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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互联网 +”学业指导探索

摘 要：文章采用自编《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指导调查问卷》，以淮南师范学院为例，调查 2016 级不同专业、性别的

2000 名新生。通过新生面临的学业困惑、高校新生获取知识的途径、高校新生现实中不愿向老师咨询学业的原因和对学校

目前开展的学业指导满意度等进行调查分析，从而了解高校新生学业指导现状，最终探索相应的对策和保障性措施，为应

用型本科高校学风建设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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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高校生源数量的递增和“90”后大学生主体个

性的凸显，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和学业生涯规划

缺失等已成为当前高校新生学习状况的真实写照[1]。同时在

全球提倡“互联网 +”创新的时代，亟须探索出如何利用“互

联网 +”对高校新生学业进行指导的途径，这将有助于强化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风和校风建设的发展。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学业指导调查方案设

计及实施

（一）调查对象。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2016 年 9

月对淮南师范学院 2016 级新生发放 20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 1876 份。其中男生 986 人，女生 890 人；文科生

613 人，理、工科生 663 人，艺术生 600 人（见表 1）。

表 1 被试学生基本情况

（二）研究工具。改编李军《高校大学生学业指导研究调

查问卷》，问卷题型主要分为：高校新生面临的学业困惑、高
校新生获取知识的途径、高校新生现实中不愿向老师咨询学

业的原因和对学校的学业指导满意度等方面，涉及到 18 个

相关问题[2]。
（三）施测过程。以教学班为单位，在教师课堂上集体施

测，当堂全部收回。所有回收数据采用 excel 和 spss17.0 软件

进行数据处理。

属性 类别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986 52.5%
女 890 47.5%

专业
文科 613 32.7%
理工 663 35.3%
艺术 600 32.0%

总计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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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新生对面临的学业困惑。当前时代发展迅猛，知识

更新率较快，高校新生由于刚从高中繁杂的学习过渡到大学生

活，难免会对高校的学习不适应，感到彷徨。调查中发现，有 39.6%

的新生对大学学习方式的选择存在困惑，有 27.9%的新生对学习

方法的选择存在疑问，有 22.9%新生不知如何确定自我学习目

标，而仅有 9.6%的新生对学习时间的选择提出疑问（见表 2）。
表 2 高校新生的学业困惑

这就形成了严重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学业困惑期，亟

需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解决。
（二）高校新生获取知识的途径。由表 3 可知当前应用型

本科高校新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有 60.6%的学生选择网络查

询，有 26.9%的学生选择请教高年级学长，而仅有很少一部

分学生会选择图书馆查阅、询问父母和咨询老师。可以发现，

“90”后高校新生自我意识较强，不愿从现实生活的途径中获

取知识，而更倾向于从虚拟的平台中去寻求答案。
表 3 高校新生获取知识的途径

（三）高校新生现实中不愿向老师咨询学业的原因。由表 4

可知有 46.1%的高校新生由于课后不知如何找到任课老师而无

法咨询学业问题，一方面高校教师（除行政人员）大多上课结束

后便自行安排活动，另一方面新生的自主能动性较差，因而造成

此现象的发生；有 22.2%的新生会出现咨询老师时紧张的现象、
18.8%的新生直面老师时很别扭、12.9%的新生担心被老师批评，

这均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师生关系特殊性所导致的。由此不难发

现，新生并不是不想在学业困惑时向老师咨询，而只是不愿在现

实中直面老师进行答疑解惑。
表 4 高校新生现实中不愿向老师咨询学业的原因

（四）学业指导效果满意度。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淮南

师范学院）在各二级学院进行的相关大学新生学业指导帮扶

项目工作，其呈现的效果满意度进行调查发现，仅有 7.3%的

同学认为指导效果满意，13.5%的同学认为指导效果一般满

意，而 70.8%的同学对指导效果不满意（见表 5）。
表 5 新生对学业指导效果满意度

可以看出高校的学业指导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导致

了学生对学业指导的满意度不高。在组织机构方面，高校尚

未设立专门的学业指导机构；在人员配备方面，主要由高校

辅导员和部分任课老师兼任大学生学业指导工作，人员相对

匮乏；在制度建设方面尚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学业指导制

度，有的政策或措施出台仅是出于管理上的创新需要，而最

终并没有落到实处[3]。

三、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学业指导途径

基于以上的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

的新生学业指导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大一是高校生活

和学习的起点，有效的学业指导将对于学生今后的人生发展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针对此次调查反映出的问题，

以学业指导的内涵为基石，从解决问题的实际对策和对策开展

的保障性措施入手提出针对高校新生学业指导的改进意见。
胡敏指出大学生学业指导是帮助大学生开展学业规划的

活动，即指导学生规划学习生涯的过程，解决学生“学什么、如
何学、何时学、何处学”等问题，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4]。当下

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结合全国上下积极开展的“互联网 +”活
动，充分将互联网与高校新生学业相挂钩，探索出一条全新

