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课班级
电子商务 课程名称 办公软件

授课日期 课程类型 新授课

授课课题 开课题目 《高效办公的秘密——”邮件合并”》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主文档和数据源的功能；

了解合并域的概念；

掌握邮件合并的方法步骤；

灵活运用邮件合并功能快捷办公。

过程与方法

能够根据任务的要求，确定完成项目的所需要的技术与方法，并较熟

练的完成任务；

能对自己和他人的活动过程与结果进行评价与交流，能归纳利用信息

技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激发学生 word 公办的浓厚兴趣；

通过制作邀请函等项目，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信息技术完美结

合，即完成了项目，又表达了情感，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

工作效率和生活的影响，产生一种身心愉悦之感。

培养学生互相帮助、团结协作的精神；

拓展学生的审美观念和想象能力，并具有创新能力。

教学重点
1、邮件合并的方法步骤

2、邮件合并的含义及“主文档”、“数据文档”、“合并文件”三者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合并域及域的运用

教材分析

《邮件合并》是选自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办公软件应用试题汇编》第八单元的内容。

“邮件合并”是 Word 的一项高级应用功能，是办公自动化人员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之一，

它能让我们批量的生成需要的文档，从而从繁乱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提高办公效率。为

以后学习办公自动化奠定基础，因此本节课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学生分析

针对中职学生感性认识强于理性认识的特点，本堂课采用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事例，

让学生边看边学，边做边学，以达到对理论的理解，使机械的操作上升为灵活应用，真正做

到学以致用。

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 Word 表格制作与 Excel 工作表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操作能力和

自学能力。但邮件合并是属于高级应用方面的内容，对学生来说是一个较陌生的功能，学生

要掌握好会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考虑组成小组合作学习、交流、探究，并让学生多上机操作

巩固强化。

学 法

课前自行搜索相关材料自学，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题，对于基本问题自我解决，遇到难题可在课堂与老师交流及在小组讨论中，寻找解决的方

法。

教学方法

先通过故事情景来提出问题，然后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一步一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

们利用合理的技术来解决问题，然后归纳出邮件合并的含义和操作规律，最后通过实践操作

提高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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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

多媒体计算机教室、PPT 课件制作、教具 1、贺卡案例等。

教具 1：情景动画

分组：根据学生水平情况，适当分成 5 组。

教学内容及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内容 设计意图

课前：教学准备

1、发布学习任务：根据老

师提供的文字资料和视

频资料，独立完成批量

化邀请函的制作

2、对学生做的作业进行检

查并适当点评

查阅相关资料，完成课

前作业，并将完成的作

业上传到 APP 空间
邮件合并课前预习

让学生养成课前学

习的习惯，主动探索

新知

课中：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5 分钟

(1) 、模拟职业场景：小唐

是一名公司的文员，一大早

看到桌上的纸条“限你在半

个小时内将工资条完成”

(2) 、小唐如何能在半小时

内完成 100 人的工资发放

单？

讨论：可能答案 1：先

建 1张空白表格，再复

制 100 个，再在表格中

逐个输入数据。（缺陷：

时间来不及；不能保证

100%输入正确）

可能答案 2：与同事合

作，共同完成（每个人

制作若干份工资单，再

把文档合并）。（缺陷：

每个人手头上都有工

作；不能体现个人工作

能力）

利用手机 APP 随机抽取

学生回答

引出本节课内容：高效办公

的秘密——”邮件合并”

利用场景，开启情境

话题，激发学生兴

趣，使学生整堂课都

能保持积极的心态

去探索新知。从而调

动大家学习的积极

主动性。

二、任务讲解，步骤演示： 10 分钟

(1) 利用 PPT 讲解邮件合并

的含义以及邮件合并的三

要素。

(2) 教师演示利用邮件合

并工具批量生成工资条的

方法步骤

(3) 将操作的步骤录制成

微视频，并将其发布到学生

的电脑平台上。

1、学生观看教师的操

作方法演示。

2、学生课后可以通过

老师发布的视频资料

重复观看学习。

(1)、邮件合并的含义

(2)、理清邮件合并中“主文

档”、“数据表”、“合并文档”

