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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动态】 

（1）学校领导督导线下实践教学工作 

6 月 3 日是部分学生返校复学参加实践教学活动的第一天，上午

学校党委副书记嵇芹珍带领教风学风督导室人员和相关院部督导负

责人前往智慧商科和实训楼督导线下实践教学工作。在实训场所，嵇

芹珍详细询问授课教师防控措施，叮嘱授课教师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创

新实训课程开展方式，叮嘱参加实践学习的同学佩戴好防护口罩，做

好防护工作，并询问学生在线学习情况。 

实践教学督导以后，嵇芹

珍围绕线下实践教学提出以下

要求：第一，全面落实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织

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继续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在确保

学生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开展线下实践教学工作，实训场所要保持适宜

温度，教室要保持通风状态，参加线下实践学习的学生要间隔就座，

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做好线下实践教学和线上理论

教学的有机衔接，线上教学既是应急之策也是未来趋势，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因各种因素的影响学习效果需要线下实践的提升，要利用好线

下实践教学环节查漏洞补短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真正做到线上

教学和线下教学有机互补，促进线上线下学习等质同效。第三，做好

线下实践教学课堂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学校教师要紧紧抓住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肩负起“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使命担当，以学

校课程思政改革为契机，主动投身教学改革与创新，主动适应新的教

学模式，探索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方式、方法和有效途径，

将线下实践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起来，全面提高线下实践教学的

质量，提升学生学习满意度和获得感。 

（2）学校开展多元化线上督导活动 

 2020 年春季开学以后，学校按照教育部“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

学”的要求组织线上教学活动，教风学风督导室按照疫情进展主动适

应线上教学需要科学配置督导力量，调整督导方式，规范教学秩序、

确保教学质量。学校教师包括学校领导和普通教师按照学校统一部署，

即使一个学生进教室也能够有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课堂教学、

线上教学和实践教学进展顺利，疫情防控期间没有发生教学事故和意

识形态安全事件，实现了教学秩序平稳运行。 

 

  教风学风督导室针对授课平台多元、教师授课时间灵活的特点，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每周开展云巡视，由学校分管领导、二

级院部督导组成员、教风学风督导室组织对课程教学运行情况进行抽

查。二级院部根据在线教学情况进行汇总，做到督导、指导与服务相



结合，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教学质量。 

 

  教风学风督导室针对学校复学以后疫情变化新情况，及时调整督导

方式，实行线上督导和线下督导并行，组织相关督导进入学校可视化

课堂教学管理中心实施远程随机听课，通过电话与相关教师进行沟通

交流，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的课堂教学督导评价工作在

确保督导安全基础上保证不断线，推进教学督导监控闭环运行，实现

了“云课堂”高质量教学。 

  教风学风督导室立足“以学生为本”，充分利用 QQ群和联系电话紧

密联系学生信息员，根据学生是云课堂教学的参与人、教学过程的体

验人和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人的特点，为充分发挥学生信息员作用，



及时了解教师线上教学情况和课堂实施情况，利用腾讯在线文档每周

组织学生信息员填报教师授课情况，学生信息员积极配合督导工作，

及时收集并报送班级教学信息并发送相关截图，针对学生教学信息员

反馈的情况，学校进行分析、汇总，并反馈给相关教学院部。学生信

息员参与线上督导过程有利于弥补督导漏洞，及时发现和解决在线教

学管理、督导运行等方面的问题，促进了线上教学平稳运行。 

 

   （3）学校组织线上教学满意度调研活动 

    为全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落实“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线上教学参与者、线上学习体验者和线

上学习成效评价者的作用，教风学风督导室面对全校同学开展征集

“2020 年春季在线教学学习满意度调研问卷”，学生围绕教学基础条

件、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过程、教学质量、学习效果、教学效

果、意识形态安全等主题展开调研设计，经过教风学风督导室梳理、



整合形成在线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通过学生信息员 QQ 群向全校学

生展开调研。 

   本次调研共有 1266 名同学参与，调查内容涉及“授课平台”、“授

课资源”、“互动方式”、“学习效果”等内容。结果显示，教师按照授

课计划完成度高，学生对讨论式互动接受度高，直播和混合式教学容

易接受，整体教学满意度达“一般”以上体验合计达到 97%，教学满

意度提升还有巨大空间。（具体调研结果见“【督导信息公开】2在线

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结果） 

【院部督导】 

（1）工管学院召开线上学生座谈会 

5 月 16 日晚，工商管理学院在腾讯会议平台召开了线上学生座

谈会议。周爱群副院长（主持工作）、刘亚副院长、章尧东副书记、

刘薇老师，18、19级各班返校学生代表、未返校学生代表共 24 人参

加了会议。 

会议由刘亚副院长主持，会议主题为：如何进一步做好疫情期间

线上教学、管理工作。刘亚副院长首先明确此次学生座谈会的目的和

意义。指出学生座谈会是学校教学反馈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是听取

学生对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中，各班学生代表积极发言，征集了班级同学反馈的意见，

