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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高校继续
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与企业、
社会之间进行联系互动的一个平台，也是提高劳
动者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
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突出彰显了
继续教育在建设学习型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也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前
也正处于“互联网 + 教育”时代，移动互联网已经
广泛普及，微信和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日趋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打破了传统模式人与人交流互动
的时空限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再拘泥以
往面对面模式，也恰好是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改进
工作的良机［1］，借助微信公众平台推动继续教育
学院的工作也是高校推进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举
措，以此全面提高继续教育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和
非学历教育培训工作的服务质量。

一、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工作的特点
（一）业务类型多，错综复杂
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不再是单一的学历继续教

育，非学历教育在继续教育学院工作中占据着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我校学历继续教育一般由校本
部（包括院系）、函授站、教学点一起来承办，学历
层次包括专升本、高升本、高起专，学习形式包括
业余、函授两种，学历继续教育涉及到的工作主要
有招生、教学、学籍、收费、数字化资源建设等工
作，涉及到的工作部门主要有招生部、教学管理

部、学籍管理部、办公室、资源建设与技术部等部
门。非学历教育主要是培训工作和社会服务工作，
其中培训有包含“学历 + 技能培训”、职业教育学
校中职教师培训、专业人才培训、党政管理干部培
训、企事业单位培训、EMBA 总裁班及合作办学培
训，涉及到的部门主要有培训部、办公室及合作办
学机构等。近几年来，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承担的社
会服务工作不断增加，如社区教育、对外考培等工
作，尤其是 AP 考试及雅思、SAT、TOFEL等工作，
考试工作具有时间集中、考生量大等特点。各高校
继续教育学院业务类型不尽相同，但是其类型错
综复杂，也成为继续教育学院工作的一个难点。

（二）服务对象多，层次复杂
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业务类型繁多，加之服务

群体主要面向成人，决定了服务对象层次的复杂
性。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包括企事业单位职工、军
人、个体工商户、进城务工人员等，报考人员学历
层次包括技校、中专、专科、本科等，年龄分布在
18 岁到 50 多岁。非学历培训是按照培训项目来
组织的，每一个项目的学员的职业类型大体一致，
由于培训项目众多，人员层次也相对复杂。考试服
务对象主要有 AP 考试、雅思考试，AP 考试主要
面向高中学生，雅思考试主要面向出国留学和移
民的人员，其中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居多，也
有其他层次出国移民人员。综上所述，继续教育学
院服务对象层次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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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人员少，工作量大
我校继续教育学院主要由办公室、招生部、学

籍管理部、教学管理部、培训部及资源建设与技术
部等部门组成，每个科室由 2—4 人组成，整个学
院教职工约 有 30 余人。2017 年度，学院承担了学
历继续教育学生 2 万余人的管理服务工作，组织
相关培训 2000 余人次，各种社会服务考试 4000
余人次。总体工作量大，每位教职工都很繁忙，且
很多工作存在阶段性的特点。如招生工作主要集
中在上半年；社会考试中的 AP 考试集中在 5 月
上中旬；培训工作全年开展，暑假期间相对集中；
其他社会考试，全年进行；教学、学籍、资源建设与
技术支持工作全年开展。因学院教职工数量有限，
分担到每位教职工身上的工作量相对较大，加班
已成为常态。

二、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应用现状
我国继续教育这个理念自 1979 年出现至今

已经有接近 40 年的历史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继续教育学院发挥着高等教育有力补充的作
用［2］。最初继续教育学院大多称之为成人教育学
院，1998 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
邮电大学、湖南大学等四所高校为第一批进行网
络教育试点的单位，到 2002 年底发展到 68 所网
络教育学院，有的学校也称其为远程教育学院［3］，
成为继续教育学院办学的另外一种形式。据此可
知，“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学院”
“继续教育”“网络教育学院”“网络教育”“远程教
育学院”“远程教育”是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关键
词。利用搜狗微信搜索引擎输入上述关键搜索微
信公众号，截止到 2018 年 2 月 21 日，其中包含以
上字段的微信公众号共计 720 个，其中绝大多数
为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官方微信。实际上，高校继
续教育学院的公众号远不止这些，可见大部分继
续教育学院都已经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据调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
平台创建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北京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创建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
“浙大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创建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微
信公众平台创建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中国海洋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平台创建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从发帖频率来看，“清华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月发文 26 篇，阅读量平均 322 次。“中国海
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月发文 3 篇，文章阅读平均
196 次。从功能上看，大部分微信公众平台主要从
部门功能导向出发，而不是从用户角度考虑［4］。

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得知，目前绝大多数继续
教育学院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并通过平台推
送文章、新闻、通知。但大部分高校仍然没有摆脱
“微信公众号网络黑板报”［5］的现状，平台的建设

还有很大的提升和优化空间。因此，结合高校继续
教育学院工作的特点，实践和探索微信公众平台
在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中的应用，是促进教育信息
化应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提升服务
水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微信公众平台的应用
（一）多种渠道增加微信关注
1.宣传媒介展示微信二维码。首先，通过网络

