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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elf-diagnosi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self-diagnosis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and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
of self-diagnosis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abilit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applies this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cour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ossibl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judg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研究策略
江俐敏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中国
关键词：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研究策略；教学质量

摘要：针对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研究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从教师自身角度出发，
提出自我诊断改进的策略，构建自我诊断研究的评价程序，从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能力和
专业知识结构以及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将该研究内容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对
应用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该方法对判断和提升教学质量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促进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引言
职业院校课堂教学自我诊断是教学质量保证的核心，是办学的根本，作为教学计划中的
重要环节，是当前研究热点[1]。在本质上是区别于教学评价的，教学评价主要是通过院校自
评或者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的方式，对教学效果方面的进行综合评价，对具体的实施进行反
馈，提出改进的建议[2-3]；而自我诊断研究主要是教师通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
以及不足，科学地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一种解决方式与途径，协调课堂教学与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应用及验证的过程，最终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过程[4-5]。
教师的自我诊断相对教学评价而言，就显得更专业和权威，对教学质量的改进具有更准确和
现实的意义。因此，开展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研究对高职院校生存与发展有重要的应用意义与
价值，有必要构建一套合适的自我诊断策略来强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以及高职人才的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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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对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在高职院校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
少，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中。而现行的高职院校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的最大弊端体
现在教师的自身发展，其教学行为、内在素质等对教学质量都有着较大的影响[6-7]。
首先，在当前的高职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理论知识传授的重视程度是普遍大于学生
专业操作能力的，作为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侧重点在于社会应用型的人才，教师注重的
是教学效果，在教学内容等方面很容易忽略学生在社会上的实用性，这是与学校的办学宗旨
是有一定差别的。且当前大多高职院校的教师主讲两门或多门课程，对教学使用的教材内容
更新速度慢，教案多年不变是通病，随着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其专业方向的发展在专业
知识结构方面的严谨性不强。
其次，从高职院校的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研究情况来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缺少自我诊
断的参考标准。目前，最常见的一种自我诊断方式是由学院或其他机构对教师设定评判标准，
综合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影响因素给出的评价，其结果与教师自我诊断的结果是会产生一定的
偏差。例如，课堂教学效果表现良好，给出的评分高，但其课堂教学的专业应用性在学生就
业或顶岗实习时可能得不到好的体现，如果以此来确定教学质量的高低，最终得到的结果是
存在一定的弊端。
再次，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自我诊断发现的问题，若只是简单地进行评价，对问
题的所在未经过深度的思考，对存在的问题也不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在真正的实践
教学当中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而使课堂教学的自我诊断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论道，是无法
从根本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自我诊断研究的不成熟，导致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在这方面有
必要对自我诊断研究提出改进策略，提出一套自我诊断研究的程序来不断优化教师的课堂教
学方法，从而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
3．自我诊断研究的策略
3.1 自我诊断研究的方法
3.1.1 自我诊断
影响教学质量好坏的因素有很多，自我诊断分析的主体可以是多方面，包括有教师、学
生、用人单位等不同的身份，这些因素对学生发展状况的影响各不相同，但因教师对学生传
道授业解惑方面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在教学质量提升中也是起着核心作用，所以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对自身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更加清楚。因此，将高职院校自我诊断主体的教师作为研
究对象是可行的，对教学质量的改善有较大的帮助。
3.1.2 自我诊断的内容
基于教师作为自我诊断的主体，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能力、专业
