的开课申请 （2）在线课程资源的选择与开课申请 

引进中国大学MOOC平台课程   

需要申请 

申请地址：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

/5e36adf879af44000680763c 

  

引进学堂在线、智慧树和超星学银

在线课程资源，请加入各教学平台

微信群直接与公司服务人员联系 

学堂在线联系人：陈栋梁                          

电话：13599900273 

智慧树网联系人：林丽玲                               

电话：13606045951 

超星学银联系人：骆菁菁                              

电话：15980838805 

教师应用自建课程资源和开展直播

教学,不需要申请 
由学院统一登记并报教务处备案即可 

申 请 前 ， 请 登
录 中 国 大 学
MOOC 平 台 注
册 ， 并 在 个 人
设 置 里 修 改 个
人 昵 称 和 验 证
身份证号码。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5e36adf879af440006807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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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3. 抓好在线教学平台使用培训 

       各学院要组织开课教师参加在线学习培训，熟练掌握网络教学平台系统的各项功能，积极开展基

于在线教学平台的教学方式创新。 
主要在线教学平台操作指南 

一、中国大学MOOC 

1.一图看懂中国大学MOOC 

2.中国大学MOOC学校云使用手册（教师端+学生端） 

3.直播通知|中国大学MOOC平台系列使用培训日程 

二、智慧树网 

   1.在线大学-老师帮助文档 

三、推荐学习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名称） 

   1.慕课MOOC平台 

   2.慕课背景下的教学重构 

 

四、超星、学习通APP、学银在线 

1.一平三端使用教程2020(图文版） 

2.泛雅平台教师使用手册(图文版） 

3.帮助每个老师建门网课（视频版） 

4.一平三端在线教学指南（视频版） 

5.一看就会的作业设置指南(图文版） 

6.ppt及实操课程录屏 

7.同步课堂 

8.速课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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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3. 抓好在线教学平台使用培训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邀请各平台建立微信和QQ群，推送在线培训信息，安排专业人员提供咨询

服务和技术支撑。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咨询服务联系人             

邓   娟，电话：13656021169； 

周永恒，电话：15060871035。 

智慧树网交流微信群 超星平台交流微信群 学堂在线交流微信群 

中国大学MOOC  

QQ群 群号：765877052 

[群兼做校内信息发布群]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4. 落实在线教学保障 

    （1）各学院要变“挑战”为“机遇”，对标教育部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有关要求，建设

一批特色鲜明、质量优良的线上一流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2）各学院应落实各授课教师在线教学计划，及时通知所授课程学生班级每一位学生，确保   

在线课程顺畅推出。如有问题或困难，请及时反馈于教务处； 

        （3）授课教师 

               ——提前准备在线教学资源和教学设计，于开课前完成第1-4 周教学资源、教学日历上传； 

               ——建立在线课程群，发布课程公告、上传并不断丰富授课课件、视频、测验、练习、作业、

参考资料等电子资源； 

               ——组织师生交流与生生交流、布置与批阅作业、辅导答疑、教学评价等工作，并做好对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辅导。 



（一）组织开展在线教学 

4. 落实在线教学保障 

   （4）学院和教务部门要加强在线教学监管，落实教学时间、内容、人员，确保教学效果。 

   （5）教务处全体人员、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以及各教学平台技术支持人员应保持电话畅通，接受

师生咨询；关注信息反馈，及时协调、落实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做好授课情况追踪，做好记录。 

   （6）一课多师的课程，建议使用同一个在线教学平台。课程组应通过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等进行

