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影响因素调查

申正付, 杨秀木, 许华山

引用本文:
申正付, 杨秀木, 许华山. 高等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影响因素调查[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2, 47(1): 131-135.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2.01.032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卫生事业管理学》线上教学评价

Study on online teaching meth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in health servic management cour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10): 1432-1435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10.032

学生视角下线上教学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1, 46(10): 1467-146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10.036

"互联网+"视域下医学院校就业指导课程实效性提升途径探究

Exploration on the improvement ways of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college career guidance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44(4): 558-560,封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4.041

地方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卓越医师培养计划的实施与探索

Implement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excellent physician training program of clinical medicine in local medical
college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7): 946-949,95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020.07.028

基于建构主义的儿科教学查房效果分析与评价

Effec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ediatric teaching ward-round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6): 821-824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33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2.01.03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10.03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1.10.036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9.04.041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020.07.028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6.033


[收稿日期] 2020 - 11 - 20摇 [修回日期] 2021 - 10 - 20
[基金项目] 安 徽 省 教 育 厅 教 学 研 究 重 大 项 目 ( 2019zdjg01;

2017jyxm0253;2017jyxm0254);安徽省教育厅教学研究

重点项目(2019jyxm1254);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

工程项目(2018mooc267);蚌埠医学院重大教学改革项

目(2017jyxm02 ;2017jyxm03);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蚌埠医学院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冶招标项目(SK2018A0183;SK2017A0185)
[作者单位] 1.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蚌埠医学院

2. 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3. 护理学院,5. 教学质

量监控与评估处,安徽 蚌埠 233030;4. 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作者简介] 申正付(1968 - ),男,教授.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2)01鄄0131鄄05 ·医学教育·

高等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影响因素调查

申正付1,2,杨秀木2,3,4,许华山5

[摘要]目的:调查高等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高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问卷对安徽省 4
所高等医学院校的 1 023 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不同教龄的教师线上教学经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线

上教学自我评价问卷各条目的平均得分:最低分为 “制作在线教学 ppt冶(3. 78 依 0. 82)分,最高分为“使用平台进行课程测试冶
(4. 15 依 1. 03)分。 “维持在线教学秩序冶(4. 00 依 0. 90)分和“控制线上教学节奏避免学生疲劳冶(4. 14 依 1. 02)分条目均分在 4
分以上。 有过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 3 个维度“线上教学方法、线上师生交互和线上教学技术冶得分均明显

高于首次开展线上教学的教师(P < 0. 01)。 结论:线上教学经历是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高校要注重线上

教学能力的培育,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关键词] 线上教学;教师自我评价;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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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 of teacher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EN Zheng鄄fu1,2,YANG Xiu鄄mu2,4,XU Hua鄄shan5

(1. North Anhui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Suzhou Anhui 234000;2. Research Center of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
3. School of Nursing,5. Office of Teaching Quality Control and Evaluation,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
4.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Anhui 23002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 of teacher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thods:A total of 1 023 teachers from 4 medical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of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tim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average score of each item in the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the
score of "making online teaching ppt" was the lowest [(3. 78 依 0. 82) points],and the score of " using the platform to conduct course
tests" was the highest[(4. 15 依 1. 03) points] . The scores of “maintaining online teaching order" [(4. 00 依 0. 90) points] and "
controlling teaching rhythm to avoid student fatigue" [(4. 14 依 1. 02) points]were more than 4 points. The score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including online teaching methods,online teacher鄄student interaction and online teaching technology) in
teachers with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eachers with online teaching for the first time(P <
0. 01). Conclusions:The on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in teachers忆 online teaching self鄄evalu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ability to provide the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Key words] online teaching;self鄄evaluation of teachers;medical college

摇 摇 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是教学评价[1]。
教学评价是指教学督导、学生、同行和教师自身以一

定的评价理论为指导,对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表现的

教学能力、行为和效果等进行的判断和评价[2]。 教

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是指以教师自身作为评价主

体,对自身在线教学中的方法运用、教学态度、师生

线上互动以及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等在线教学能力进

行评价[3 - 4]。 教师自我评价是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要

的一环,有助于教师进行教学反思,深入了解自身教

育教学能力,帮助教学管理者了解教师对自身教学

的满意程度,为制订相关教育政策、进行教育决策、
进行质量监控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依据[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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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关于教师自我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线下或混合教学中教师自我评价的探讨,对线上教

学影响教师自我评价的因素研究较少,对医学院校

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研究更少。 本研

究旨在探讨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状况及

影响因素。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2020 年 7 - 8 月,在蚌埠医学院、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和皖南医学院 4 所