集中反馈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尚未返校学生具体返校时间；



顶岗实习安排；保险费、住宿费退费问题；宿舍防霉工作；人人出彩

学分；在线连续授课时间过长等。 

刘亚副院长对顶岗实习安排等问题作出解答，并表示对学生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学院将进行梳理、研究，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学习生活

中的问题。 

章尧东副书记针对学生分批次返校、退费、宿舍生活用品寄回、

人人出彩素质育人体系学分等问题按照学校相关要求，给与学生明确

解答，并介绍了已经返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安排。 

 

周爱群副院长（主持工作）最后对同学们提出了三点要求：1.

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2.希望同学们继续做好线上学习，注意发挥

线上学习的优势，克服线上学习的不足。3.统筹安排，利用好疫情期

间学习、生活的整块时间，做好“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全面提升。 

此次座谈会学院和学生构建了和谐的交流平台，促进了沟通，增

强了了解，对学生工作和教学管理工作优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有效课堂认证混合式教学模式研讨 



  有效课堂认证是我校

2020年重点工作，如何把

“线上”和“线下”混合

式教学融合起来，如何发

挥“线上”讨论的优势和

“线下”的情感交流，如

何使教师“乐教”和学生“乐学”？ 5 月 26 日下午 2 点 30 分，在

S1-107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围绕“混合式教学”展开教学研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全体专兼职教师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直属党支

部书记桑雷、副院长程向阳参加了此次研讨。 

此次教研活动主要讨论两个内容。一个是现有的教学计划如何融

入线上教学,是否线上和线下分开设定。二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有效课堂认证整体设计如何撰写。于

兴艳老师首先发言，她结合自己的线上教学的感受，认为在“美丽中

国”和“全面依法治国”章节非常适合线上教学，在疫情期间这两个

章节的内容学生讨论得非常热烈达到了以往课上教学没有的效果。张

玉英老师随后附议说“美丽中国”是适合线上教学，在她的教学班级

里学生也讲了自己家乡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变化。周导杰老师说

“大国外交”、“全面深化改革”等章节也适合线上教学，尤其是现

在“两会”期间，学生都非常关注。程功老师说，不能把线上和线下

完全割裂，所有的章节都需要线下面对面的授课，我们可以分出一部

分课时作为线下讨论。发展规划处、质量办公室副主任郑毅作为本教



研室的兼职教师说到，线上教学不在教室上课，学生不好管理，应该

是课前线上布置任务、课中线上线下讨论、课后线下完成任务。于兴

艳发表了不同观点，有效课堂有一个标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

任务。以前课上就可以完成的教学任务，现在课前和课后都布置给学

生任务，这是又延长了教学时间，学生负担加重，这是否有效呢？督

导室王行靳老师作为本教研室兼职教师谈到，线上教学教师的压力更

大，责任更重。由于课程的限制，上课的时候会讨论一些问题，如果

线上教学，学生观点不容易掌控。程向阳非常同意王行靳的观点，意

识形态问题千万不能错，线下教学更适合一些。桑雷也作为本教研室

兼职教师重点谈了实践教学的问题。桑雷建议在课内、校内、校外实

践教学方面给老师一定机动时间，利用实践教学带领学生参加校内的

周恩来文化馆和淮商文化馆。张爱辉、华云、张玉英老师也都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关于有效课堂整体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可以围绕假

期编写的有效课堂认证辅助教材展开，相应的授课计划、课程标准、

教案、PPT 等所有内容都需要重新编写。大家还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

有其特殊性，可以根据文件内容对课程整体设计模板适当的改进，使

其更适合课程性质。 

此次教研活动是一次有效的教研活动，在活动中大家各抒已见，

澄清了一些疑问。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授课计划不把线上线下教学

内容割裂，而是在课堂教学中把线上线下内容融合；二是在课内实践

教学的课时中分出一部分给校内、校外实践；三是围绕教研室编写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项目化专题教学教



程展开有效课堂认证。接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将围绕每一个单

元如何设计互动题目，采用何种教学方法等内容进行磨课。 

（3）文法学院邀请校外专家联合指导《幼儿保健》实训 

为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实践环节，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能力