的关系。

通过实践操作演示

使学生对邮件合并

有感性认识，为下

一步教学中“概念

的理解”、“操作规

律的掌握”打下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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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提问刚才邮件合并的

方法步骤？

鼓励学生积极回忆工

资单的操作，简要说出

各个步骤，学生可以互

相补充

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展示出

“邮件合并操作规律图”

邮件合并四步曲

1. 建立主文档（信函中不变

的部分）

2. 建立数据源（可以事先用

EXCEL 建立）

3. 插入合并域（将数据源

中的相应内容，以域的方式

插入到主文档中）

4. 执行合并到文档（自动建

立一个包含多份样稿的Ｗ

ord 文档）

帮助学生理解邮件

合并的含义及操作

规律，提高学生对

整堂课的理解和掌

握。

三、实践提升，合作探究： 15 分钟

1、教师讲解任务：转眼又

快要到圣诞节和新年了，你

不想给亲朋一份特别的礼

物呢？比如你亲手制作的

别具一格、绝无翻版的新年

贺卡？

2、将学生适当分组合作完

成。

3、巡回指导

4、回收作品

学生根据要求，利用邮

件合并功能完成贺卡

的制作，并将作品发送

给老师。

1、学生根据小组讨论后，制

作有创意的贺卡主文档。

2、确定贺卡接收对象的数据

源。

3、根据邮件合并的方法步骤

完成制作。

根据学生兴趣爱

好、学习能力的不

同，对教学活动预

设了不同情景、不

同难度的任务。

使每个学生都能

完成一定量的任

务，同时避免了教

学收敛性，使课堂

丰富多彩。

四、成果点评，取长补短： 13 分钟

教师根据小组代表上台讲

解作品的情况进行适当讲

评。

1、所有同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投票

1、小组代表分享作品。

2、发表简要感想。

利用投票方式可

以快速统计作品

投票结果；让学生

上台分享作品，增

加一份锻炼的机

会。

① 制作主文

② 制作数据

③ 插入合并

④ 执行合并

选取数据

插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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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课后拓展作业：2 分钟

1、用动画的形式进行拓展

作业说明：班级要给每个学

生做一张高新考试的准考

证，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你，你如何利用已有的参考

名单数据为本校每个参加

考试的“师姐、师哥”制作

一张准考证呢？

2、要求：每张准考证要有

个人的照片。

3、遇到的技术问题可通过

网络进行文字或者视频材

料进行解决。

4、将作品上传至学校数字

化平台进行交流学习。

1、学生自行组队按要

求完成班级每个人的

准考证。

2、可建立微信群进行

探讨，加入老师帐号，

让老师及时了解作品

制作情况

1、图片在电子表格的存储；

2、域代码的理解与插入；

3、自我学习；

4、数字化平台进行作品交流

及点评；

通过本次作业，锻

炼学生的自我学

习与自主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及团

队合作的精神。

六、教学总结：

1、本节课主要讲解邮件合并功能，教师讲解、演示及总结的时间使用 15 分钟，学生讨论，实践，展示及

评价使用 25 分钟。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的引导和相互讨论等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充分体现了做中学，做中教的教学理念。

2、在任务的安排上，将由教师进行案例讲解，让学生达到本堂课的知识内容。接着是在案例一学习的基

础上，让学生合作完成作品的邮件合并。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教师在案例一提前录制了一段视频，巡回

指导，完成合并的主要操作步骤。视频可以起到辅助教师的作用，也可以帮助那些容易遗忘的同学完

成任务。

3、利用数字化平台和便利的手机 APP 平台，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设
计
与
制
作
贺
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