媒体加强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在包
括学院官网、招生信息网、培训管理平台、在线学
习平台、学院微博、学员 QQ 群、学员微信群等网
络媒体上，展示出学院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方便用
户关注；其次，在实体媒介上加强微信公众号的宣
传，实体媒介包括学员录取通知书、学员手册、招
生宣传册、招生宣传广告、教学日历、学生证、考试
张贴的海报、学员培训材料、名片等印刷材料 ［6］；
最后，是在微信文章的结尾处留好微信公众号二
维码［7］，以便用户关注和分享。

2.应用功能引导关注微信二维码。微信公众
号可以将现有的业务功能集成到平台上。如成人
高考报名、学籍维护、培训项目报名、录取查询、课
程表查询、在线学习等功能，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
移动版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菜单链接到
这些功能。这些功能在学员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
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在每一个应用程序设计上，都
可以增加引导学员关注的界面，让学员自觉地去
关注和分享。

3.通过朋友圈分享获得关注。微信作为移动
互联网的热门主流移动社交类应用，因其提供信
息和反馈信息的及时性，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群［8］。
目前，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
9.8 亿［9］。鼓励学员、教职工通过朋友圈分享公众
号文章，能够增强信息的传播深度和广度，让更多
的用户获取有效的信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
对转发分享指定信息到朋友圈的用户进行奖励，
扩大宣传，从而能够让更多的用户关注到微信公
众号。

（二）重要信息及时推送
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业务广泛且复杂，服务对

象繁多。合理有效地利用好微信公众平台的消息
推送功能，能够让用户第一时间获取有用信息，绕
开中间环节，畅通信息传送渠道，提升服务质量。

1.用活“自动回复数字”键，推送业务信息。为
使得继续教育学院各业务部门功能更加快捷推送
到用户手机上，可以在用户首次关注微信公众号
时，除了发送欢迎词外，增加指定数字来索引相关
业务。如回复数字“1”，获取最新招生简章；回复数
字“2”，获取培训项目信息；回复数字“3”，获取最
新雅思考试信息；回复数字“4”，获取联系方式。通
过设置“自动回复数字”键，能够让用户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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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相关信息。
2.重要通知文件及时发布，及时传递信息。继

续教育学院各业务部门的某些文件、通知，具有很
强的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通知到学员，将会延误
下一步的工作，造成工作的被动。通过微信公众平
台发送消息是传递文件、通知的一种重要途径，既
要做到及时发布，又要关注阅读量，了解用户阅读
情况，掌握信息传达的质量。

（三）集成开发业务模块
根据继续教育管理工作的特点，结合工作实

际，建议继续教育学院在微信公众平台基础上进
行二次开发，集成常用的业务模块到微信公众号
的菜单上。比如我们设置三个菜单，如图 1 所示。

1.关于学院。关于学院模块主要集成了学院
微官网、通知公告、学院新闻、联系方式等功能。这
些模块与学院网站发布信息保持一致，做到及时
转发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重要通知，学院新闻、学
员开学、报到、缴费、调课、考试（含 AP 考试、雅思
考试）、发证、信息采集等各项通知，让学员及时获
取信息。

2.学历教育。学历教育模块包括学院招生管
理、学籍管理、教学管理等业务功能，但又不是简
单地将业务罗列上去，而是将方便通过微信传递
和操作的业务模块集成到这个菜单上，如招生简
章、成考报名、录取查询、学籍维护、课程表查看、
成绩查询、在线学习等便于在移动终端操作的系
列业务。

3.非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模块主要包括培
训项目概览、培训项目报名、项目课程签到、在线
学习、项目评价等功能，其中项目课程签到、在线
学习、项目评价等功能是学员成功报名项目后才
有权限使用的。

（四）重视平台用户互动反馈
微信作为一个社交移动应用，其中互动交流

是它最大的特色。很多用户可能在微信公众号中
留言咨询业务问题，要尽量做到一一解答，及时给
用户一个满意的反馈，保持微信公众号的活力。另

外可以开通文章留言功能，允许用户阅读完文章
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对用户的发言做出评价。在
微信公众平台与用户互动的过程中，既解答了用
户的问题，又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还赢得
了用户对平台的信赖。

四、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当前，大部分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的微信公众

平台发布的信息过于官方化，甚至大部分内容都
是直接从官网转载过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
处理。用户接收到这样的文章往往产生一种视觉
疲劳感，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和兴趣，久而久之会对
平台推送的信息有所抵触。另外，微信公众平台发
送的信息缺乏原创性，这样的文章不容易被搜索
引擎收录，更不容易让用户搜索到。最后，微信公
众平台往往忽视了与用户的互动，降低了平台与
用户之间的粘度。久而久之，部分用户会取消关
注，造成用户的流失。

（二）建议
微信公众平台在使用过程中要不断完善，不

断应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才能使得平台在工作中
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提出几点建议，首先，要组
建专门的微信管理和运营团队，撰写更多有情感、
有乐趣、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其次，要加强与用户
之间的互动交流，及时回复用户咨询的问题，保持
微信公众平台的活力；再次，要定期推出灵活多样
的业务模块，满足用户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拓展平
台的服务功能；最后，推送信息不拘泥于形式，可
以通过语音、视频、图文等多种方式吸引用户的眼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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