实践技能，文法学院积极探索邀请校外专家联合指导实训教学。近日，

2019级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幼儿保健》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尝

试。文法学院文法学院副院长郁士宽和张鲁明、郝玲两位老师参加了

实训指导和交流学习。 

6 月 16 日上午和 6月 17日上午，邀请婴幼儿保健专家、市中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刘军医生，为 2019 级幼儿发展与健康管

理专业同学开展“幼儿卫生与健康”、“幼儿常见疾病与预防”两项

科目实训指导。6月 16号下午，邀请国家心理咨询师、淮安市心理

咨询师协会副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理事、国

家卫健委师资库专家于洋老师，为 2019 级幼儿发展与健康教育管理

专业室开展“幼儿心理健康与保健”科目实训指导。6月 18日上午，

邀请淮安市延安路幼儿园业务园长张祖艳，为 2019 级幼儿发展与健



康管理专业同学开展了“幼儿园课程游戏化与保健”科目实训指导。

6 月 18 日下午，邀请淮安市石塔湖幼儿园园长吴舒，为 2019 级幼儿

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同学开展了“幼儿园课程生活化与保健”科目实

训指导。 

本次邀请多名校外专家联合开展实训活动，受到了同学们的热

烈欢迎育人和广泛好评。大家通过接受与校外专家的面对面指导和交

流，进一步丰富了自己关于幼儿园课程游戏与保健知识，更加深刻地

了解了幼儿课程生活化与保健的内容，有效提升了幼儿保健方面的实

践技能，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教学效果，为从事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校内教师通过与校外专家联合实训，也进

一步了解相关岗位工作流程，提升专业领域实践技能，为实施有效课

堂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更好地做好人才培养提供服务。 

【督导信息公开】 

（1）督导听课评议精选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后，为适应疫情防控期复学变化，教风学

风督导室变应急性督导为常态化线上督导，组织专兼职督导进行线上

听课和前往可视化中心远程听课，本期内督导共完成 123 人次。本着

“确保线上线下同质”要求，教师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贯

穿“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教育理念，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多元

授课方式，现将部分评议为优秀的教师做法呈现供广大教师学习和参

考。 

1.于志英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钉钉直播上课，插播教学视频，用身边的案

例导入新课，教学中引入了大量的案例，充分利用课程网络资源引导

学生掌握情绪管理的有效方式，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  

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方法有效，讲解仔细，语

言清晰，运用启发式教学，通过不断的提问与学生积极互动，加强学

生的记忆和对问题的理解，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应用 ABC情绪理念的能

力，让学生在留言区参与话题讨论，更多关注学生的参与回答，不仅

能够体现课堂师生的互动，更能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与理解所学内容，

有利于提升学生独立思考、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设置课堂测试题，归纳总结当堂课所学主要内容，学生参与

度高，课堂教学效果好； 

熟悉平台功能及熟练操作，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中，同步插入了

电子板书，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授课内容； 

2.秦媛媛 



 

以案例点评的形式进行复习，同步邀请学生评价，可以鼓励

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复习总结环节中来，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做好课

后复习与总结工作； 

教学 ppt制作精美，充分提供了教学的演示功能，使抽象的

教学有了直观的可操作性，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师不易讲清的

教学难点； 

课堂教学采用思科模拟器逐步进行操作过程演示，便于学生

理解；教师分步演示指导学生同步完成 Web 服务，是实现网络课

堂互动的一个有效方式，学生们思维跟着老师活动起来，充分发

挥学生网络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熟练运用屏幕共享、点名提问、讨论等教学平台功能进行教

学，有利于督促学生保持专注听课，提升教学效率； 

在演示讲解构建过程中，老师同步设计学生参与构建方案的

讨论环节，不仅能够体现课堂师生的互动，更能帮助学生进一步

巩固与理解所学内容，学习效果好； 

学习内容较多，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以某一项目案例为依

http://www.so.com/s?q=%E6%95%99%E5%B8%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5%AD%A6%E9%9A%BE%E7%82%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托，将大的工程划分成若干小任务，逐个完成。教师演示、理论

