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0, 8(1), 55-61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1009

The Teaching Design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BOPPPS Model
Jungchieh Lee, Liangnan Xio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acul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Jan. 27th, 2020; accepted: Feb. 7th, 2020; published: Feb. 14th, 2020

Abstra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is an all-around course to allo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heories, and facilitates them to possess basic MIS practical ability. However,
due to the wide range of MIS and high requirements on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he MIS course
often cannot achieve good teaching outcomes.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paper tries to apply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 into the chapter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 of the MIS
course. Moreover, this study further discusses the needs and attentions of BOPPPS teaching mode
in other courses of busines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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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旨在让学生了解、掌握信息系统原理及理论，并具备一定实践应用能力的综合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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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课程。然而，也因其理论部分涉及范围广，应用部分对学生能力要求高，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在实
际教学中并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本文针对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内容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试将BOPPPS
学习模式引入管理信息系统课堂，并以其中综合性较强，教学难度较大的章节“职业生涯中的业务信息
系统”为例，进行BOPPS教学设计，以达到互动、高效、深度学习、广泛应用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进
一步讨论了将BOPPPS学习模式所提倡的互动式学习，以及课程模块化的理念推广到商学院其他课程的
具体路径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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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如何改变人才培养观念、创
新培养模式，探索建立启发式、参与式教学应是当下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的重点，同时尝试应用信息技术
来辅助传统课堂教学，以适应目前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在高
校中的课程教学设计亦应有所改变，使之真正达到互动、高效、深度学习、广泛应用的教学效果。
管理信息系统是一门由教育部制定的工商管理类、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程[1]。其教学目的是理解
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概念，掌握基础开发方法及理论，了解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并形成综合运
用信息技术和管理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2] [3]。该课程集理论与实践，管理与技术于一体，具有很
强的复合型特征。然而此特征，使得管理信息系统在实际教学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该课程由于涉及范
围广，包含管理面及计算机技术面内容，商管类学生学习效果不甚理想；二是由于管理信息系统包含技
术类课程的系统开发实践内容，对学生的计算机素养要求较高，商管类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三是管理
信息系统相关理论众多，如果偏重管理理论的教学，往往会失去重点，流于基于教材的理论灌输，与动
手实践、企业现实问题脱节，学生的参与度不高，达不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为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信息系统课堂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就需要从课程设计入手，更好地规划和明确
学习重难点，合理安排理论与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加强学生高效地学习。国内外教育学者提出了数量
众多的学习模式与理论，其中受到广泛认可的一支是 Kolb’s Learning Styles，这一基本思想衍生出的
BOPPPS 学习模式正受到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只
有 10~15 分钟左右，而绝大多数高校课程设计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这显然不能达到全程集中、高效学
习的目的。BOPPPS 学习模式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将课程进行模块化分解，每个部分使用 10~15 分
钟时间来完成教学任务。BOPPPS 学习模式既能够解决学生注意力分散的普遍问题，又可以激发学生独
立思考，形成高效的深度学习，故已在北美众多学校得到广泛认同。
国内学界近两年才开始引入这一理论，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学质量监测[4]、MOOC 课程设计[5]
以及专业课程教学[6] [7]设计上，研究数量有限，许多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教学需要的理论应用尚待开发。
且对于 BOPPPS 学习模式的应用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管理类课程与该学习模式的有机结合仍需大量讨
论。为了填补相关理论空白，并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出实质性建议，服务于中国课堂教学改革，本文
以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为例，说明如何将这种优秀的教学模式应用到经管类高等教育教学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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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PPPS 学习模式及其意涵
BOPPPS 学习模式来源于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体系 ISW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8]，最初由温
哥华大学的道格拉斯·克尔根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教师资格认证的需要于 1976 年创建[9]。此学
习模式能够很好地实现有效教学设计，强调学生参与及反馈，已经受到北美众多名校的青睐[10]，在全球
100 所以上的大学和培训机构应用，被证实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学习。且据心理学研究结果，在
学习时个体注意力只能持续 10~15 分钟，BOPPPS 学习模式基于这一点和以上理论，将教学内容分解成
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小部分，每个小部分维持在 10~15 分钟左右，要求每个小部分之间互相承接。每个小
部分又被细分成六个阶段，分别是引入(Bridge-In)，目标建立(Objective)，摸底(Pre-Assessment)，互动学
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测试(Post-Assessment)，小结(Summary)，每个小部分所应涵盖的内容分列如下。

