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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教学督导组工作 

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督导组听课情况总结 

一、督导过程总结 

本学期学校督导组成员主要采取随堂听课形式进行课堂教学检

查，听课时数 180 节次，听课重点对象为新进教师、青年教师，其

中新进教师听课时数占比 60%左右。学校督导组成员对部分教师的

教学情况当场进行了沟通、反馈，对所有听课、巡查对象的课堂教

学、实践教学情况事后均进行了书面反馈，书面反馈表 180 份。 

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学校督导组不定期、随机巡查了实验教

学。本学期巡查了北校区 1、2 号实验楼、汽车实训基地；检查了

南校区实验（实训）场地的实践教学情况。共检查实验、实践、实

训课 40 余节次。 

二、教学督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青年教师的基本功不够扎实，教学方法急需改进，教学技能亟

待培训提高。目前青年教师教学中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教学基本功欠缺。基本概念讲授不清楚，表达不准确、欠

生动。有个别教师备课不认真，准备不充分，课堂上出现错误，一

时不知所措；二是内容不够熟悉。教材没有吃透、没有消化。有教

师课堂上照本宣科，讲析重点不突出，难点把握不准；三是课堂教

学行为不规范。有教师边讲边写，背对学生。有教师整节课坐在电

脑前盯着电脑屏幕。教师姿态不自然，讲授不够流畅；四是黑板书

写不规范，板书潦草。制作的课件质量不高，有错别字，个别教师

的课件陈旧，内容没有补充、更新，没有发挥应有的多媒体功能； 

五是课堂缺乏互动。教师课堂讲授时，不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教学方法单一、机械，唱独角戏，满堂灌，课堂沉闷，缺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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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艺术性；六是课堂管理意识薄弱。有教师只埋头讲课，对学生

迟到、课堂上玩手机、接打电话、吃东西等现象视若无睹或置之不

理；七是有教师上课不带授课教案、讲稿。 

（二）教学管理不到位 

从督导组检查中发现，教学管理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

教学单位领导经常深入课堂听课、了解教学情况的不多。听课过程

中发现 4 位教师上课迟到（5 分钟之内）或课中离岗；二是教学单

位对新进教师的传帮带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新教师缺乏指导

教师的指导帮助；三是有教学单位因教学任务重，新进教师承担课

程过多而忙于应付教学，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三）实验教学管理不到位 

实验实训课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尚需进一步加强。教师在机房上

课疏于管理，很多学生在电脑前玩手机、听音乐、玩游戏。实践教

学中有的教师指导不够认真，随意性较大；个别教师课中离岗；实

训场地管理不规范，设施器材放置零乱；室内不够整洁卫生，桌上

堆着食物与饮料盒等等。 

（四）学风问题较为突出 

学生旷课、迟到现象较普遍；学生课堂上打瞌睡、玩手机、干

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情等现象较为多见。 

（五）体育课管理待加强 

体育场地紧缺，教学管理松弛。教师准备不到位，教师课前器

材准备不到位，不能准时上课。教师管理不严，学生玩手机、训练

不认真。个别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缺课、迟到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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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学校督导组 

抽查期末试卷情况 

学校督导组按照教学质量监控主要环节，调取了 2017 年 7 月

2016 级期末考试试卷，进行了了专项检查。本次抽查了 22 个本科

专业 27 个教学班级 16 门课程试卷，共 1242 份。抽查中发现四个

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命题质量待提高 

题型有待优化、多样化。有的试卷题型不够多样，分值占比不

够合理。客观题占比过大，主观题题量少，分值占比不到 25％，尤

其是选择题、判断题题量偏大。A、B 卷的重合率超过 30％。题量

大小、难易系数控制不当，导致有的试卷题量偏大，学生很仓促，

来不及检查，而有的试卷则相反。从卷面得分看，及格率低。其中

大学物理两个班的及格率分别是 48.57％、49.57％，微观经济学 2

个班的及格率分别是 45.95％、45.48％。 

二、评阅标准不规范 

试卷答案、评分标准不够具体，判分随意。尤其是主观题、计

算题的评分细则比较笼统，得分与扣分标准不客观、公正；大致、

相似相同的解答，得分差异较大；有的有知识点、关键点，但不十

分清晰；简答题扣分随意，不按答案评分标准判分。 

三、评阅复核环节有缺失 

计分统分错误多，复核不负责任。抽查的试卷每个教学班的计

分、统分都有错误，有的触目惊心。某教师本人命题、阅卷的两个

班试卷，不仅存在判分错误，而且计分、统分也问题多多。督导抽

查中发现 2016 自动化 2、3 班的试卷有判分、计分、统分错误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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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16 份和 15 份。从发现的种种错误来看，复核老师没有履行复