高等医学院校开展教师线上自我教学评价问卷调

查。 发放问卷 1 600 份,收回 1 416 份,其中有效问

卷1 023份,有效率 (72. 2% )。 其中,男性 419 份

(41. 0% ),女性 604 份(59. 0% );教龄:1 ~ 5 年 318
人(31. 1% ),6 ~ 10 年 222 人(2. 7% ),11 ~ 15 年

238 人(23. 3% ),16 ~ 20 年 134 人(13. 1% ),21 ~
25 年 37 人(3. 6% ),26 ~ 30 年 50 人(4. 9% ),31 年

及以上 24 人(2. 3% );教师类别:人文素质课教师

239 人(23. 4% ),思政课教师 233 人(22. 8% ),专业

基础课教师 295 人(28. 8% ),专业课教师 256 人

(25. 0% );既往是否开展过线上教学:开展过 120
人(11. 7% ),未开展过 903 人 (88. 3% );2019 -
2020 第二学期线上教学开课门数: 1 门 813 人

(79. 5% ),2 门 161 人(15. 7% ),3 门及以上 49 人

( 4. 8% ); 线 上 教 学 专 业 数: 1 个 专 业 205 人

(20. 0% ),2 个专业 239 人(23. 4% ),3 个及以上专

业 579 人(56. 6% )。
1. 2摇 调查问卷摇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是由课题组会

同蚌埠医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与教师发展中

心联合开发设计的“线上教学情况调查问卷冶。 问

卷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情况调查表、线上教学情况

调查表、学生评教调查表、教师在线教学自我评价调

查表和线上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等部分,本研究使用

其中一般人口社会学情况调查表和教师在线教学自

我评价调查表两部分的调查结果。 “教师在线教学

自我评价调查表冶包括线上教学方法、线上师生交

互和线上教学技术 3 个维度 14 个题项,为量表题,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非常不好冶计 1 分,“不好冶计
2 分,“一般冶计 3 分,“好冶计 4 分,“非常好冶计5 分。
问卷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921,信度较好。 线上

教学满意度用“请您对自己线上教学的满意程度进

行评价冶测量,分成 5 个等级,“非常不满意冶计1 分,
“不满意冶计 2 分,“一般冶计 3 分,“满意冶计 4 分,
“非常满意冶计 5 分。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不同人口社会学变量的教师线上教学经历比

较摇 比较不同性别、教龄、类别和线上授课门数及专

业数的教师线上教学经历,发现教龄不同的教师在

2020 年之前的线上教学经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医学院校不同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基本人口社会

学特征比较[n;百分率(% )]

特征
2020 年之前是否开展过线上教学

摇 摇 是(n =120)摇 摇 否(n =903)摇 摇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45(37. 5)
75(62. 5)

374(41. 4)
529(58. 6)

0. 67 > 0. 05

教龄 /年

摇 臆5 68(56. 7) 250(27. 7)

摇 ~ 10 12(10. 0) 210(23. 3)

摇 ~ 15 10(8. 3) 228(25. 2)

摇 ~ 20 8(6. 7) 126(14. 0) 77. 63 < 0. 01

摇 ~ 25 1(0. 8) 36(4. 0)

摇 ~ 30 15(12. 5) 35(3. 9)

摇 > 30 6(5. 0) 18(2. 0)

教师类别

摇 人文素质课教师 24(20. 0) 215(23. 8)

摇 思政课教师

摇 专业基础课教师

28(23. 3)
35(29. 2)

205(22. 7)
260(28. 8)

1. 02 > 0. 05

摇 专业课教师 33(27. 5) 223(24. 7)

开课门数

摇 1 96(80. 0) 717(79. 4)

摇 2 18(15. 0) 143(15. 8) 0. 06 > 0. 05

摇 逸3 6(5. 0) 43(4. 8)

开课专业数

摇 1 24(20. 0) 181(20. 0)

摇 2 26(21. 7) 213(23. 6) 0. 24 > 0. 05

摇 逸3 70(58. 3) 509(56. 4)

2. 2摇 线上教学自我评价问卷得分情况摇 线上教学

自我评价问卷各条目中,最低分条目是“制作在线

教学 ppt冶,得分是(3. 78 依 0. 82)分,最高分条目是

“使用平台进行课程测试冶,得分是(4. 15 依 1. 03)
分。 条目均分 > 4 分的还有“维持在线教学秩序冶
(4. 00 依 0. 90)分和“控制线上教学节奏避免学生疲

劳冶(4. 14 依 1. 02)分(见表 2)。
2. 3摇 不同线上教学经历教师自我评价得分比较摇
有过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 3 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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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线上教学方法、线上师生交互和线上教学技术冶
均明显高于没有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P < 0. 01)
(见表 3)。

摇 表 2摇 医学院校线上教学自我评价问卷的各条目得分

(n = 1 023;分)

条目 得分(x 依 s)