知识构架以及教学效果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的内容各有其特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些新
进的教师由于自身经验不足，在教学方法或育人理念方面不够成熟，则需要教师自身通过反
复实践教学，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经验，对一些疑难杂症通过与专家或者同行的前辈的交流请
教进行解决；同样，有些教师本身从事某个方向的研究，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能与自身研
究方向存在一定的出入，在对学生授课过程中因为专业知识的生疏，可能对理论知识理解造
成一定的偏离。随着社会的进步，部分工程专业更新较快，教师若在专业知识方面未能得到
及时学习补充，如想与社会发展并轨前行，这种情况则需要教师自己在课余时间进行综合性
的学习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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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自我诊断方式
自我诊断方式选择的前提是为教学质量提升服务的，学院要充分重视自我诊断方式，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教师能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将理论教学与操作动手能力相结合，在
教学过程中能够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通过寻找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教学优化。同
时，进行自我诊断方式的关键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关键信息的采集，这需要教师通
过对学生在上课的接受能力，回答问题互动等方面的体现进行观察。例如，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学生对教师在专业方面提出问题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基础较好的学生的答案可能是中
规中矩的形式，也有可能答案跟所提问题完全不搭边，那种不同学生的答案所反应出来的认
知水平和教师的授课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教师在此种情况下所选择的自我诊断方式就必须从
自身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反思。考虑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两方面，对教学质量进行有
效的分析，明确优化和改进的方式从而达到优化的目的。
3.2 自我诊断策略的执行标准
3.2.1 教学方法方面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重视高职学生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外，同时在职业
操守等综合素质方面也应加以培养。
教学方法是教学环节中最重要的部分，教学所选的课程体系是否科学，能否跟得上社会
对人才能力的需要是至关重要的。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性，以互动活跃程度作为参考，
学生对教师指令的反应展示的是学生对教师教学方法的认知，能够真实地反映教学方法的合
适性，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课堂标准。同样，对于专业课程教学时也应重视学生亲手操作，
将动手能力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将动手能力作为自我诊断的标准也能反映出教师教学方法是
否具有针对性。
3.2.2 教学能力方面
提高教师的自我反省能力，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到问题的内部
就会发现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的设计能力、实施能力以及师生沟通能力都会产生不同的
影响，例如，教师面对学生意外的答案能够即时给出答疑，或进行引导都能反映教师的沟通
能力。因此，教师只有不断进行诊断和调整，通过课后了解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掌握情况、理
解接受程度等，定制和调整教学方案，使自身教学能力提升到新的台阶，才是衡量教师教学
能力的重要标尺。
3.2.3 专业知识结构方面
对于教师在专业知识方面，若存在知识的欠缺，在自我诊断时应开展知识补偿学习，查
漏补缺，针对工程应用性强的课程，应亲自去现场进行学习，专业技能方面可以依靠学校或
者国家举办专业知识培训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因此，在专业知识结构方面，教师
应以担任的专业课程知识掌握程度为参考标准，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3.2.4 教学效果方面
在进行教学效果的自我诊断时，由学院制定质量达成目标，应以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
养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所授内容能否让学生在社会上施展开来，能否独挡一面作为最
终目标。同时，除了一般的应用外，对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而言，在校期间获得的执业证书
和操作证书的比例也是教学成效的重要表现之一，例如，一个班级学生获取测量工种证书的
比例，CAD等级证书通过率等方面作为自我诊断的执行标准，通过以上方式辅以学分考核方式
进行自我诊断，使方法变得灵活，直接体现出教学效果的优越性。
3.3 自我诊断策略的程序
以教师作为自我诊断研究的对象，通过确定自我诊断内容，选择的方式，提出研究的执
行标准，提出以下自我诊断研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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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教学信息数据库，教师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包括学院检查小组对
教学方法提出的建议、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认可程度、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结构掌握情况
以及教学成效表现等方面；
(2)制定自我诊断的执行标准，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不同因素，确定研究目标，从不同方
面探讨教学的改革；
(3)科学分析高职院校课堂教学存在的原因，针对问题的所在，根据自我诊断的计划，提
出解决方式；
(4)将自我诊断改进方法用于课堂实践教学中，检验其效果，并进行再评价和调整。
4．结语
高职院校课堂教学的自我诊断是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中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是教师自身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发现问题，通过科学的分析，采取相应的对策提出
解决方式，并将其应用到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提升教学质量，该方法可以帮助教师及时
发现教学存在的问题，实现教学品质的优化，促进现代课堂教学自我诊断的发展，对判断和
提升教学质量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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