核的职责。 

（四）评阅管理不到位 

阅卷管理存在缺失。评分工作草率，分数随意涂改。抽查发

现，几乎每个班级的试卷评分、计分都有涂改现象，但是阅卷人、

复核人没有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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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 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学信息员表彰暨

2017－2018 学年学生教学信息员聘任大会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下午，我校 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学信息

员表彰暨 2017－2018 学年学生教学信息员聘任大会在致远楼 108

教室举行。2016－2017 学年优秀教学信息员及 2017－2018 学年学

生教学信息员参加了会议。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领导出席会议并

讲话。 

本次会议对 2016-2017 学年在学生教学信息反馈中表现优异的

34 名教学信息员进行了表彰，聘任何松芝等 373 名学生为我校

2017－2018 学年学生教学信息员。会后，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对

2017－2018 学年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了工作培训并发放了工作手

册。 

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 

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工作总结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现将 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开展学生

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情况总结如下： 

一、信息反馈的基础数据 

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组织全校学

生教学信息员开展了教学情况反馈工作，因我处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学生信息员的信息收集工作仅开展两次。本学期共收到学生教

学信息员发给我处的《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

表》239份，各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反馈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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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反馈的处理 

我处对两次收集的 239 份反馈信息进行了整理，同类问题进行

了合并处理，获得有效信息 154 份，其中涉及教学单位的反馈信息

109 份，涉及职能部门的反馈信息 45 份，教辅部门 1 份。上述有效

信息，通过《学生教学信息员教学信息反馈函》发给相关 9 个学

院、4 个职能部门及 1 个教辅部门，并要求相关部门单位在规定时

间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三、信息反馈分析 

我处通过对 154 份涉及教学、学生管理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的

有效信息进行分析，具体情况汇总如下： 

（一）教学方面的评价 

1．教师职业素质较好 

教师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热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

序号 教学单位 
学生教学信息员

（人） 

信息反馈

（份） 

1 管理学院 72 37 

2 航空旅游学院 28 38 

3 机械工程学院 48 52 

4 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74 44 

5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35 5 

6 能源与建筑环境学院 36 12 

7 计算机科学工程学院 29 17 

8 外语外贸学院 24 34 

9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27 0 

合计 37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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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为师勤恳，教学态度积极，精神饱满热情，关心学生的德育成

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职尽责；辅导员和老师对学生的期末成绩

特别关心，积极地提供各种学习资料；教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作

业有交收，也有批改，主动在课外时间专门设置辅导课.（如：董锦

华老师）。 

2. 教师教学态度认真 

教师备课充分且内容丰富（如：吴珂、莫燕凤、李巧茹、刘锋

利、颜思玉、王静等老师）；教师能结合现代多媒体授课，教课内

容新颖，教学生动，让学生能够最大限度的接受知识；对于学生的

疑问，做到耐心讲解；教师课堂迟到、打电话等现象几乎没有，课 

堂效率高；教师善于采用引导方法来引导学生采用不同方法简化解

题（如：黄逸飞老师）。 

3. 教师教学方法多样 

教师根据本课程知识结构的特点，重点突出，通过例题使知识

更条理化（如：蒙歆媛老师）；教师能注重知识与实践结合，采取

课堂案例教学或课后学生找案例结合课本分析等方法加强学生的教

学实践，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注重课

堂口语和听力训练，采用英语演讲，英语话题对话等方法让学生参

与到课堂教学（如：唐姬霞老师、零春老师）；课堂教学中教师能

注意与学生的互动环节（如：罗文军老师）；课堂讲解与练习并重

（如：李志梅老师）；教师以专题来讲解教学内容，突出内容之间

的内在联系，结构清晰（如：王耀鸿老师）；通过课间英文歌曲欣

赏及电影放映等方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有教师知识讲授能从一 

点拓宽到一连串的多个知识点，从广度中求深度；采用提问式教

学，让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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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管理较严格 

多数老师能经常点名，并对学生出勤采取一些相应管理措施

（如：王先老师）。 

（二）学生管理方面 

学生听课总体状况良好，态度端正，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认真

积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三）信息反馈中的主要问题 

1. 教学条件方面 

⑴ 机房、实验设备待维护和改善 

有部分信息员反映机房的电脑有使用问题（如：明志楼 1423b

机房），有些电脑不能开机，有些键盘托有损坏；部分多媒体教室

音响设备不好；实习车间设备太少，游标卡尺不能精准量出尺寸；

实验室有烙铁坏了；实验室元器材有破损或不足，需要精密测量数

据的实验因器材破损而影响实验数据或无法完成实验；模电实验室

设备故障多，导致实验结果有出入；示波器无法输出波形（在正确

操作的情况下）；电路板有些插口损坏；多媒体语言实验室部分电

脑、麦克风、耳机有故障。  

⑵ 校园网络不通畅 

机房实训，网络不好，下载软件需要浪费很多时间，需要联网

的课程因网络问题而不顺畅；学校网络选课经常出现服务器繁忙现

象，影响选课顺利进行。 

⑶ 教学设施不足 

有学生信息员反映北校区缺少足球场地；学校运动器材不足；

提供学生学习场所有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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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管理方面  

