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计划 
 

 

 

根据《绍兴文理学院关于开展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

通知》，结合本学期教学工作实际情况，我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24

日开展期中教学检查。为此，特制订以下工作计划。 

一、常规工作检查 

1. 各学科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安排。由各学科负责组织召开任课教师、班主

任、学生学情专题座谈会，检查教师备课笔记、学生作业等情况，结合下学期

教学任务落实，2018 届毕业设计进展等工作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形成记录交学院

归档（第 10 周前）。 

2. 教研科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安排。由教研科负责检查督导、领导听课情况，

收集汇总任课教师《教学、实践情况检查表》相关信息与意见，在阅卷教师自

查的基础上，复（抽）查以往试卷，组织召开学生座谈及教师座谈会（第 9、10

周，具体安排见附件 1）等，完成期中教学检查总结。 

3. 教研科与学生科开展教学运行秩序检查。主要检查课堂纪律等师生课堂

行为规范，重点关注学生课堂玩手机现象、迟到早退，教师提前下课等问题。 

4. 期中考试安排。结合课程的性质和教师教学的要求，我院主要安排部分

大一、大二课程期中考试，作为学生课程教学阶段性效果的检查，2017-2018 学

年 01 学期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期中考试安排表见附件 2。 



5. 院教学督导及同行专家的期中阶段听课安排。本学期安排学院教学督导

及同行专家进行听课，做到所有任课老师全覆盖，同时检查课堂教学效果，包

括作业的布置及完成情况、教学方法手段改革及新教师的教学状况。 

二、重点工作检查 

1. 检查教研活动开展和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各学科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和开展教学建设、教学改革方面的教研活动计划、活动记录、听课记录、青

年教师助讲制等实施情况。教研活动将切实加强对前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成果

进行回顾总结，研究课后师生交流平台的有效构建，充分发挥教学模式改革和

课程考试在推进学生自主学习中的引导作用。 

2. 本科教学资料专项检查。按照《绍兴文理学院教学资料归档要求及管理

办法》（绍学院教〔2016〕47 号）文件要求，学院教学督导将对 2016 学年第二

学期学院所开课程的授课计划和课程考核资料等教学档案的齐备情况进行检

查，并对试卷质量、批改规范性以及成绩分布等情况进行抽查分析。 

3. 教学基本规范检查。各学科组织教师对《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

程》（绍学院发〔2016〕66 号）文件及相关教学管理制度进行学习，按照《关

于切实加强教学基本规范的通知》（绍学院教〔2016〕19 号）文件要求，结合

教学工作实际具化教学基本规范的内容，落实每位任课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基本

规范进行对照自查并及时整改，对个别常态化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切实有

效的措施，通过听课随堂检查、教研活动集体备课等方式加强对教学基本规范

的日常检查并形成长期工作机制。学院将加强对教学基本规范的检查工作，对

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反馈与处理。 

4. 组织示范课观摩活动。学院将组织院教学督导、新进岗的青年教师、课

程组成员、相关课改负责人等教师观摩示范课候选教师的公开课，激发教师研

究教学的热情，同时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 

5. 开展形式丰富的教研活动。我院一向重视开展教研活动，组织发动各学

科组织通过一定的方式开展教研活动，各学科通常每周召开一次各类教学研讨

及交流活动，讨论和研究课堂组织、教学模式、学业指导、学业评价等方面的

工作，促进本部门教研活动常态化，并逐步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教研风格。 



三、要求 

1. 请各学科及时组织召开任课教师、班主任、学生学情专题座谈会，由学

科秘书负责汇总座谈会记录。 

2. 请任课教师及时填写《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教学、实践情况检查表》。 

3. 请学生科组织开展课堂教学纪律等方面的检查，形成相关总结材料。 

以上相关材料电子文档请于 11 月 24 日前反馈给杨冬华老师，教研科将对

本项工作进行总结；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对策，改进工作，从而提高教学管理

水平。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 1： 

期中教学检查重要活动日程安排表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负责人 备注 

11 月 17 日 

(周五)3-4 节 
理工楼 310 高级语言 黄龙军 公开课 

11 月 22 日 

(周三)下午 2:00 
理工楼 212 期中教学检查教师座谈会 吴福忠 座谈会 

11 月 22 日 

(周三)下午 2:40 
理工楼 212 课程思政工作研讨会 白忠喜 座谈会 

11 月 22 日 

(周三)下午 3:30 
理工楼 212 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 吴福忠 座谈会 

11 月 23 日 

(周四)下午 2:00 
理工楼 212 自动化专业认证工作研讨会 沈红卫 教研活动 

注：主要填写座谈会、教研活动、公开课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2017 年 11 月 10 日     



附件 2：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期中考试安排表  

考试时间 课程名称 班级名称 人数 考核形式 教室 监考老师 

11月14日周二

晚上 

6：30－8：30 

高级语言 
计算机类 171、计算

机 161 
40、3 机考 

理工

310、319 

胡珂立、黄龙军、

周海平、俞海、

张骏 

高级语言 
计算机类 172、计算

机 162 
40、1 机考 

高级语言 信管 171 37 机考 

11月17日周五

晚上 

7：00－8：30 

高等数学 E 

机械类 171、机电

141、151、机自 141、

151、152、161、轻

化 161 

33、1、1、

1、3、2、

1、2 

闭卷 

科教 101 
周凤燕、吕森灿、

赖金涛 

高等数学 E 机械类 172 32 闭卷 

高等数学 E 
机械类 173、机电

151、轻化 141 
32、1、1 闭卷 

科教 202 
陆珏、王香庆、

屠昂燕 
高等数学 B1 

信管 171、计算机

142 
37、1 闭卷 

高等数学 B1 

计算机类 171、计算

机 151、152、161、

162、信管 171 

40、2、1、

3、4、1 
闭卷 

理工 101 
陈志祥、肖立国、

金晶 

高等数学 B1 计算机类 172 40 闭卷 

高等数学 E1 
自动化类 171、自动

化 141、142、152 

32、1、1、

1 
闭卷 理工 225 周大跑、李才红 

高等数学 E1 

自动化类 172、171、

自动化 141、161、

电气 161、162 

33、1、3、

1、2、1 
闭卷 理工 205 王元斌、柳春平 

高等数学 E1 自动化类 173 33 闭卷 理工 221 卢雪萍、韩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