的“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的学业指导模式。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学业指导的对策。
1.强化新生主动接受学业指导的意识。高校学业指导的

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但只单方面借助指导人员外

在的努力，而学生自身缺乏积极主动性的学业指导作用甚

微。因此，需要积极强化新生个人学习的自主能动性和感知

学习重要性的意识，当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积极主动地向

高校学业指导人员寻求帮助。
2.整合校内外优秀指导教师资源，创建学业指导工作室

团队和独立域名的网站。由于受到大学课程专业性和大学生

学业困惑 需求人数（人） 百分比
学习方式的选择 743 39.6%
学习时间的选择 180 9.6%
学习方法的选择 523 27.9%
学习目标的选择 430 22.9%

总计 1876

获取知识途径 人数（人） 百分比
网络查询 1137 60.6%

图书馆查阅 35 1.9%
询问父母 67 3.6%

总计 1876

请教学长 505 26.9%
咨询老师 132 7.0%

原因分析 人数（人） 百分比
担心被老师批评 243 12.9%
咨询老师时紧张 416 22.2%

课后不知如何找到任课老师 865 46.1%
直面老师时很别扭 352 18.8%

总计 1876

指导效果满意度 人数（人） 百分比
不满意 1328 70.8%
满意 138 7.3%

一般满意 253 13.5%
不清楚 157 8.4%
总计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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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独立性的特点所限，因此高校的学业指导亟需构建专业

化的组织机构服务体系[5]。
由表 4 可知高校新生并不是不想在学业困惑时向老师

咨询，而只是不愿在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而不愿直面老师进

行答疑解惑。在当今网络覆盖的时代，国内部分高校已逐渐

开始尝试借助互联网平台帮扶学生学业指导的工作，极大地

拓展了大学生学业指导的方式与空间。
学业指导网站通过以大学生酷爱的虚拟网络为平台，创

建新生学业网络指导工作室（见图 1），工作室成员通过多种

互联网媒介对新生进行学业指导。其与现实中的学业指导相

比，更具有灵活性、便捷性和易接受性，使学生能够在学业上

遇到困难时，更愿意发挥自主性，摆脱固有的师生关系思维，

积极的向网络学业指导工作室成员寻求帮助[6]。

图 1 网络学业指导工作室设置[3]

3.将高校新生学业指导体系融入专业教师教学的“第一课

堂”。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学业指导工作室成员充分激发高校

新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他们愿意主动寻求学业帮扶，同时将学

业受助新生个人档案交由各二级学院教学部门共享，在“第一课

堂”学业指导体系中，高校教务部门、各二级学院分管教学副院

长和教学秘书应各司其职（见图 2）。同时高校可发文规定专业

课教师在“第一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属于正常教学范

畴，并且学生在学期末对教师“第一课堂”学业指导效果进行评

分，学生评分结果将与教师年终教学评优和评聘职称相挂钩。

图 2 “第一课堂”学业指导方式

4.构建新生学业指导监督评估机制。对于新生而言，在实现

了“线上”“线下”学业互动指导后，亟需建立学业指导的监督和

评估机制，即建立长效指导体系，分阶段重点推进大学生学业指

导工作。主要通过专业任课教师、辅导员和学生家长共同监督学

生学业分阶段任务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对学生偏离或者违反

学业指导要求的行为给予引导或制止。大学四年以学期为时间

单位对学生的学业指导进行评估反馈，通过考察学生的课堂表

现、课后作业、考试成绩、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表现，了解学业规划

指导的成效，适时调整指导方案[4]。
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的新生学业指导工作，指导仅

仅是一条助力学生学业发展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目的，担负

学业指导工作的老师应当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能够做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学业指导对策开展的保障性

措施。
1.高校领导关注新生学业指导工作。由于学业指导工作

与社会的育人成才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等方面有着密

切的联系，因此一方面学校各部门领导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充分意识到学业指导的重要性，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另一方面高校学业指导主管部门

人员应不定期的对相关工作开展较好的学校进行实地走访

调研，借鉴行之有效的指导经验和做法，同时密切结合本校

实际，合理安排新生的学业指导具体工作。
2.高校新生学业指导工作发挥多部门联动机制。高校新生

学业指导工作与高校整体的学风和校风建设密不可分，因此这

项工作应充分发挥高校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高校学生处、教务处、就业处和各二级学院均承担着相应工作，

各部门间在新生学业指导方面应当强化沟通，相互协调，通力合

作，积极完成此项联系学校发展和学生成长的核心工作。
3.强化互联网学业指导工作室成员的团队意识。互联网学业

指导工作室是进行“线上”学业帮扶的主力军，工作室成员主要

由高校辅导员、优秀毕业校友和“朋辈辅导员”这三类人群所组

成，各自的优势和指导方向均有所差异，因而团队成员间应充分

凝练团队协作意识，做到优势互补，共同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新生

学业指导工作献计献策，努力实现“线上”学业指导的预期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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