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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疫情政策调整后，全校师生客观认识当前形式，提高认识、

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主动配合学校落实好优化调整后的防控政策，

成为自身工作、学习和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老师课前准备充分，

签到和课中互动较好，课程思政较好体现于课程之中，学生到课率较

高，本学期教学任务有序保质完成。 

在这平凡却又特殊的一学期里，教学督导中心的督导们彼此关

注、相互学习、相互勉励，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我们与教师们坦诚交

流听课的想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也向老师们学习，增加了对知识

的感性认识。我们感受到教学单位领导重视、教师敬业的教研氛围，

看到了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们的全方位进步成长，融入到我校更加和

谐、完整和生机勃勃线上教学中。在这里，真心为辛勤付出、默默耕

耘、爱岗敬业的每一位教师点赞！ 

【教学督导动态】 

一、“习思想”教学专项督导课例 

课例 1 

教师对教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教学思路清晰、逻辑性强；理论

知识和通识素养扎实，知识点讲授时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有说服力

的实例等结合，论据充分、深入浅出、融合贯通，有助于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掌握和体悟；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对学生有及时的鼓励，

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学生们学习态度认真、师生互动和谐有序，

教学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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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 2 

教师音量适中、吐字清楚，有亲和力，教态非常符合教师规范；

教学设计精心严谨，重视学情分析，课前通过线上讨论，了解学生关

心的问题，新授课前，学生进行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成效

的展示，学生准备认真、表述清晰，课件纲目清晰、内容具体详实。

教师对学生展示的点评，有助于学生认识到展示过程中的亮点和不

足，从而更好的改进；教师精选富有教育意义的视频，及时补充二十

大报告等国家重大时事新闻，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讲话，重视对

学生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意识的培养。同时，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内

容、岗位工作有机对接，讲学生身边事、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学生

们学习态度认真、积极回答教师问题，教学效果好。 

二、2022 秋季学校学生课堂教学学习情况问卷分析 

为了解我校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课堂教学质量的整体情况，

2022年 11 月，教学督导中心采用问卷星线上调查系统发布问卷，

对 2021 级、2022 级学生群体进行课堂教学有效性调查。共收到问卷

7195份。其中，2021 级 2768 份，占比 38.47%；2022 级 4427 份，占

比 61.53%。调查样本中各学院参与的比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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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教学单位样本分布 

 

                 

（一）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1.学生对教师教学准备情况的满意度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于授课教师的到课情况、课件

质量、教师提供的教学资源的满意度较高，满意度均超过了 92%。 

 

图 1 教师按时到课率情况             图 2 学生对课件质量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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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对教学资源满意度 

 

表 2 学生对教师教学准备情况的满意度 

序号 项目 满意、比较满意（%） 

1 教师按时到课率 95.19 

2 课件满足学生学习需要的程度 92.62 

3 学生对教学资源的满意度 92.54 

 

2.学生对教师课堂授课情况的满意度 

本项目主要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与手

段、教学互动五个方面。 

（1）教学目标方面 

94.05%学生对课堂教学目标制定满意及比较满意，93.63%学生对

课堂教学目标完整性满意及比较满意。 

  

图 4 学生对课堂教学目标制定及完整性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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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内容方面 

教学内容方面，除教学内容难易程度方面学生整体的满意度略

低于 90%以外，其余指标均高于 90%。 

表 3 学生对教师授课教学内容相关指标的满意度 

（3）教学方法与手段方面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对于目前授课教师所使用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的满意度超过 90%。 

表 4 学生对教师授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满意度 

序号 项目 满意、比较满意（%） 

1 教学方法 91.72 

2 信息化手段运用 92.62 

3 利用信息技术与学习平台为课前、课后自学

提供支持情况 

92.54 

4 学法指导情况 92.77 

 

 

 

序号 项目 满意、比较满意（%） 

1 教学思路 92.18 

2 教学内容难易程度 89.74 

3 课堂教学信息量 92.23 

4 课堂教学重点 92.83 

5 教学素材对教学内容支持程度 92.12 

6 教学任务对学习需求的满足程度 91.38 

7 学习材料对个性化学习需要的满足程度 92.41 

8 习题讲解 92.18 

9 教学评价 91.86 

10 布置作业 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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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互动方面 

数据显示，除学生自我评价互动情况的满意度略低于 90%外，其

余教学互动相关指标的满意度均在 92%左右。 

表 5 学生对教师授课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满意度 

序号 项目 满意、比较满意（%） 

1 课上遇到困难时得到指导和帮助 92.72 

2 课堂气氛 92.86 

3 自己课堂学习状态 91.66 

4 自己和老师、同学的互动情况 89.82 

5 课堂互动整体情况 92.34 

3.学习效果 

针对专业课、思政课以及基础课 3种不同类型课程的学习效果，

学生对自身的学习效果的满意度进行了自评，3种类型的自评满意度

数据相差不大，均在 91%附近。 

表 6 学生自评学习效果情况 

序号 项目 满意、比较满意（%） 

1 专业课 91.23 

2 思政课 91.59 

3 基础课 91.47 

数据分析过程中，将非常满意的数据与上学期学生的自评数据进

行对比，如表 7所示，学生自我评价学习效果的满意度呈上升效果，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生对于各类课程的接受和学习效果在不断提