⑴ 调停课管理不完善 

节假日补课、公假调停课以及航天日的补课对学生课后学习安

排有影响；兼职教师调停课现象较普遍，有时调停课通知没有及时

下达。 

⑵ 排课安排不合理 

信息员反映有些班级课表安排不合理，一方面是学期课程安排 

不合理，有的学期课程过满，有的学期比较轻松；另一方面是课表

安排不够合理，有时一整天只有 1-2 节课，有时一整天都是满课。 

⑶ 考试环境不理想  

考试监考中，有些老师一直走来走去，影响考生的答题；女教

师高跟鞋在监考中影响较大；部分监考老师在考试期间交头接耳，

声音较大；有监考老师整个监考过程都在提醒学生不要作弊，提示

过量，影响答题思考。 

⑷ 专业课、考查课不够重视 

有信息员反映专业考试课或考查课在考试过程中，老师监管不

到位，监管松懈。老师在课堂中也表现出对专业课或考查课不太重

视，造成学生对某些专业课或考查课的学习不够重视，上课期间不

认真听讲，玩手机，或者做与课程不相干的其他事情。 

⑸ 课程设置与实践环节 

有信息员反映专业培训讲座相对较少；现有选修课不能完全满

足学生需求，建议增加一些包括心理学在内的选修课程。实训课程

的环节安排不严谨。 

⑹ 纪律管理松懈 

老师疏于课堂纪律管理。有些老师只管上课，不管课堂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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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堂玩手机、睡觉、开小差、迟到，甚至不上课的同学没有进行

严格管理；有的老师很少点名；要求布置作业的课程，作业布置量

较少。 

3.教师教学方面 

⑴ 教学方法待创新 

有信息员反映部分教师授课方式有待创新，有些老师授课欠缺

师生互动，自顾自讲，没有与同学们进行交流，课堂气氛不活跃，

教学形式单调、死板；有老师照本宣科、上课念 PPT，有的 PPT 的

内容跟课本内容不一致，导致教学效率低；有的教师作业布置形式

单一，作业布置 PPT 过多；有老师课程授课方式为学生自制 PPT后

上台讲解，该教学方式使学生只集中关注于本小组的项目内容，

PPT 展示后对其他组的内容毫无接触。 

⑵ 教学内容讲授欠佳 

有教师对一些理论性较强课程讲授时，内容讲授不清晰，内容

跳跃过大，重点不突出，缺乏逻辑性，学生听不懂；针对某个话

题、问题没讲清楚就跳到另外的问题；有教师内容讲授的针对性不

强，知识传授达不到预期效果，造成学生学习吃力；有的课程讲授

内容与学生需求不符（如：课程《英语研究论文写作指南》的教学

内容主要围绕科技论文，而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需求有差距）。 

⑶ 教师教学能力待加强 

有些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不够强；有教师授课速度过快或过

慢；有个别老师讲课声音小、板书字体太小，有的板书过于潦草。 

4.学生管理方面 

学生普遍关注的是学风建设问题，有 20.92%的信息员关注到这

个问题。学生信息员普遍反映学校学风比较散漫，课堂纪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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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学生逃课、迟到，上课睡觉、玩手机现象很严重，并且影响到

其他学生课堂学习，甚至有学生在宿舍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

影响舍友学习和休息；学生学习自主性缺乏，学习计划不能按时完 

成；学生写作业内容大都相同，自己思考做作业的同学越来越少；

早晚自习纪律比较松散。 

5.其他方面问题 

北校区的取款机有点少，取钱时有点麻烦，且有时出现故障而

不能取款；有女生宿舍水压不稳定。 

（四）信息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017-2018 学年，我处聘请了 373 名学生信息员，因此项工作

接管较晚，加之学生信息员较多，出现了以下待改进的问题:     

1. 在 2017-2018 第 1 学期，学生信息员的反馈工作在期初到

期中时段略有不畅，有些信息没有及时处理。 

2. 在信息反馈中，因某些原因，学生信息反馈内容过于笼

统，没有明确主要问题指向。 

3. 信息反馈表填写不够规范，造成信息收集、整理难度，降

低了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