远程集体备课，探讨在线教学设计，共享教学资源。 

   （7）因条件限制或其它原因在线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院要协助解决其困难； 

            接受治疗、医学观察或隔离的学生，要在他们解除隔离、医学观察或康复之后进行补课； 

            因防疫需要无法按时授课的教师，其教学单位要协调其他教师代课，或调整其教学安排。 



（二）合理安排实习、实践类课程教学任务 

1.非毕业班的实习、实践课程 

       正式开学后进行。延期开学阶段，体育学院要发布指南，指导学生居家进行适宜的健身锻炼。 

  正式开学后进行教学和集中补课，此前也可安排虚拟仿真和实验课理论部分的线上教学。 

2.毕业班的毕业实习 

 暂停组织毕业班学生在学校、生源居住地或赴外地开展包括毕业实习、工程实训等在内的所有实验、

实习、实训、实践活动； 

 确因疫情无法毕业实习的，各学院应做好预案，采取其它方式，保证学生不因毕业实习而延迟毕业。 

3.体育课 



（三）毕业论文/设计 

 各学院要科学组织、合理安排2020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尽量不延迟毕业生的       

毕业时间； 

 2月17日开始，指导教师可以在线开展远程指导，保证论文/设计写作的进度和质量； 

 需要利用实验室开展的课题，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包括适当延后或变更选题等）； 

 毕业班学生应主动联系论文指导老师，听取指导建议，认真开展毕业论文/设计的研究和写作； 

 确因疫情无法返校的，毕业论文（设计）的中期检查、评审、答辩等环节，可利用网络视频、音频

和电话等方式进行。 

        请各学院把毕业论文（设计）安排及进展情况在报送教务处指定电子邮箱：sjk@hqu.edu.cn。 

        泉州校区联系人：黄幼川；联系电话：13599227486； 

        厦门校区联系人：赖则冰；联系电话：13696999955。 

mailto:sjk@hqu.edu.cn
mailto:sjk@hqu.edu.cn
mailto:sjk@hqu.edu.cn
mailto:sjk@hqu.edu.cn
mailto:sjk@hqu.edu.cn


（四）教务工作 

   

        毕业班学生补修、重修课程，可根据学院开课情况，联系教学秘书、  

任课教师，先在开课群中加入学习，待正式开学后再于教务系统补选课程； 

     学生缓补考、注册、休学、复学、恢复学籍、选课、学分替换等事项待

正式开学后办理，校通识选修课的选课工作在正式开学一周内进行； 

   学院指定专人联系、关注毕业班每一位学生，指导学生有条不紊开展后续

工作，做好毕业班学生的咨询和指导； 

     延期开学阶段，教务处、各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安排轮转值班。 



三、正式开学后的教学工作安排 

课程教学安排 

• 1.已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 

• 2.未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 

• 3.实习、实践类课程 

• 4.体育课 

毕业论文/设计 

 

 

 

教务安排 

 

其他事项 

 

（一） （二） 

（三） （四） 



（一）课程教学安排 

1.已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 

    继续在线教学，待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后，可根据需要，保持在线教学，或改为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线下教学。课程教学进度不变； 

    已经开展在线授课的原则上不再另外安排线下授课，腾出一定学时给未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 

2.未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 

 开学第一周完成选课工作：专业选修课第一周按课表开课；  

                                            通识教育选修课和重修班课程，第二周开始按课表开课。 

 如因继续防疫需要，教师需准备在线教学课程资源，保证因防疫未及时返校学生能够参加课程学习； 

    待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后，可根据需要，保持在线教学，或改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下教学。 