2.1. 引入(Bridge-In)
引入指进入课程内容前的引言或铺垫。引入是为了获得关注，并建立与课堂学习的关联，故而被称
为“钩子”，其帮助学生关注将要在课上出现的内容。一个有效的引入可以通过有趣或关联的方式，将
学生与课程内容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增强学习动机。引言环节主要阐明课本各知识点的理由、重要性、
在各类情景中的应用等等，比如：讲述一个与知识点相关的故事，对知识点或生活中相关问题发出挑战，
描述不同寻常的事实，将知识点与已学知识建立关联等等。

2.2. 目标建立(Objective)
学习目标的建立指向学生传达本课程预期达到的结果。学习目标应以某种可观察到的或可衡量的方式
规定了学生在一节或一系列课程结束时将知道的内容或能完成的任务，其定义必须是简洁而精确的。学习
目标包含三个元素：将完成的内容，考察的方式，及其标准，力求向学生准确传达谁(Who)、将学到什么(Will
do what)、在什么情况下(Under what condition)及学得如何(How well)等核心问题[9]。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针对性开展学习活动，同时帮助教师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来设计并改进教学方法。

2.3. 摸底(Pre-Assessment)
摸底又可称为“前测”，即指明确学习目及内容范围之后对学生开展的测试。摸底可以是一个非正
式的问答过程，也可以是一个更正式的测试或任务，通常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说出某些特定术语或细节，
阐述对课题的个人观感，或在小组活动中参与头脑风暴等等。这些活动除了展现出学生的兴趣所在，也
能够让教师识别学生需求，表明课程目的，调整课程的深度和节奏，以更好地适应特定的学生群体，达
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2.4. 互动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互动为通过师生或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来实现课程内容的交互式学习。互动学习的形式往往非常灵活，
教师需有一定的随机应变、掌握课堂节奏的能力。互动可以藉由围绕课程内容中出现的特定问题进行小
组讨论，通过写作或讨论、问题开发等简短的应用任务。或在在讲课中穿插反思，要求学生提出对课程
要点的批判性讨论，展示个人或团队成果并评估彼此的工作等等都是可行的互动学习方案。互动学习的
开展也与学生的成熟度有关，即学习能力强或已经掌握相关内容的学生可以在该环节帮助教师分担教学
负担，成为很好的团队引导者。

2.5. 测试(Post-Assessment)
测试又称“后测”，是课堂结束前对学生开展的及时检验和评估，是教师了解学生接受情况的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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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段。一次好的随堂测试不仅仅是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状况、学习效果有准确的认识，同时更是教师
设计、改进及完善教学过程的依据，因此测试对于教学目标的达成至关重要。设计完善的测试应与课程
开始时建立的学习目标相匹配，例如：学习目标是侧重动手操作和应用实践，则测试时应适当选用实践
报告类任务。

2.6. 小结(Summary)
在总结阶段，教师和学生进行反思，以整合所学到的知识。教师可以通过总结要点、回顾内容、给
予反馈或承认学生的努力和成就来总结，以进一步巩固学习目标，同时宣布下节课的内容并对新内容所
需的准备工作提出要求。学生则通过该环节反思与整合学习到的内容，重新将学习目标和学习到的内容
进行比对。该环节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一方面对本节课做出小结，另一方面也作为下节课的引言出
现，与引入前后呼应，形成一个学习开始和完成的闭环。
为探究 BOPPPS 学习模式在经管类课程中的实际应用方法，本文试以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设计为
例，提出与六个环节相对应的课程设计改进。

