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20—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 

阶段性教学督导工作情况总结 

(9 月份) 

学期初，在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会议上，童加斌副院

长作了《向课堂教学要质量》的专题报告，明确指出学院应以教

学工作为中心，教学工作以课堂质量为核心、以课堂教学为突破

口、 以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优秀人才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

院教学督导坚持以督促导，督导结合的原则，本学期积极探索教

学督导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全院掀起人人争质量、人人要质量的

氛围。现就 9月份教学督导工作总结如下： 

一、严格执行听查课制度不能变，促进教风学风转变 

在《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的基础上，本学

期学院又出台了《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查课办法》和《随州职业技

术学院听课办法》，由教务处牵头联合质量管理处、学工处组成联

合听查课小组，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开展了对全校课堂教学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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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全过程查课及听课行动，经过一个月的实施，对规范教学管

理、促进教风学风转变取得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听查课情况

汇总如下： 

（一）线上查课实施情况、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

施 

1、制定了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质量管理处、学工处联

合线上查课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查课记载表及每月查课安排表。 

2、召开了教务处、质量管理处、学工处全体人员线上查课培

训会。重点就监控室设备的操作方法、解读了《随州职业技术学

院查课办法》，对联合查课安排情况、时间要求、线上查课记载及

信息反馈作了详细说明。 

3、拟定了线上查课工作规范。查课时间为学校正常教学日第

一节至第八节课，针对的是所有的监控教室，以大专班为重点全

覆盖，中专班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每周由三个处室的一位处长负

责对查课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查课值班人员每天实行“三对”

和“三记”工作制，“三对”即依托监控视频、对各教学业务单位

总课表进行查看、对班级学生人数进行查看、对上课教师进行查

看；“三记”即记录查课记载表、记录当天教师及学生上课情况、

记录当天汇总数据。做到异常情况及时向听查课负责人及各教学

业务单位教学办主任反馈和核实。 

全院截止 9 月 30 日开课的大专班级共 49 个，学院线上查课

办公室（学校监控室），能监控的教室及实验实训室（含中专班）

共计 44 个。联合听查课小组共 14 人轮流值班开展线上查课共计

25 天，通过查课全面了解了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规范、课堂教学秩



序氛围及学生课堂上的学习状态。 

4、线上查课的效果体现在：各教学业务单位教学秩序良好；

教师能够按时到岗，准备充分，无迟到、早退现象；学生迟到、

旷课、早退、睡觉及玩手机等现象较以前明显减少，课堂学习氛

围日渐浓厚。 

5、查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少数教学业务单位总

课表变动较频繁、部分教师临时更换上课地点，给查课带来不便；

学生上课睡觉、玩手机现象仍然不能杜绝，其中以中专学生最为

突出；部分查课值班人员记载了查课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及时

与各教学业务单位教学办进行核实；因合作办学单位撤除多媒体、

部分多媒体教室设备老化及部分教室原就未配备多媒体设备，不

能做到所有上课的教室、实验实训室监控全覆盖。 

6、改进措施：一是加强业务学习，教学管理精细化。力求做

到实施有方案，过程有监控，行动留痕迹，效果有反馈。二是针

对教学单位总课表变动及教师更换上课地点的问题，进一步加强

与各教学业务单位联系和沟通，及时核实情况并进行反馈，如教

师未经报批随意停课，经与教学单位核实后要按照《随州职业技

术学院教学差错和教学事故认定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三是

进一步规范调课行为。要求严格执行《随州职业技术学院调课管

理规定》，调课手续需提前报教务处备案。四是查课值班人员对查

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与各教学业务单位教学办核实。五是争取学

校支持，完善多媒体教室。根据对各教学业务单位对多媒体教室

维修、新增情况的最新统计，目前还需添置 31套多媒体设备和 117

间教室视频监控设备。 



（二）听课实施情况、实施效果、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1、学院层面制度先行，每周听课安排及时到位 

学院在开学初制定了《随州职业技术学院听课记载表》，重点

从教学环境、课堂教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教学评价和诊改建

议五个方面进行定性评价；结合听课人员及听课任务要求，安排

听课表。严格执行学校领导每月听课 1课时，中层干部每月听课 1

课时，教务处、质量处、学工处工作人员每月听课 2课时的要求；

回收了部分听课人员听课记载表及电子记载表。9月份共安排了

59人次听课，回收听课记载表 36份，听课听课对象为 9 个教学业

务单位所有任课教师。 

2、各教学业务单位听评课实施情况良好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设置了五个听评课工作小组开展听评课，

