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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轻工职业学院文件 
 

鲁轻院教字〔2019〕32 号                  
 

 
2019 至 2020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督导简报（八） 

一、整改反馈 

（一）商务贸易系已对 J6306 机房进行维修，存在问题已解

决。 

（二）体育课外聘教师穆成立已就第十二周周二（3、4）节

调课问题提交书面说明： 

本人是我校外聘体育教师兼学校健美操队的训练指导教师，

11 月 9-12 日作为随队裁判参加第五届中国高职院校健美操比

赛。于 11月 8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学校调课系统对 19市场营销一、

二班进行调课，但调课失败。后续在周二（7、8）节进行了课程

补课。穆成立老师表示以后一定认真学习调课规范，遵守教学秩

序。 

（三）体育课外聘教师杭承刚已就第十二周周二（5、6）节

调课未办理调课手续问题提交书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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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由于口腔牙齿问题的预约就医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经

与上课班级和所在系院联系，将第十二周周二下午（5、6）节体

育课调至第十三周周一（1、2）节。因是新外聘教师不清楚我院

具体调课程序，以后若有类似情况保证严格按学院调课流程调

课，认真遵守学院纪律和制度。 

（四）信息工程系已就 18 计算机迅腾一班外聘王鹏老师的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基础》课调为周晓明老师上课，但未办理调

课手续问题提交书面说明： 

王鹏老师为信息工程系软件学院驻校老师，因家中变故离

职，由周晓明老师接替上课。因周晓明老师未赶上本学期初外聘

教师备案工作，系统中无周晓明账号，无法走调课手续。周晓明

老师在山东铝业职业学院任职，符合我院外聘教师应具备资质，

能够胜任所任课程教学。 

（五）对于外聘教师的教学管理，要求如下：外聘教师教学

由聘任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出现问题由聘任部门承担管理责任。 

二、第十六至十七周的教学督导工作综述 

（一）教学督导听课。教学督导员分组听课 10 人次。 

（二）教学秩序检查。教学督导员轮值对教学秩序每天进行

检查。 

（三）继续开展学生信息员工作。 

三、教学督导听课情况 

表 1  第十六至十七周听课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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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节次 班级 课程 教师 

1 16-2-6 18 计算机混合 Web 数据开发 安敬鑫 

2 16-3-5 
19 物流、19京

东物流 
仓储运输实务 王斌 

3 16-4-3 18 百练二 纳税实务 丁晓娇 

4 16-5-3 18 电气技术二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孙翠芬 

5 16-5-5 19 汽车营销 汽车零部件识图基础 李根标 

6 17-1-3 19 邮轮乘务 军事理论 白静 

7 17-2-3 
19 电商乐百特、

19 国际商务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徐叶菊（外） 

8 17-3-2 16 空乘五专 品牌服装欣赏 石向飞 

9 17-3-3 18 染整五专 应用化学 徐建建 

10 17-4-6 18 世博动漫二 三维动画合成 刘鹏 

备注：“节次”中的数字分别代表第几周-星期几-第几节。 

（一）安敬鑫老师的本堂《Web 数据开发》课，为集中训练

课，教师将训练任务发送给学生，学生练习，教师巡回指导，发

现问题，及时解答，指导有方，学生练习认真。建议教师根据学

生基础，设置训练难度，同时加强课堂纪律管理。 

（二）王斌老师的本堂《仓储运输实务》课，以理论讲授为

主，学生根据教师讲解完成任务书，教师给予归纳点评。建议注

意师生互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教师使用的便携式扩音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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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建议更换或维修；除特殊情况，教师应站着授课，需加

强课堂管理，要求学生集中就坐听课。 

（三）丁晓娇老师的本堂《纳税实务》课，为理论讲授课，

教师上课案例准备充分，内容讲解熟练、透彻，学生听课认真，

回答问题积极、主动，教学效果良好。 

（四）孙翠芬老师的本堂《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为理论

讲授课，教师讲解熟练，教学环节完整，教学内容丰富全面，多

数学生听课认真。建议教师采用学做一体模式，或教学过程中穿

插实物演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五）李根标老师的本堂《汽车零部件识图基础》课，因班

级人数共有 12 人，其中有 3 人长期备赛，4 人参加志愿者活动，

只有 5 人上课，因此教师上复习课。教师讲解条理清楚，动画演

示直观，能够达到教学目的。但本门课使用教材为《机械制图》，

与本课程教学内容不太相符，建议相关专业室研讨订购更加合适

的教材。 

（六）白静老师的本堂《军事理论》课，课件设计完善，内

容丰富，教学手段多样，能够结合当前军事形势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学生听课认真，回答问题积极主动，教学效果良好。 

（七）徐叶菊老师的本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任课

教师专业实践功底较深，讲解熟练，声音洪亮，讲课内容理论联

系实际，通俗易懂，学生能够认真听讲，积极动手查询，教学效

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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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石向飞老师的本堂《品牌服装欣赏》课，授课素材准

备充分，采用观看视频和点评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问题进行归

纳并整理成板书，学生听课认真，教学效果良好。建议教师增加

学生讨论谈感受的教学环节，教学效果会更好。 

（九）徐建建老师的本堂《应用化学》课，为理论讲授课，

教师讲解透彻，分析问题细致、全面，师生互动良好，学生回答

问题认真，教学效果良好。建议教师在本门课授课过程中增强实

验环节，尽量做到学做一体。 

（十）刘鹏老师的本堂《三维动画合成》课，采取学做一体

的教学方式，教师讲解详细，学生动手操作实践积极性较高。建

议教师在巡回指导中，对共性的疑难问题集中讲解，提高学习效

率。 

四、教学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督导要求 

（一）S1212 机房为 19 大数据慧科班机房，位置离我院地

源热泵设备房过近，噪音较大，影响教学，希望尽快迁移。 

（二）第十六周周五下午，机电工程系组织志愿者活动，其

中有（5、6）节上课班级的学生不上课参加活动，影响教学。 

要求各系社团活动尽量在课外活动时间或周六、周日组织，

特殊情况下在上课时间组织社团活动时，应以不影响上课为原

则，组织自习课学生参加。 

（三）第十六周为 19 百练一、二班的整周实训课，周二第

2 节，教学督导员进行教学检查时，发现上课时间有工作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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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内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 

要求各系及任课教师加强实训上课管理，禁止上课时间让校

外工作人员进班办理业务。 

（四）J1301 机房教师机与部分学生机连接不畅，影响教学。 

要求艺术设计系尽快组织维修。 

五、第十六至十七周调课统计（以 CRP 流程中上课时间 2019

年 12 月 9 日-12 月 20 日“原日期”实际调课为准） 

（一）因公调课共 556 节： 

纺织服装工程系 274 节； 

工商管理系 34 节； 

机电工程系 26 节； 

轻化工程系 22 节； 

商务贸易系 18 节； 

信息工程系 92 节； 

艺术设计系 48 节； 

保卫处 2 节； 

党委统战部 4 节 

党政办公室 2 节 

教务处 4 节； 

国际合作与继续教育处 10 节； 

马克思主义学院 18 节； 

招生就业办公室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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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私调课共 44 节： 

纺织服装工程系 0 节； 

工商管理系 10 节（其中 6 节产假）； 

机电工程系 0 节； 

轻化工程系 20 节（其中 8 节产假）； 

商务贸易系 2 节； 

信息工程系 8 节； 

艺术设计系 0 节；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节（护理假）。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      

                           2019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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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12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