3. BOPPPS 模式下的管理信息系统教学模式设计
为更准确具体地描述课程设计中的实施细节，本文以 Kenneth C. Laudon 和 Jane P. Laudon 撰写的管
理信息系统经典教材《管理信息系统，英文精要版》第 11 版为例，该书大量应用案例分析的形式展示理
论内容，非常符合 BOPPPS 学习模式所提倡的互动式学习。同时，本文选取其中第一章《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作为情景，是学生学习管理信息系统课程中最重要的一章。传统课堂
教学安排中，学生刚踏入管理信息系统这门课，往往认为本章较陌生且内容繁多，学习难度较大，本文
试对教学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运用 BOPPPS 学习模式，使课堂尽可能达成有效学习、互动学习、深度
学习的目标。表 1 列出管理信息系统第一章《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符合 BOPPPS
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设计。
Table 1.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 lesson designs
表 1. BOPPPS 教学模式课堂设计
课程名称：管理信息系统

授课章节：第一章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

教学模块

教师活动

引入(Bridge-In)

安排及导读案例《The San Francisco Giants Win Bi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阅读案例

目标建立(Objective)

老师讲解课程内容目标，目标需细化且明确(如信息
系统如何改变现今的企业)

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概括学习目标

摸底(Pre-Assessment)

对学生进行初步课程知识点相关提问(如什么是信息
系统)

学生回答问题

互动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1. 老师进行课程知识点讲解(如信息系统三维度分
析)
2. 辅以生活周遭常见的信息系统为对象(如學校信
息系统)

1. 学生分组讨论(宿舍信息系统)，
推派代表发言
2. 老师点评并进行师生间讨论

老师使用信息化工具(如 APP)来进行课堂中的小测

学生使用 APP 来回答小测问题

1. 老师梳理课程知识点
2. 布置课后作业(案例分析)

1. 学生复习及反思课程中知识点
2. 完成课后的案例分析报告

测试(Post-Assessment)
小结(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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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入阶段
在实际管理信息系统教学中，可以从案例开始。案例是非常适合作为课程引入的第一阶段，案例是
由真实世界中企业在运营中所遭遇到的环境挑战或问题而编写完成，代入感强，学生可以初步了解到信
息系统对现代化企业的重要性和可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引起学生学习动机及活跃课堂气氛并提升学
生课堂参与度，主动性亦有所提高[7]。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给予学生约 10 分钟时间先阅读第一章教
学中所使用的案例《The San Francisco Giants Win Bi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学生可以从案例中
了解到“旧金山巨人棒球队为何要采用信息系统？”，“球队遇到何种困境或是挑战？”，“信息系统
帮助球队获得什么效益？”，“球队应考虑哪些系统、人员及组织的因素来支持信息系统的实施”。接
着，授课老师可以讲解案例中的情境，并将案例内容与将要授课的知识点内容连接起来，从藉由案例中
提炼课程内容知识点的方式，从而使学生了解企业建设信息系统的动机及原因，因此案例可作为 BOPPS
引入阶段的课堂设计之一。

3.2. 目标建立
作为课程中最关键的部分，学习目标的建立能够明确指导学生的方向。在《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章节教学中，学习目标集中在解释“信息系统如何改变现今的企业”，“为什么
信息系统对现今的企业如此重要”。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在引入阶段案例讲解后，目标建立可以采用的
课程设计为学生分组讨论方式来达成。如让学生先对本章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讨论并尝试概括本节最重要
的学习目标及内容都汇总在黑板上时，教师可在学生概括的内容上更进一步解释并细化这些课程目标，
强调目标的明确性，让学生可以了解到课堂结束后能够学到什么内容、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如何去运用
等等。比如说在“信息系统如何改变现今的企业”，老师可以给予这目标定一个关键词“互联网”，这
样学生就知道该为目标掌握哪些知识，有助于学生学习与理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3.3. 摸底阶段
作为评估学生水平的摸底阶段，是课堂正式开始讲授新知识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测试，不仅让
教师对即将开始的讲解有适应当前学生知识水平的起点，也可以让学生对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有基本的认
识[10]。在《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章节教学中，摸底需要紧扣课程目标，摸底可
以通过提问方式来进行，教师可准备若干问题跟授课知识点相关，请学生在回答。摸底阶段还未进入到
教师正式授课部分，因此提问需要让学生轻松无压力的回答。这边的学生答案没有对错，只是要让老师
了解学生目前的知识基础情况。举例来说“什幺是信息技术？什么是信息系统”，“信息系统改变了企
业的什么？是业务流程吗？还是商业模式？”。这些问题只是让老师初步了解学生的知识对于即将要讲
授的课程知识的差距，教师可以根据摸底阶段来调整上课的方式、进度跟课程设计，是否需要引用额外
的补充教材或资料，以便做出判断。