升。 

表 7 春、秋季学期学生自评学习效果对比 

学生满意度（%） 学院 2022.05 2022.11 

非常 

满意 

专业课 63.88% 73.3% 

基础课 69.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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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 70.56% 74.33% 

（二）调查结果分析 

基于两个学期的统计数据，学生对学校课堂教学满意度在提高。

反映出我校教师爱岗敬业、责任心强，树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经过一段时间线上教学的历练，教师们的在线教学能力逐步提升，

有力地支撑了我校课堂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具体表现为： 

1.教学准备充分 

大部分教师遵守学校作息时间，课件质量精良，为学生提供了比

较充分的在线学习资源。 

2.教学设计用心 

大部分教师每次课的教学目标明确、完整，课堂教学思路清晰，

课堂教学信息量丰富，课堂教学重点突出，提供的教学素材支持教学

内容，设计了不同难度的教学任务，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材料满足其个

性化学习需要；习题讲解清楚，教学评价多维，作业布置科学合理。 

3.重视教学组织与管理 

大部分教师语言表达清晰、流畅，适时进行课堂纪律管理，会根

据学生回答问题等情况，调整授课内容的进度。 

4.教学方法与手段得当 

大部分教师采用了多样的教学方法，信息化手段运用合理，利用

信息技术与学习平台为课前、课后自学提供支持，重视对学生学习策

略和学习方法的指导。 

5.教学互动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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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上有疑问时，能及时或比较及时得到老师或同学的指导

和帮助，课堂氛围融洽，学生学习状态好，课堂互动有质量。 

在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的同时，统计数据也反映了学生希望教

师根据学情特点，科学确定教学内容难度。同时，在教学设计、教学

组织与管理、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互动方面也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 

（三）教学督导中心建议 

通过问卷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学生们对我校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

认可度较高，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满意度较高。针对问卷结果反映出的

问题，教学督导中心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学情分析 

教学单位重视对教师学情分析方面的培训，教师自身要加强对学

情的分析，了解生源的特点、学习基础和学习习惯，从而把教学内容

与学生专业、兴趣点结合，使教学内容与就业岗位能力、职业素养对

接，促进学生重视所受课程的学习，提升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生的自我评价数据表明学生能够对自我进行清晰的认知，从一

定程度上也能够反应出学生个体想提高与教师、同学的互动意向，教

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考虑研究多种教学互动活动，吸引学生参与课堂

的各项教学互动活动。 

2.提升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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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加强对学生了解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沟通能力、调控情

绪的能力，与学生多交流、多鼓励学生，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重视

师生间的情感共鸣，帮助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使学生与教师、与课程建立积极的情绪。 

三、学生信息员信息反馈工作总结 

依据《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教

职成厅〔2015〕 2 号 ），《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指导方案（试行）》（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关于全

面推进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的通知》（教职成司函

〔2017〕 56 号）等政策文件，按照学校主管领导的工作指示和要求，

在学校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教学督导中

心对原有《学生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制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教学

单位针对学生反馈问题自我诊改的环节。本学期，该制度在各教学单

位的支持下已经实施。其中，财经、电子与信息、康养、商外、学前、

智能制造六个二级学院的学生反馈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学生的需

求，财经、电子与信息、康养、商外、学前、智能制造、基础部、马

院八个教学单位针对学生反馈问题，提出诊改措施并实施了自我改

进，按照规定日期向教学督导中心提交了相关材料。该项活动有力地

支撑了我校教学工作的闭环管理，支持我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持续

完善。下一阶段，教学督导中心也会对各教学单位诊改效果进行跟踪。

为此，教学督导中心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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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学校职能部门以学校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为

基础，优化工作流程、厘清岗位职责，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效率，

做好统筹、服务、指导和保障工作，支持教师集中精力搞好教学。 

希望各教学单位落实好质量保障责任主体的地位，关注师生发展

的诉求，本着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的初衷，支持学生反馈出教学中

的客观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保护好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前提下，积极采

取措施解决问题，提升本部门的教学质量。 

希望各位教师客观看待学生提出的问题，认识到提出问题的学生

是被教师授课内容吸引，目的是渴望学好该门课程，从而在教学中主

动反思和监控自己的教学行为，加强与学生们交流沟通，帮助学生高

质量完成学习任务，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