 调整课程学时安排，适当延长单次授课学时，确保课程总学时不缩水。 



（一）课程教学安排 

3.实习、实践类课程 

非毕业班的实习、实践课程 

集中补课 

• 补课时间原则上安排在双休日； 

• 取消赴外地教学活动，并可酌情压缩不

超过20%课时的教学内容； 

• 校外实习可调整至暑假期间进行。 

毕业班的实习课程 

及时返校学生 

• 不影响毕业，可按原教学计划安排毕业实习； 

• 如影响毕业，由任课教师和课程所属教学单

位协商，提出合理解决方案，报教务处审批。 

无法及时返校学生 

• 由任课教师和课程所属教学单位共同商议，

提出灵活且合理的解决方案，报教务处审批。 



（一）课程教学安排 

4.体育课 

已返校学生 

所选修的体育课程： 

○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计划； 

○可取消室内教学； 

○可变更考试内容与方式。 

因防疫需要未能及时返校学生 

所选修的体育课程： 

○教师通过线上教学，开展理论教学； 

○发布相关学习资源，布置学习任务； 

○待学生返校后，再加入选修课程班级学习。   



（二）毕业论文/设计 

因防疫需要无法回校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的学生 

各学院要组织网上开题、中期检查、评审、答辩。 

因防疫需要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 

继续进行网络指导；确保进度，尽量不延迟学生毕业时间； 

及时返校的学生 

指导教师及时进行面对面指导； 



（三）教务安排 

注册 
及时返校的学生，按正常方式注册。 

因防疫需要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由各学院安排注册。 

选课 
及时返校的学生，第一周内完成选课。 

因防疫需要未能及时返校的学生，由各学院帮助选课。 

缓、补考        

和期末考试 

缓、补考 待所有学生返校后择机进行。 

期末考试 待所有学生返校后，视情况调整本学期各门课程期末考试时间。 

休学、退学、 

复学、转换学

分 

及时返校的学生，按正常程序办理休学、退学、复学、转换学分事宜。 

因防疫需要无法及时返校的学生，教学单位按正常程序代为办理休学、退学、   

转换学分等相关事宜。 



   

   

（四）其他事项 

教 室 调 换 ——各学院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时联系教务处； 

错峰上下课——学校将根据需要安排； 

及 时 调 整 ——本方案具体执行将按照教育部和福建省教育厅  

               具体通知及时调整。请各学院密切关注学校通知。 

 



附件一 

 中国大学MOOC:https://www.icourse163.org/ 

 学堂在线：https://next.xuetangx.com/ 

 智慧树网：http://www.zhihuishu.com/ 

 超星学银在线：http://www.xueyinonline.com/ 

 福课联盟推荐课程： 

○福建省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一批）学习指南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02_5187971.htm 

○福建省高校精品在线课程（第二批）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08_5191842.htm 

○福建省高校在线学习课程（第三批）指南（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12_5193982.htm 

优质课程资源平台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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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yt.fujian.gov.cn/xxgk/gggs/202002/t20200212_51939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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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中国大学MOOC 
1.一图看懂中国大学MOOC 
2.中国大学MOOC学校云使用手册（教师端+学生端） 
3.直播通知|中国大学MOOC平台系列使用培训日程 

二、智慧树网 
1.在线大学-老师帮助文档 

三、超星、学习通APP、学银在线 
1.一平三端使用教程2020(图文版） 
2.泛雅平台教师使用手册(图文版） 
3.帮助每个老师建门网课（视频版） 
4.一平三端在线教学指南（视频版） 
5.一看就会的作业设置指南(图文版） 
6.ppt及实操课程录屏 
7.同步课堂 
8.速课制作 

四、推荐学习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名称） 
   1.慕课MOOC平台             
   2.慕课背景下的教学重构 

优质课程资源平台链接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5e4562fea30f8900066a62bc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5e4562fea30f8900066a62bc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5e4562fea30f8900066a62bc
https://u9ez0mf8uz.jiandaoyun.com/f/5e4562fea30f8900066a62bc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jsfz.hqu.edu.cn/info/1032/1888.htm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s://mp.weixin.qq.com/s/hl9_E_FtV1Nw03PcRKPdqg
http://doc.livecourse.com/thelp/
http://doc.livecourse.com/thelp/
http://doc.livecourse.com/thelp/
http://doc.livecourse.com/thelp/
http://doc.livecourse.com/thelp/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5918939?appId=100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5918939?appId=100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5918939?appId=100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special.zhexuezj.cn/mobile/mooc/tocourse/205918939?appId=100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8055844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80558441.html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80558441.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839525.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0579141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UGEdMG7t1gc6Fwe3P36AzQ?appId=1000&
https://mp.weixin.qq.com/s/UGEdMG7t1gc6Fwe3P36AzQ?appId=1000&
https://mp.weixin.qq.com/s/UGEdMG7t1gc6Fwe3P36AzQ?appId=100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38&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38&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38&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38&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1&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1&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1&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5&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5&courseType=0
http://mooc1-3.chaoxing.com/nodedetailcontroller/visitnodedetail?courseId=207095822&knowledgeId=213969625&courseType=0


附件三 

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咨询服务联系人             

邓   娟，电话：13656021169； 

周永恒，电话：15060871035。 

智慧树网交流微信群 超星平台交流微信群 学堂在线交流微信群 

中国大学MOOC  

QQ群：765877052 

[群兼做校内信息发布群] 

各平台联络交流群 

“华侨大学2019-2020第二

学 期 延期 开学 教 学服 务 ” 

QQ群:765877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