3.4. 互动学习
这一阶段是 BOPPPS 学习模式实现有效学习的核心环节，主要内容是通过学生间的讨论、师生间的
讨论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提升教学效果。在《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章节教学中，
在分析企业或组织信息系统时，以老师先进行此知识点的讲授，解释信息系统三维度(人、组织与技术)
及每个维度所包含的关键构成要素，以生活周遭常见的信息系统(如学校信息系统)当做范例，有助于学生
理解此知识点。老师讲解完毕此知识点后，引导学生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讨论对象也同为生活周遭的信
息系统，如宿舍信息系统等，此对象也作为为互动学习的范例。接着，进行分组学生间的讨论，之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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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代表发言，老师进行点评并进行师生间讨论，提升学生对此知识点的吸收，以加强动学习的成效。
另外，在分组讨论时，网络化教学平台可预先上传讨论对象的补充资料，以供学生在互动中参考，以训
练学生积极思考、研究前沿问题的能力。

3.5. 测试阶段
测试是评估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在实际课堂教学中，采用以个人方式的方式进行测试。在第
一章数个知识点讲解完毕后(举例来说知识点为信息系统可以协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上)，教师可准备若干
关于知识点的题目(如判断及选择题)，请学生在课堂中作答，可采用课堂信息化建设的辅助教学 APP (如：
云班课)，学生只需打开手机 APP 参与测试提交答案即可。教师可以收到及时的每个学生作答情况，除了
了解学生对于课程各知识点的学习成果，也方便老师调整上课方式，在答题错误率较高的知识点，多花
时间进行讲解说明。此外，信息化建设的测试方式，也将大大方便老师统计、分析结果、改善课堂设计
和节约课堂时间。

3.6. 小结阶段
小结是一堂课的必要组成部分，总结本章的知识要点。举例来说在《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in Your
Career》章节教学中，请学生总括“为什么企业要投资信息系统？为了要获得什么目标”，可以让学生复
习及反思课程中重要的知识点。之后老师最后进行本章节知识点的梳理，以便于学生能够更为系统地掌握。
此外，小结阶段老师也可以布置课后作业(如课后案例分析报告)，老师可以通过对课后作业的批阅及反馈，
真正了解学生对于本章知识点掌握情况，并且将学生作业中所反馈的问题及需求在下次上课时进行解决，
同时老师也根据学生的实际问题及需求对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案做出调整，使之更为适应学生学习状况。

4. 结束语
本文尝试将 BOPPPS 学习模式引入管理信息系统课堂，希望能够推动这种参与式学习理念在经管类
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将原本枯燥的理论课程与实践相连接，达到学生主动学习、有效学习、深度学习的
教育效果，培养有创造力的应用型人才。相较传统课程教学模式，BOPPPS 学习模式在教学质量监控方
面的巨大潜力，无论是摸底还是测试，都能够及时地反映出学生的实际水平，并在课程中重点解决[4]。
最后，本文也对 BOPPPS 学习模式在实际应用于课堂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BOPPPS 虽然是一种科学
的课程设计模式，但过于追求环节设计往往陷入教学形式化的误区[10]，如何灵活配置、有机组合各环节
是未来研究中应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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