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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需要从管理者、教师、学生的人为因素入手,以制度管理为抓手,
以信息化管理为途径,可以就教师的教学工作、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教职工的服务态度及水平形成全面
评价,通过绩效考核方式来全面驱动教学质量、后勤的服务质量。能够通过和学生、教职工的互动来获
得他们对高校教育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质量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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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 Way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LI Xia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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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should start from the human factors of
manag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ake the system management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ake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 the approach, so a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teaching work, students'
study and life, and staff's service attitude and level, and drive teaching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of logistics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performance appraisal.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staff to obtain thei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colle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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