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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2017〕8 号

关于举办 2017 年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
系列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师范生

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大学生基本教学技能竞赛”等三项竞赛

已成为我校师范生教育教学技能培养的重要途径，并在促进师范

生自主训练和技能提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深化教师教育改革，探索以赛促练，赛练结合的师

范生教育教学技能训练模式，提升培养质量，造就“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基础教育骨干专家型

教师，彰显教师教育特色，现将2017年相关竞赛活动安排如下：

一、第 21 届“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

（一）参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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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 2014 级师范本科生。其他年级师范生及有志于从事

教师职业的非师范生也可报名参赛。

（二）竞赛组织及要求

竞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初赛由学院组织。复赛、

决赛由教务处组织，校学生会协办。

1、初赛

各学院须在 4 月 25 日前完成初赛，并将复赛名单报学校学

生会学业发展部。初赛可增加教案评审环节，以便全面检验与提

高学生的素质。为与国家级、省级相关师范技能竞赛进行衔接，

全面检验和提高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学院初赛时模拟学生原则

上由各学院竞赛组织方提供，参赛选手不自带模拟学生。进入复

赛选手的电子版教案由学院统一收齐后，于 4 月 27 日前交校学

生会，后交由各评委提前了解选手情况。

2、复赛

（1）分组

复赛分文科组和理科组。

文科组：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历

史文化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

院、法学院、心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国际商学院、城市文化

学院。

理科组：数学科学学院、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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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学院、教育信息技术学院、体育科

学学院、信息光电子科学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软件学院、职业教育学院。

（2）复赛名额分配

2014 级师范生总人数在 50 人以内的（含 50 人），复赛名额

不超过 2个；50—100 人以内的（含 100 人），不超过 3 个；100

—150 人以内的（含 150 人），不超过 4 个；150—200 人以内的

（含 200 人），不超过 5 人，200—250 人以内的（含 250 人），

不超过 6个；250 人以上的，不超过 7个；无师范生的学院如果

参赛，复赛名额为 1个。

（3）复赛时间

拟在 5 月 6、7 日两天进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4）复赛内容及要求

复赛设模拟授课、回答评委提问两个环节，时间分别为 15

分钟和 3分钟。授课内容由参赛选手自定，但须是本专业的内容。

（5）评分要求及使用

复赛评议小组成员根据“模拟课堂教学评分表”（见附件）

进行评分。统计人员根据评委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

按教师评委总分占 80％、学生评委总分占 20％计算出参赛选手

的最终成绩。

文科组、理科组复赛成绩各前 15 名者进入决赛，角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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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等奖，第 16-30 名评定为优胜奖。

3、决赛

（1）分组

决赛分组与复赛相同。

（2）决赛时间

拟在 5 月 20 日、21 日两天举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决

赛选手电子版教案于 5 月 13 日前提交）。

（3）决赛内容及要求

决赛分说课、模拟课堂教学和即席讲演三个环节，前两个环

节合并进行，结束后，再进行后一环节。说课和模拟课堂教学比

赛的时间分别为 5 分钟和 15 分钟，即席讲演时间为 3 分钟。每

位选手有 3分钟时间准备。讲演题目由抽签决定，内容主要有关

新课程、新理念、新方法。

为与国家级、省级相关师范技能竞赛相衔接，全面检验和提

高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复赛、决赛模拟学生均由学校提供。

（4）评分要求

决赛总分 150 分，其中模拟课堂教学 120 分（说课 20 分、

模拟授课 100 分），即席讲演 30 分。

评奖委员会各委员根据“模拟课堂教学评分表”（含说课和

模拟授课）及“即席讲演评分表”（见附件）进行评分。统计人

员根据评委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分别计算各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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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相加后得出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

（5）确定获奖人选

评委会主席根据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按照由高至低确定一、

二、三等奖人选。

（三）竞赛评奖

1、奖项设置

文、理科组各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7 名，优

胜奖 15 名以内。

2、评奖委员会

（1）复赛成立文科评议小组与理科评议小组。成员由教师

评委、学生评委组成，每组由教务处指定其中 1人担任负责人。

（2）决赛成立评奖委员会。评委会主席由教务处处长担任，

委员由校内教师评委、校外中学教师评委组成。

二、第 16 届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

（一）参赛对象

主要为 2014 级师范本科生。其他年级师范生及非师范生也

可报名参赛。

（二）决赛名额分配

与“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复赛名额分

配相同。承办学院可以额外增加一个比赛名额。

（三）竞赛组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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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由各学院组织，决赛由教

