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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发展速度日渐加快,人才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高,而担任人才输出重任的高职院校,也迎
来了来自时代的全新发展机遇以及更为广阔的人才培育市场,由此也对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带来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教师的绩效考核工作也受到了行业的广泛关注。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师绩效评
价工作,为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可以通过绩效考核工作,为其他管
理工作的落实,提供理论参照依据。通过绩效评价机制的落实,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则,能够了解
到校内教师以及其他管理工作人员的教育活动是否精准落实,岗位职责是否有效实施,对于教师教学工
作的督促以及管理工作的改善来说,具备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对高职院校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绩效评价考核的关注和研究,以此来改善绩效考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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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sp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ing, 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s also
becom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output of talents,
have also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rom the times and a broader market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t has brought higher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to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work of teachers has also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industry.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t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ther management tasks through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always adhering to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t is possible to know whether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eachers and other management staff in the school are accurately implemented, and whether the job
responsibilities ar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 has a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a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level.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uman resources; Huma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ppraisal;
Assess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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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绩效考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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