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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管理是保障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活动得以落实的重要手段,教学管理者应在充分认识本校人才培养方针的基础上,结合专业的自身

特征以及学生的学习特点,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方法,设计教学活动、协调教学过程,从而实现科学、严谨、有效的教学管理效果,多方面、多角度
的提高学校的教学管理水平,促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由此,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必须树立起精细化管理理念,严格把控教学质量的每
一关,精益求精,继而保证高质量地完成教学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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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i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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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nel training policy of the Universit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jor itself
and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through modern management methods, desig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oordinate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scientific, rigorous and effective teaching management effec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fore, the administrato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ust set
up the concept of fine management, strictly control every aspect of teaching quality, keep improving, and then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teaching management with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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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在高职院校开展的教学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管理

教学管理组织体系的构建上,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

模式,运用科学的管教模式对教学中的各个活动进行协调、指挥,最终达到

从本质上看,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技术性的应用人才,应

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的管理模式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高低,因此,

以就业为导向,顺应时代的发展,调整课程体系。不少高职院校现行的组织

应在高职院校中坚持精细化管理,按照科学的方式来实施,对教学工作的

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忽视了理念的发展与现代化管理理念的探究,影响了

每一个环节都去用心的安排,争取每个环节都做到管理精细化、精益求精,

教学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最后,还要在分工中明确划分,细化职责,从而保证高质量的教学模式顺利
展开。

2.2教育制度不完善,管理模式落后
目前仍存在一些高职院校在教学的管理方面信奉经验主义,在进行具

1 精细化教学管理的意义

体的教育活动时过度要求同一标准,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由于高职

1.1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院校的扩张,招生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学生的学习能力也都参差不齐,生源

运用精细化管理的方法,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用精

之间具有一定的差距。传统教育下管理的模式不能满足受教育者快速增长

益求精的态度向社会输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

的发展需求,过分强调共性的观念,对高职教育的教学水平提升起着消极
作用。

1.2有利于提高教学管理质量
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精细化管理理念的渗透使整个管理流程得到规

2.3教学评价制度不够完善

划,流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力求准确无误,把许多不必要的失误扼杀在萌芽

从高职院校的发展情况分析,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

阶段,继而保障了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管

评价制度存在着较多问题,建立完善的教学管理评价制度的高职院校屈

理质量。

指可数。高职院校内部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管理评价制度,导致在实

1.3有利于提高教学管理能力

际的教学管理过程当中,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指导教学管理的相关工

精细化的管理过程既是一个实施的过程,也是一个规范的过程,在这

作。虽然有不少的高职院校建立了教学管理评价制度,但制度本身没有

个过程中我们确定严格的执行标准、工作要求和时间流程,同时建立完善

与学校实际情况相结合,缺乏合理性、完善性和科学性,这使得教学管理

的质量监控体系,及时对教学管理工作做出质量上的反馈,从而让管理者

评价制度与实际教学管理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高职院校教学管理

根据反馈内容做好调整工作,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能力。

的顺利、高效发展。

2 高职院校精细化管理的现状分析

3 精细化管理在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2.1教学管理组织体系不够合理

3.1明确高职院校精细化教学管理目标

高职院校在服从国务院安排转型的过程中,很多院校没有结合学校的

高职院校在教学管理过程中,要以精细化管理为指导思想,根据自

实际情况进行构建。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不少学校在

身管理实际情况,结合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相应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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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管理目标,确保精细化教学目标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达到有

3.8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

效衔接,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教学管理水平,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应建立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将教师、学生和教务管理者有效

奠定基础。对此,高职院校要立足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框架之下,

联系起来。通过教学管理信息系统,教务管理部门可以进行科学有效的排

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行业需求,对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加以调整,做到真正

课、规章制度的发布、教学过程的监控；教师可以与教学管理者直接进行

意义上“精”与“细”。

交流与沟通,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学生可以通过该系统与教师开展互动

3.2树立全员参与意识和精细化教学管理理念

交流,就所学课程进行提问并提出需求意见。高职院校通过建立教学管理

国务院提出事业单位改革,高职院校管理由事业改为企业管理,把精

系统,利用精细化管理模式实现教务网络化管理与过程化管理,为教师提

细化的观念与氛围融入实际的管理当中,让精细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激发

供网络教学资源平台,不断完善教学资料,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

教学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学管理的全员参与性,将教师与学生作

动,进而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的工作情况,从整体上把

为对象,构建精细化的实施者,树立全员参与的理念。

握教学动态,提高教学效果。

3.3实现考核监控体系精细化
考核监管体系的精细化发展是高职院校教学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一

3.9全面提升管理人员的素质
院校推行的精细化教学管理都是由教学管理者完成的,因此,也可以

方面,考核监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有利于激发管理者的自觉性,使其自

说教学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对精细化管理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

觉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减少一些不必要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监管机

为了快速提高高职院校精细化教学管理能力,要对高职院校内部的教学管

制精细化也有利于推动教学管理的不断创新,促进高职院校教学效果的

理教师队伍进行优化调整。通过吸收年轻的具有专业化素质和管理能力的

不断提高。

管理人员参与精细化教学管理工作,根据教学管理人员的实际情况,有针

3.4教学组织精细化

对性地为教学管理人员安排实践能力培训和理论知识强化培训,为教学管

教学组织过程是高职院校教学运行的核心环节,我们在安排教学环节

理人员提供更多的实践训练机会,有利于快速提高教学精细化管理人员的

时,既要注意教学内容的衔接工作,又要完成专业与岗位的精准对接工作。

管理应对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此,各环节教师和学生必须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做好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4 结束语

工作,从而推动教学组织的精细化发展。

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因此,高职院校需要

3.5构建精细化的教学管理流程

把精细化管理深入到高职院校的管理当中,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制度建

在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和标准当中,需要形成井然有序的教学管理秩

设,让各项教学管理活动更加规范化,让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进入一个新

序。构建精细化的管理流程,在各个工作环节之间,建立工作质量标准,约
束教学管理工作行为。
3.6健全精细化的教学质量监控
精细化的教学质量监控需要把精细化的教学过程的监控系统进行细
化,实施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制定贯穿教学工作全过程的教学管理
制度体系。职业学院需要与企业进行联合,在制度＋流程＋考核＝管理的
线路中,对学院管理进行优化。针对问题,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实施分层
监管,体现监管的主体多元化；完善管理体系,实施各级委员的制度化。
3.7完善教学管理评价体系
要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还需重视完善管理评价体系,所谓教学
的管理和评价体系,就是指结合当下教育管理目标和社会对毕业生的需要
情况,根据高职教育教学的管理状况,通过评价模式逐渐升级完善,使教学
的管控得到进步。从精细化管理模式方面进行考虑,想要对教学管理评价
体系进行完善,要从教学方法、教学设备、教材等方面进行创新,对教育成

的阶段,从而培养出更多更好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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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评价和监督,促使高职教育的教学管理得到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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