务处主办，委托相关学院及校学生会承办。

1、初赛

各参赛学院在 4 月 25 日前完成初赛，并将决赛选手的名单

及作品报学校学生会学业发展部。

2、决赛

（1）分组及决赛时间

决赛分文科组和理科组（与“为了明天”竞赛相同）。拟在

5 月 13 日、14 日两天举行（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2）决赛内容及要求

决赛由评委赛前预评和选手现场表现两部分组成。选手现场

表现包括演示与讲解作品、回答评委提问两个环节，时间各为 5

分钟和 8 分钟。

（3）评分要求

决赛总成绩由赛前预评和选手现场表现成绩合成，其中预评

成绩占 20%，选手现场表现成绩占 80%。

评委在决赛前 1-2 周先对各作品进行预评，按“多媒体课件

制作比赛作品预评评分表”（见附件）进行评分，其中教师评委

预评成绩占总成绩的 15%，学生评委占 5%。

各评委按“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评分表”对各参赛选手在作

品演示与讲解及回答评委环节进行评分。统计人员根据评委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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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参赛选手的总分，并按教师评

委总分占 65％，学生评委总分占 15％，作品预评总分占 20%的

比例得出各参赛选手的最终总评成绩。

（4）确定获奖人选

评委会主席根据参赛选手的总评成绩按照由高至低确定一、

二、三等奖以及优胜奖的人选。

（四）比赛评奖

1、奖项设置

文科组、理科组各设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

2.评审委员会

决赛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委会主席由教务处处长担任，委员

由校内教师评委、学生评委、校外中学教师评委组成。

三、第 10 届大学生基本教学技能竞赛

（一）参赛对象

所有年级所有专业的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二）报名时间、地点及要求

1、报名时间：

2017 年 3 月 15 日至 4月 20 日。

2、报名地点

石牌校区微格室：教师发展中心三楼（地理科学学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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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实训中心）；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

85215739(办)。

大学城校区微格室：教学楼 6栋 306 室；联系人：温老师。

3、报名要求

参赛选手报名的同时须确定录像的具体时间和微格室。

（三）竞赛组织及要求

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1、初赛

（1）初赛时间及组织

初赛拟定于 4 月 21 日至 5 月中旬举行，由教师发展中心负

责录像，分类整理后交由各学院评议小组评审。

（2）初赛要求

每位参赛选手根据报名时确定的录像时间自带 5 名左右模

拟学生到教师发展中心微格室进行讲课录像，讲课时间 5～10 分

钟。每位参赛者在讲解技能、提问技能、导入技能、演示技能、

板书技能、强化技能和试误技能等七个竞赛项目选一项参赛。

2、决赛

（1）决赛时间及组织

决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由教务处主办，教师发展中心承办。

（2）决赛要求

进入决赛的选手，可用原初赛录像参赛，也可按规定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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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中心微格室重新录像，同时可以更换比赛项目及内容，

时间为 5-10 分钟。

（3）评分要求

教务处组织评审委员会委员对决赛录像进行集中评审。评委

根据“基本教学技能竞赛评分表”（见附件）进行评分。统计人

员根据评委的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计算出各参赛选手的

最终成绩。

（4）确定获奖人选

评委会主席根据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按照由高至低确定一、

二、三等奖人选。

（四）比赛设奖

1.奖项设置

待报名结束后，根据参赛人数确定一、二、三等奖的具体获

奖名额。

2.评审委员会

（1）初赛以学院为单位分别成立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

不少于 3 人，组长由各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担任，组员由各学院

专业教师组成，负责对本学院学生初赛录像的评审。

（2）决赛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委会主席由教务处处长担任，

委员由校内教师评委组成。

四、其他注意事项



-10

-

（一）三项竞赛的校内教师评委及学生评委均由各学院负责

推荐，教务处审核同意后于赛前公布。各学院所推荐的三项竞赛

评委尽量避免重复。校外中学教师评委由教务处负责聘请。

（二）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初赛，并在校学生会的统一组织下，

安排一定比例的学生观摩 “‘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

评奖活动”及“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两项赛事的决赛。

被安排参加观摩的学生可视作参加教育见习活动一次。每位学生

在学期间只能有一次观摩记录，由各学院负责审核盖章。

（三）学生评委由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教育实习且被评为优秀

实习生、或曾在该项赛事中获奖的在校大四学生（或研究生）担

任。

（四）三项竞赛的评委名单于 4 月 10 日前交教务处教师教

育科（石牌校区办公楼 209 室）。

附件：1．“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课堂

教学评分表

2．“为了明天”师范生课堂教学优秀奖评奖活动即席讲

演评分表

3．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课件作品要求

4．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预评评分表

5．师范生多媒体课件制作比赛评决赛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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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学生基本教学技能竞赛项目说明

7．大学生基本教学技能竞赛评分表

附件不随文印发，请在学校各部处通知或教务处主页下载。

附件评分表仅供参考，最终版本以实际比赛时为准。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7 年 3 月 3 日

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2017 年 3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