9 月累计听评课 82 节次。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制定了《听评课制

度》并进行补充和完善，实现听评课教师全覆盖，并对所有教师

进行了分类量化要求。每周六下午由教学办统一发布下一周听课

任务安排，期间定时敦促执行，每两周对听课情况进行收集、统

计、公示，对未按时按量完成听评课的教师在学期末教学综合评

教中相应项目将扣分；汽车与机电工程学院制订了每周听课安排，

汽院领导每周至少听 1次课，其他人员每周至少听课 2节。9月听

评课的重点是加强对新进教师及初级职称教师的听评课工作；护

理学院制定了查、听课制度，每周安排不同人员进行听评课。9

月份，护理学院教学办共安排 59人完成 266人次听课；医学院制

定了《医学院查课办法》、《医学院听课办法》，每周五安排下周听

课计划，查课、听课、评课全覆盖，做到了“三听”、“三反”、“三



评”。9 月份，医学院教学督导小组总计安排 120 人次查课，每周

公布查课情况。听课评课 75 节，听课教师 21 人次，其中学院中

层干部听课 15 节，医学院中层干部听课 40 节，辅导员、班主任

听课 37 节，任课教师听课 16 节；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按照学院

听课办法，教学办每周发布下一周听课任务。要求分院中层干部、

教研室主任、普通教师走进课堂，每人每周听课 2 节以上，及时

进行交流探讨。对 19级扩招班级，利用云课堂督导巡课，进行课

堂教学检查；公共课部的听课活动以讲公开课的形式进行，要求

每位任课教师本学期至少讲一次公开课。9 月份共组织了 19 次公

开课活动，共有 18 位教师完成了讲公开课任务，科目涵盖了目前

已开课的所有课程。听课组成员每周听课 2 课时，各听课组组长

负责督促其小组成员按时参加听课活动。专任教师每学期至少听

课 8 课时。每两周对听课情况进行一次公示。为了便于对教师进

行量化考核，在学校制定的听课记录表的基础上增加了课堂教学

评分项目,要求听课教师依照评分标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

所听的每堂课进行量化评分；马克思主义学院 9月课程为 18级线

下中专生的课程，共 2 门，全院一共 6 个教学班，7 名上课教师。

9 月份每周安排督导听课 2 次，目前已听课 10 人次；网络安全与

信息中心每周集体听课 2 学时，严格落实听课查课制度，实现查

课听课全覆盖，重点了解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应用，并对

每位教师的课堂质量给予书面评估，课后向老师进行反馈。 

3、听评课的效果如下：一是各教学区域卫生、文化墙等教学

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二是教师按时上课、听课、大多数教师精心

设计课堂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熟练。部分教师开展了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引入了新知识，融入了德育教育，真正做到教书

育人。大部分教师做到了“三关注”（关注课堂纪律、关注教学秩

序、关注教学效果）。三是大部分学生按时上课，课堂上学习认真，

积极思考问题，课堂气氛较活跃，课堂学习氛围好。四是听课后，

听课教师与任课教师进行了交流及反馈，促进了教风学风的明显

好转。 

4、听课中存在的问题：一是部分领导和听课人员因临时有事，

没有按时听课，事后也未进行补听。二是少数同志听课记载表没

有及时上交。 

5、改进措施：一是主动与院办对接，促进全员听课制度更好

地开展。二是加强与听课人员的联系，及时回收电子听课记载表，

并进行收集、整理及分析。三是加强对各教学业务单位听课情况

的检查与督导。四是任课教师要增强责任感，提高质量意识，加

强业务学习，增加知识积累，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五是要求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让学生

在学中做，在做中乐。 

二、开展期初教学督导，抓好常规教学质量监控 

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新学期教学工作准备情况，保证教学工作

正常有序开展，质量管理处在 9 月 2 日--16 日组织开展期初教学

督导检查，重点对教师到岗情况、学生到课情况、人才培养方案

的执行情况及期初教学准备情况（教学设计、教案、教学日历）、

实验实训室的准备情况、新进教师的授课情况等进行督导和检查。 

（一）各教学业务单位创新督导机制、探索教学督导的新思

路、新方法，效果显著 



各单位督导工作积极推进，并逐步形成自身特色。部分举例

如下：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多次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加强学习严肃工

作纪律，全体教师分批次进行诊改方案汇报，结合诊改工作的要

点对督导方案进行调整，将诊改方案融入到督导工作中，以如何

向课堂要质量为基本重点，认真负责地做好教学督查、听评课等

工作。将教师授课进度计划列入必查项，督查是否将课程诊改方

案融入课程，是否以学生诊改目标为培养目标；监督执行例会文

化，以每周一下午党政联席例会为平台，以诊改思维导图为依托，

对诊改工作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汇报校验；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不仅关注教师教学资料准备情况，教学