总结、步骤截图，学生一边观看视频直播一边实践操作、提交成

果、在线提问。借助云班课与学生在线互动，云班课中多有活动

都有课堂表现积分，有效激发学生内动力，主动学习。 

3.王彬 

在开始正式上课前，老师进入 QQ群，与学生进行聊天互动，

了解学生预习状态，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课堂情境。 

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中，老师同步插入了教学课件，精心设

计的教学课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授课内容； 

熟练运用屏幕共享、点名提问等教学平台功能进行教学，有

利于督促学生保持专注听课，提升教学效率； 

该课程的实践性较强，老师熟练运用了 Mastercam.X 软件逐

步演示讲解三维实体建模设计技巧，充分体现了线上教学的特点，

有利于对学生形象思维和空间想象力的培养，促使学生空间概念

更快地形成；  

在演示讲解三维实体建模设计技巧中，老师同步邀请学生参

与设计方案的讨论，在随堂练习中更多关注学生的参与，更积极



的师生的互动，更能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与理解所学内容。 

4.高明文 

 

教师利用钉钉平台进行直播，平台使用熟练，能够通过平台

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方

法有效，课程设置合理，深浅相宜，实际操作多，效果比较好。 

课中利用平台进行讨论、连麦提问，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师生能形成良好的互动，避免了老师单纯讲，学生单

纯听的教学固有模式，学生参与度高，符合“教师主导”、“学生

主体”特点。 

讲授的知识容量比较大，内容全面，授课内容新颖，独到，

有自己的特色，能理论联系实际，大量通过案例教学，讲练结合，

能很好的启发、带动学生的思维，积极地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 

课堂组织有序。课堂氛围轻松活跃，积极调动了学生的兴趣。

学生签到率比较高。 



5.吴芳 

 

利用学习通平台来完成教学任务，平台使用流畅，灵活，课

堂组织的好。从检查学生们的小视频作业, 用讨论导入新课，教

学环节完整；充分利用课程网络资源开展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师语言表述能力好，课

堂讲解层次清晰，教学方法有效，讲解中注重知识的记忆整理，

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利用各种手段有效实施教学互动；注重

启发拓展，鼓励学生利用有关网络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分析、独立

思考和勇于创新，注重培养学生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能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立意十分吸引人，方式创新，

同时，师生间的互动也使课程的效果有明显的提高从课程思政的角度，

和学生探讨这篇课文的时代意义。 

6.左传桂 

采用学习通视频直播的方式展开教学，直播全程流畅，讲解详

细表达规范。 



教学环节完整，过程思路清晰，始终围绕教学目标。教学方

法有效，注意强调和把握重点、突出难点。总结揭示规律，培养

学生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能够从学生实际出发，充分相信学生自己会学。师生关

系平等和谐，尊重学生，对学生有耐心。有学生练习、师生交流

互动，符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 

充分利用课程网络资源开展教学活动，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

教学的特点，熟悉平台功能及熟

练操作，教学过程有序，沟通有效。能够为学生提供较好远程协

助。互动环节设计巧妙，有目的、有设计、有反馈。学生只要按

照教师的设计进行学习，应该可以掌握相关知识点。 

平台运行顺畅；学生出勤率高，师生互动良好，学生参与度

高；学生能够能有效利用教师推送的学习资源自主学习，较好地

完成学习任务。 

   7.沈霞 



 

熟练地利用钉钉平台直播完成教学任务，平台使用熟练，操

作流畅，适合多班教学。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

方法有效，效果比较好。 

教学准备充分，内容熟练，声音宏亮，ppt 制作精美，教学

中通过案例解读枯燥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设问式教学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穿插的互动

能形成良好的互动，符合“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特点。 

 “课前预习布置——课中教学——课后复习”环节完整；充

分利用课程网络资源开展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和考核内容与课程

内容直接相关。例题丰富，讲解细致，学生反馈信息积极，教学

过程有序，学生签到率比较高。 

8. 谢文彧 

 



教师利用学习通结合 QQ群直播混合式，教学环节完整，教

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方法有效，教学内容突出重

点难点。 

上课很有亲合力，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符合“教师

主导”、“学生主体”特点，向学生明晰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 

教师熟悉平台功能及熟练操作，利用各种手段有效实施教学

互动；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效果比较好。 

平台运行顺畅；学生出勤率高。 

9. 顾荣 

 

利用腾讯课堂进行直播，同时又利用学习通平台完成课后的

作业，“课前预习布置——课中教学——课后复习”环节完整；

教学设计能体现线上教学的特点，教学方法有效，教学内容突出

重点难点；效果好。 

上课非常仔细认真，数学是一门难度大、实践性高的课程，

在教学中顾老师利用各种手段有效实施教学互动；注重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组织有序。学生缺勤率低。 