设计线上教学方案 3. 99 依 0. 91

准备线上教学备课笔记 3. 92 依 0. 93

制作线上教学 ppt 3. 78 依 0. 82

进行线上教学组织 3. 99 依 0. 90

维持线上教学秩序 4. 00 依 0. 90

开展课堂直播 3. 87 依 1. 02

采用线上教学策略保持学生线上课堂注意力 3. 88 依 1. 03

控制线上课堂教学节奏避免学生疲劳 4. 14 依 1. 02

通过学习平台与学生互动 3. 83 依 0. 92

采用线上数据分析、跟踪学生学习行为 3. 97 依 0. 86

利用工具进行录播 3. 87 依 1. 03

在线布置、批改和反馈作业 3. 83 依 1. 07

使用平台进行课程测试 4. 15 依 1. 03

使用平台进行课程评价 3. 84 依 0. 92

表 3摇 不同线上教学经历教师自我评价得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在线自我评价

线上教学方法摇 线上师生交互摇 线上教学技术摇

有线上教学经历 120 26. 61 依 3. 02 17. 79 依 2. 10 17. 92 依 1. 99

无线上教学经历 903 23. 13 依 5. 42 15. 54 依 3. 63 15. 39 依 3. 84

t忆 — 10. 56 9. 92 11. 39

P — <0. 01 < 0. 01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近来教育界认识到线上教学的优势。 在当下和

未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必然趋势。 对

于线上教育教学的评价质量体系研究将会是当下和

未来的研究热点[6]。
3. 1摇 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经历结果分析摇 本次

在安徽省 4 所高等医学院校教师中调查发现,在
2019 - 2020 学年度第二学期之前,1 023 名教师中

有 120 名教师有线上教学经历,占比 11. 7% ,低于

清华大学杨斌[6]和厦门大学吴薇等[7] 调研的比例。
可能原因上述研究均是基于全国的数据。 清华大学

等全国双一流大学的在线教学开展比较早,教师参

与率较高,经验较丰富。 2020 年 2 - 4 月,清华大学

就曾多次进行线上教学的相关培训。 本研究显示,
2020 年 2 月之前是否开展过线上教学在不同性别、

类别、开课门数和专业数的教师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不同教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也和

上述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上述研究调

查的是综合性大学,本次调查的是医学类大学,课程

的性质有很大差异;调查的样本量中不同教龄的教

师所占比例不同也会得到不同的调查结果。 本次调

查中发现教龄臆5 年的教师有 68 人(56. 7% ) 在

2020 年 2 月之前就曾有过线上教学经历,这也说明

新一代教师对互联网的驾驭能力较好,他们将来更

能接受线上教学模式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7 - 9]。
3. 2摇 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现状分析摇
线上教学自我评价问卷中 14 个条目的平均得分:最
低为“制作在线教学 ppt冶 (3. 78 依 0. 82)分,最高为

“使用平台进行课程测试冶 (4. 15 依 1. 03)分。 条目

均分 > 4 分的还有“维持在线教学秩序冶 (4. 00 依 0.
90)分和“控制线上教学节奏避免学生疲劳冶 (4. 14
依 1. 02)分。 这一方面充分验证了 10 年来线上教学

改革的成果,说明线上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另一方也

说明线上教学的 ppt 制作方面教师还希望能够进一

步提升水平,同时说明全面开展线上考试取消纸质

考试的可行性[9]。 2010 年以来,我国引入线上教学

模式,很多高校进行了线上和线下相混合的教学模

式,部分在 2020 年 2 月之前即使没有线上开课的教

师,也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在线教学的知识和技

能[10 - 11]。 2020 年 2 月起,各高校以师生为主体、以
基层教学组织为重心、以教学发展为内容构建线上

教学共同体,比如钉钉群、QQ 群和微信群等,充分

发挥信息时代信息的作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

成较为系统的线上教学保障系统,为教师线上教学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保障教师线上教学的顺利开

展[12 - 13]。
3. 3摇 医学院校教师线上教学自我评价的影响因素

分析摇 本研究发现在 2020 年 2 月之前有线上教学

经历的教师在线上教学方法、线上师生交互和线上

教学技术 3 个维度均明显高于没有线上经历的教师

(P < 0. 01)。 这充分说明教育教学经验的累积十分

重要,对于教师教学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教

学经历对教学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教学评价。
此次 2020 年 2 - 6 月的在线教学,学校从技术层面、
制度层面均给予大力支持。 2020 年 2 月之前有线

上教学经历的教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线上教学经

验,对自己的线上教学能力有一定的了解,在基层教

学组织和学校的支持之下,开展线上教学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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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手冶到“专家冶 [14]。 没有线上教学经历的教师