过程实施情况，还对学生学习状态、教学设备、仪器工作情况进

行监管，对教室卫生及学习环境等问题进行清理排查，发现问题

及时通报并整改。开展督导以来，学工办随机抽取班级学生进行

交流谈话达 30人，从学生层面了解课堂教学中存在各类问题，并

在教学总结会议上进行公布。坚持课内和课后督导相结合制度，

把作业（作品）完成情况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重要内容，要求所

有课程必须布置作业，做到线上评价和课前点评相结合，利用作

业引导学生课后巩固学习成果。坚持学生活动契合专业建设发展

制度，院系举行学生活动必须契合专业来进行，以提升学生对专

业的认知程度和理解能力。学前教育专业以幼儿园互动和支教活

动为载体开展课余活动；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以“穿针引线”为

载体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教育和劳动活动； 

医学院探索建立了医学院教学督导体系，初步构建了“四个



三”教学督导体系。三巡，每天早、中、晚随机巡查三次；“三听”，

听教学内容（含授课计划）、教学方法手段、医德（医学人文素养）；

“三反”，学生每周反馈教师教学异常情况、任课教师每周反馈班

级学习情况、班主任每周反馈学生学习情况；“三评”，教学管理

人员评教、学生评教、教师互评。抓教学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

况和课堂教学规范的落实情况，着重检查任课教师到课、备课和

课件的准备情况。每 4 周形成“当月课堂教学情况”材料，每学

期形成教学质量分析材料。  

（二）期初教学督导中发现的问题 

目前各教学业务单位教学督导运转正常，能够按照教务处和

质量管理处安排完成正常督导。但是在督导工作中还是发现一些

问题，梳理如下： 

1、部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有待提高、备课不充分、知识更

新不足，存在照本宣科现象； 

2、部分教师对于新开课程不熟悉，教学模式单一、呆板，教

学内容与岗位技能结合度不够，课堂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有限，

缺乏课堂活力与激情； 

3、部分教师参与听评课主动性不足，应付态度明显，不愿意

指出问题或者找不出问题，使督导工作流于形式； 

4、部分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力度不够，学生上课迟到、

玩手机、睡觉现象较多，教师并未进行管理和约束，部分教师只

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仍然存在； 

5、各教学单位虽然对新进教师都开展了“一对一”“老带新”

等工作，但是在授课技巧、学生管理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学习； 



6、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教学条件老旧，已经无法满足教学

要求。 

（三）改进措施－－五加强、一改进 

1、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可通过以老带新、主题讲座、短期培

训等对任课教师进行信息化教学、专业知识的培训。 

2、加快重点专业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如学习培训、转专业学

习，抓紧评聘专业带头人、专业负责人和双师型教师等。 

3、加强教师课堂管理。授课要活跃课堂气氛，改进教学方法，

授课内容要拓展课外知识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问时要加强对学生

的引导，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和主动性。要把传统教学和现

代教学方式相结合，关注课程效果，注重教学情怀的引导，营造

良好的教学环境。 

4、加强学生管理。各学院要加强学生学习的监督管理，辅导

员要注重督促学生上课出勤率。授课教师要应该严格课堂纪律管

理，制订督促提高学生出勤率的相关措施，激励学生上课积极性。

对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要及时提醒，对上课在做其他事情的学

生要及时制止，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学习上来。 

5、加强学习，增强教师规范意识，进一步强化师生“四风”

（师德师风、校风、教风、学风）意识，使每位教师树立“课大

于天”的观念，将主要精力投入教育教学中，提升教学质量。 

6、改进部分专业教学条件，满足教学要求。 

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的根本，提高教学质量是一个

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工作的各方面和各职能部门。教学督导是

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教学督



导机制，正确处理和妥善协调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在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巩固和推动学校发展的客观需要。 

质量管理处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教学督导工作：一是使

用教学新理念服务督导工作。顺应国家发展潮流，把握职业教育

发展特点，不断提升我院教学督导质量。二是加强沟通，拉近督

导人员与教学业务单位、任课教师之间的距离。树立以人为本的

理念，注重工作中对任课教师的人文关怀。三是积极探索职业教

学新模式，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实效。更好地厘清“督”与

“导”的关系，由重“督”向重“导”转变。重视导向的转移，

对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改进的好办法，

更好地帮助教师有针对性地反思自己的教学，促进其尽快提高。

四是积极开展各类调研活动，倾听老师学生难处，坚持目标导向、

效果导向、问题导向，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大胆创新，争创

特色，不断探索教学质量管理监控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