10.管小卫 

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中，老师同步插入了教学课件，精心设

计的教学课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授课内容； 

熟练运用屏幕共享、点名等教学平台功能进行教学，有利于

督促学生保持专注听课，提升教学效率； 

通过随堂例题一步步的设计与解析，能提高学生的理解力，

更好地巩固与理解所学内容；  

教学环节完整，其中导学环节的设计，展示了主要学习内容

及学习目标，能很好地引导学生做好听课准备，突出本课学习重

点与难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前课复习与随堂例题的设计与解析环节中，更多关注学生

的参与回答，不仅能够体现课堂师生的互动，更能帮助学生进一

步巩固与理解所学内容，学习效果比较好。 

（2）在线教学满意度调研问卷结果 

1.截止目前所上课程（实践实训选修课除外），教师是否按照授课计划按时完成

授课任务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235 97.55% 



否 31 2.4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2.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否向同学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抗疫先进典型   [单选

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225 96.76% 

否 41 3.2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3.在线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否结合岗位要求有意识向同学传递岗位规范、职业精

神或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是 1233 97.39% 

否 33 2.6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4.教学平台你认为满意的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学习通 959 75.75% 

中国大学 mooc 565 44.63% 

钉钉 452 35.7% 

智慧职教 615 48.58% 

蓝墨云班课 418 33.02% 

微信群 104 8.21% 

QQ 群 785 62.01% 

其他 125 9.8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5. 对教师教学提供的网络课程资源数量和质量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428 33.81% 

满意 617 48.74% 



一般 206 16.27% 

不满意 15 1.1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6. 授课教师是否会通过学习任务、作业、测验了解学生对网络课程的掌握情况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都会 603 47.63% 

大部分会 529 41.79% 

个别会 123 9.72% 

都不会 11 0.8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7.在线学习过程中，教师授课时常集中在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每节课 30 分钟以下 48 3.79% 

每节课 30-40 分钟 185 14.61% 

每节课 40-45 分钟 1033 8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8. 你认为目前在线学习的强度如何（）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强度大，比传统课堂布置的任务多 283 22.35% 

较大，有些吃力但勉强能接受 496 39.18% 

一般，在能力范围内 462 36.49% 

很小，学习很轻松 25 1.9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9.授课过程中，学生会参与师生互动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积极参加 817 64.53% 

参与较少 413 32.62% 

几乎不参与 36 2.8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0.师生互动中，哪种你觉得效果最好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讨论 963 76.07% 

弹幕 525 41.47% 

测验 401 31.67% 

提问 442 34.91% 

互评 277 21.88% 

其他 209 16.5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1.在线教学中，你觉得体验最好的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直播 639 50.47% 

讲解 400 31.6% 

互动 192 15.17% 

反馈 35 2.7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2.教师与同学在互动沟通的主要方式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教学平台 529 41.79% 

QQ 群 709 56% 

微信群 17 1.34% 

邮件 3 0.24% 

未使用 8 0.6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3. 线上教学直播式（以教师在线讲授为主）、录播式（以观看教学视频为主）、

辅导式（以自学配合答疑为主）、混合式（含直播式/录播式/辅导式 2 种以上方

式）你认为哪种教学效果最好?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直播式 657 51.9% 

录播式 208 16.43% 

辅导式 47 3.71% 

混合式 354 27.9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4.在线教学中，你觉得需要改进的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签到 618 48.82% 

作业 524 41.39% 

视频 554 43.76% 

自主学习 602 47.55%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5.关于未来学习方式，你觉得哪种学习效果更好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完全线上学习 139 10.98% 

线上学习为主 405 31.99% 

完全线下学习 94 7.42% 

线下学习为主 628 49.6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6.在线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你更喜欢哪一种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在线教学 226 17.85% 

传统课堂教学 317 25.04% 

部分课程传统教学，部分课程在线教学 645 50.95% 

无所谓，都可以 78 6.16%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7.你认为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是   [多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网络环境 891 70.38% 

教学平台稳定性 660 52.13% 

教师专业水平和授课技巧 420 33.18% 

学生认真程度 748 59.0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8.在线学习你认为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学有所获 478 37.76% 

一般 730 57.66% 

完全没有收获 58 4.5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19.在线教学中，自己对自己的学习效果感受情况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很好 251 19.83% 

和线下学习效果一样 233 18.4% 

一般 672 53.08% 

差 110 8.69%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20.你对在线教学的整体满意程度是   [单选题] 

选项 小计 比例 

非常满意 295 23.3% 

满意 531 41.94% 

一般 402 31.75% 

不满意 38 3%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1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