需要在技术层面、操作层面首先适应线上教学,熟练

之后才有能力提升教学技巧,也就是要从线上教学

的“生手冶到“熟手冶的过程[13 - 14]。 在线上教学开展

初期数次出现在线教学平台 e 会学和钉钉平台崩溃

的现象,有经验的教师可以灵活处理,转用其他在线

平台,保证教学不受严重影响;缺乏线上教学经验的

教师缺乏处理线上教学障碍的处理经验,往往不能

及时有效处理问题,这也可能是导致他们对自身线

上教学评价不太高的因素。 既往研究[15] 发现教师

教学满意度与自我评价联系紧密。 卢春丽[16] 研究

发现,教师自我评价能够正向预测教学满意度,在自

我评价与工作绩效之间教学满意度起到部分中介作

用。 自我教学评价较高的教师最终会促进其专业积

极向好发展。
复杂多样的因素对教师在线教学自我评价产生

影响,与线下课堂的许多影响因素相同。 研究[17 - 18]

认为教师的知识掌握的广度和厚度、教学技能的正

确合理应用、教育理念、教学责任感、教学态度以及

自身的发展需求等是影响评价的内在因素;学校环

境、课堂环境、学校教学规章制度、教学绩效奖励等

是影响评价的外在因素。 还有研究[4 - 5]认为教师的

教学经历“有和无冶对自我评价会产生重要影响,如
有海外教学经历的教师文化胜任力较高,教育教学

中会更多的融入不同文化的因素并体现在自我评价

中,促进其专业发展中多元文化融合的发展。 教师

的教学经历的“量冶对教学自我评价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如开课太多导致教学负荷过重可能会产生教

师职业倦怠,太少负荷不足导致工作幸福感降低。
教龄通过影响教师的教学效能感影响自我教学评

价。 与线下教学的区别是,在线教学中教师能否熟

练运用在线平台和在线教学软件、是否接受了系统

的在线教学培训、在线教学环境、师生互动的有效性

等经历或体验均会影响教师在线教学的心理体验和

自我评价[19 - 20]。
总之,目前高校在线教学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

广,众多学期计划课程采用了线上教学,使得高校课

程教学面临诸多挑战。 高等教育发生了学习地点、
学习环境、管理手段、管理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等的改

变。 但是不论是全新的教学模式,还是高科技辅助

教学都只是在线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者

才是关键力量。 保障和提升在线教育教学质量,离
不开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熟练掌握和在线教学经

验的积累,更离不开教师的教学反思和评价。 教师

自我评价是对自身教学情况的主观感受,可以用来

探究教师发展的内在动机。 教师自我评价会对教学

满意度以及其专业发展选择产生影响。 线上与线下

混合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势在必行。 未来

将进一步开展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以及督导评价等

的相关因素研究,为研究系统化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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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冶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

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的探索与实践

张顺花1,张摇 艳1,潘如凤1,2,石摇 彦1,2,都晓英1,2,陆摇 芳1,2,李摇 阳1,2,孙医学1,2,陈建方1,管俊昌1,冯忠兰1

[摘要]目的:探讨“立德树人冶视域下思政元素融入医学超声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

2017 级 184 名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互联网 +课程思政冶、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将思政元素与超声医学

专业知识有机结合。 应用医学超声影像学课程思政教学调查问卷、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及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测
评教学效果。 结果:教学实施后,90%以上的学生认为有效提高了爱国主义意识、提升了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了专业认同感、
治病救人的责任担当、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人文关怀理念及医患沟通技巧等;学生的关怀能力评价量表和批判性思维倾向

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高于教学前(P < 0. 05 ~ P < 0. 01)。 结论:“立德树人冶视域下将思政元素润物无声地融入医学超声

影像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冶,可在培养卓越的社会主义医学影像人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混合式教学模式;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医学超声影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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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ZHANG Shun鄄hua1,ZHANG Yan1,PAN Ru鄄feng1,2,SHI Yan1,2,DU Xiao鄄ying1,2,

LU Fang1,2,LI Yang1,2,SUN Yi鄄xue1,2,CHEN Jian鄄fang1,GUAN Jun鄄chang1,FENG Zhong鄄lan1

(1.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2.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 Methods:A total of 184 students majoring in medical
imaging from grade 2017 i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investigated.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using " Internet +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ase teaching, which could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ultrasou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teaching effects were assessed by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questionnaire,caring ability inventory
(CAI) scale and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 scale. Results: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more
than 90% of students believed that it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sense of patriotism, enhanced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nd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responsibility of curing patients,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humanistic

摇 摇 摇 care concept and doctor鄄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etc. Th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 of students忆 CAI scale
and CTDI scale after teachi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eaching(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blending
teaching model of "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ng into medical ultrasound imag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education"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remarkable and socialistic medical im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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