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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

毕业 5 年左右本科毕业生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认同达成情况跟踪调查问卷表

亲爱的校友：

您好！

您在江苏理工学院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距您离开母校步入

工作岗位已经多年，这些年来，母校已然变化很多，但唯一不变的是对您

的牵挂与祝福。母校的老师们非常关心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在您努力工作的同时，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的老师们也在不

断努力对专业教学质量做持续改进，以期能让您的学弟学妹们能更好地适

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作为已经工作在教育第一线及相关领域第一线的

本专业毕业生，您对这次调查问卷的回答和反馈，将为老师们进一步改进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本科生培养质量、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作出

重要贡献。

请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向母校说说您的情况，认真填写本调查问卷表，

对母校的发展提出您的建议。母校的老师和同学感谢您的热情支持，期盼

您常回母校看看！

江苏理工学院 数理学院

申 明

本次调查内容及其统计分析结果将用于持续改进本专业人才培养质

量。您提供的资料信息将会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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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理工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毕业 5 年左右本科毕业生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认同达成情况、自我评价调查表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毕业班级 毕业时间

QQ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单位性质 (相

应选项画

“√”)

1．学校 2.培训机构

3.教育管理部门 4.科研机构

5.其他（请注明）

您 的 签 名：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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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培养目标的认同度和自我评价 (在

相应栏内划√)

培养目标定义：是对该专业毕业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

业和专业成就的总体描述。

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评价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二级指标点

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评价

非常合理

（5 分）

合理

（4 分）

较合理

（3 分）

一般

（2 分）

不合理

（1 分）

1.师德高尚，

爱岗敬业

1.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养。

1.2 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

德修养。

2．专业扎实，

善于教学

2.1 具有扎实的数学学科基

础。

2.2 具有良好的数学教育理

论知识。

2.3 具有娴熟的教学技能。

3．理念先进，

育人有道

3.1 与时俱进，适应教育教

学新要求。

3.2 具有较强的班级管理能

力。

3.3 引领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

4．勤研善言，

持续发展

4.1 具有与同行及学生家长

进行有效交流沟通的能力。

4.2 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

协作能力。

4.3 具有一定的终生学习和

专业发展能力。

4.4 具有较好的教学反思与

教学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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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培养目标达成满意度评价

2.1 您认为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总体符合度（ ）

A．完全符合 B. 符合 C. 基本符合 D、基本不符合 E、非常不符合

2.2 您对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的意见和建议：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二级指标点

对培养目标的认同度评价

非常合理

（5 分）

合理

（4 分）

较合理

（3 分）

一般

（2 分）

不合理

（1 分）

1.师德高尚，

爱岗敬业

1.1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养。

1.2 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

德修养。

2．专业扎实，

善于教学

2.1 具有扎实的数学学科基

础。

2.2 具有良好的数学教育理

论知识。

2.3 具有娴熟的教学技能。

3．理念先进，

育人有道

3.1 与时俱进，适应教育教

学新要求。

3.2 具有较强的班级管理能

力。

3.3 引领学生的成长和发

展。

4．勤研善言，

持续发展

4.1 具有与同行及学生家长

进行有效交流沟通的能力。

4.2 具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

协作能力。

4.3 具有一定的终生学习和

专业发展能力。

4.4 具有较好的教学反思与

教学研究能力。



5 / 7

三、 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 (在相应栏内划√)

毕业要求

对毕业要求达成满意程度

非常满意

（5 分）

满意

（4分）

一般

（3分）

基本满意

（2 分）

不满意

（1分）

毕业要求 1-师德养成：具备较高的政治觉

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具有较好

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毕业要求 2-教育情怀：认同教师职业，愿

意从教，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人文底蕴和科

学精神，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导学生

成长。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毕业要求 3-学科素养：掌握数学学科的基

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数学学

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和方法。了解数学与

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数学学科与社会实践

的联系，具有一定的数学应用能力和创新意

识。

毕业要求 4-教学能力：具有良好的教师职

业技能，熟悉义务教育中小学数学课程标

准，了解中小学生认知特点，能运用学科教

学知识、教育理论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具有初步的数学

教学研究能力。

毕业要求 5-班级指导：树立德育为先理念，

了解中小学德育原理与方法。掌握班级组织

与建设的工作规律和基本方法。在班主任工

作实践中，能够组织和指导德育和心理健康

教育等教育活动，获得积极体验。

毕业要求 6-综合育人：了解中小学生身心

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理解数学育人价值，

能够有机结合数学教学进行育人活动。了解

中小学校园文化和教育活动的育人内涵和

方法，参与组织中小学主题教育和社团活

动，学会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

毕业要求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专

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求，进行

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

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初步具备批判性

思维，能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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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8-沟通合作：理解学习共同体的

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有效沟通交

流技能。具有小组互助和合作学习的体验。

3.1 您认为母校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的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力度

（ ）

A. 很支撑 B. 支撑 C. 基本支撑 D.不太支撑 E. 很不支撑

3.2 您对母校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要求的意见和建议：

四、对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总体评价

4.1 以您工作经历，您认为本专业应重点加强以下哪几方面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多选） （ ）

A．师德规范 B. 具有扎实的数学专业基础知识

C. 具有扎实的教育知识 D. 具有过硬的教学技能

E. 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F.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

G. 掌握了相应的教学辅助工具（特别是与应聘岗位相关）

H. 团队合作，组织管理，经济常识等非专业技能

I. 具有自主学习，终生学习能力 J．积极开展社团活动

4.2 是否可胜任目前的工作（ ）

A. 胜任 B. 不胜任

4.3 是否有能力或者经过自学后有能力胜任更高一级的工作（ ）

A. 能 B.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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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择业、就业的意见和看法

5.1 在择业过程中，您考虑的主要因素（可多选）（ ）

A. 个人发展空间 B. 单位性质 C. 专业是否对口

D. 薪酬福利待遇 E. 单位所在地区 F. 其他（请列出）

5.2 工作后是否参加职业拓展活动，不断自主学习，提高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 ）

A. 是 B. 否

如果是，请列出您参加的相关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活动：

5.3 这是您的第几份工作（ ）

A. 1 个 B. 2 个 C. 3 个 D. 4个 E. 5 个及以上

5.4 如果您更换过单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选)？（ ）

A．争取更多的晋升机会 B. 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

C.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福利 D. 原单位的人际关系难处

E. 对原单位的工作难以适应 F. 为增加工作体验和阅历 G. 其他（请列出）

5.5 您现在的职级是（ ）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5.6 您现在的职位（ ）

A. 教育管理人员 B. 教师 C. 其他

调查问卷到此结束，谢谢您的大力支持！

诚挚欢迎您回母校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