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厦门华厦学院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暨第四届福建省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选拔赛方案（正式通知） 

根据《福建省总工会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全省高校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通知》精神，拟在我校先组织青年教师校内教学

竞赛选拨赛，择优推荐参加全省决赛。现将我校校内选拔赛具体实

施方案公布如下： 

一、竞赛学科 

竞赛学科设四个组别：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

然科学应用学科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参赛教师根据课程性质，

自主选择。 

二、参赛对象及名额分配 

（一）我校年龄在 40周岁以下（1978 年 8月 31日以后出生），

且高校教龄满 3年（截止 2018年 5月 1日）以上的在职教师。 

（二）各系部共推荐 10名教师参加校级教师教学竞赛（详见以

下名额分配表）。请各系部做好本系部选拔工作，于 5 月 4 日前报

送参赛的教师名单。已在往届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奖

的教师不再参加本届竞赛及遴选 

 

 



厦门华厦学院 2018 年校级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参赛名额分配表 

 

系部 名  额（人） 组   别 

商管系 2 
人文社会学科 

信息与机电系 2 
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 

检验系 2 
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应用学科 

人文创意系 1 
人文社会学科 

外语系 1 
人文社会学科 

思政部 1 
思想政治教育课 

通识中心 1 
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基础学科/自然科学

应用学科 

    合计                 10人 

三、竞赛内容要求（参照省级教学竞赛的相关要求） 

竞赛以“上好一门课”为竞赛理念，本次竞赛由教学设计（教

案）、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两

者权重分别为 15%、80%、5%。 

（一）比赛主题要求 

参加比赛课程应是列入本科教学计划的正式课程（至少 2学分），

具有明确的教学对象。所选取的参加比赛的主题（或章节）应是课

程的正式授课内容，与课程其它章节内容应有内在的联系和前后承

接关系。 

（二）教学设计要求 

教学目标明确，教案内容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学步骤符合



学生的认知心理；重点与难点清楚，解决方法有针对性，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讲求科学性和探索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三）教学演示要求 

要求用普通话讲授。讲课内容注重启发式，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讲求逻辑性；教学内容讲求科学性和探索性，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使用板书或电子课件授课均可，使用电子课件授课的，需有适当板

书。板书或课件布局合理、字体工整、清晰、美观。教学用语清晰

生动、有表现力；教态自然大方，着装庄重得体。 

（四）教学反思要求 

参赛选手结束课堂教学环节后，结合本节段课堂教学实际，从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三方面着手，在给定的时间内口述

完成有关本次竞赛的教学反思并提交书面材料（600 字以上）。要

求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做到有感而发。 

四、竞赛流程 

（一）参赛教师在报名前须准备同一参赛课程 3 个完整教学设

计（教案）、与之相对应 3个课堂教学节段（20分钟的课堂教学演

示）的 PPT和教学反思材料。 

（二）所有参赛教师在开始比赛前抽签确定参赛顺序。 

（三）课堂教学竞赛结束后，2-3分钟进行教学反思； 



    （四）评委根据参赛教师的教案、教学演示现场评分和教学反

思评分，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 2-1、2-2、2-3、2-4。 

五、提交材料要求 

（一）参赛课程教学大纲的基本内容（具体见附件 2-4）（电

子版，纸质版一式 5份）。 

（二）参赛课程 3个完整的教学设计和 3个 20分钟教学演示

PPT，其中 PPT打印时每页幻灯片不超过六幅（电子版，纸质版一式

5 份）。 

（三）参赛课程教学反思书面材料，纸质版一式 5份。 

以上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请于 2018年 5月 7日前提交教务处。

联系人：林宇虹，电话：6276213，邮箱：linyh@hxxy.edu.cn。 

电子版提交格式：以压缩文件包形式提交，文件包名称为“2018年

校级教学竞赛+系部名、教师姓名”（如，2018年校级教学竞赛-XX

系 XXX）。 

六、注意事项 

（一）参赛教师根据参赛演示内容需要，可携带教学模型、挂

图、激光笔等。 

（二）为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参赛教师得分以平均分计算。评

审专家实行实名制，进行综合评议。 



（三）参赛教师在比赛过程中应尊重评委，遵守赛场纪律。 

七、奖项设置 

按参赛选手总数和每位参赛教师最后得分从高到低确定 10％

的比例为一等奖、20％的比例为二等奖、30％的比例为三等奖、40%

的比例为优秀奖（三等奖以上颁发奖状和奖金，优秀奖颁发奖状）。

根据比赛结果推荐成绩最高的选手参加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每组最多推荐 1名，推荐总人数不超过 3人。 

八、校内选拔赛时间和地点安排 

（一）比赛暂定时间。2018年 5月 10 日（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二）比赛地点。另行通知。 

附件:  

2-1.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教学设计参考评分表 

2-2.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课堂教学演示参考评分表 

2-3.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反思参考评份表 

2-4.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参赛课程教学大纲（简要信息表） 

2-5.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参赛课程教学设计（教案） 

 

厦门华厦学院教务处 

2018年 4月 20日



附件 2-1 

 

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 

教学设计（教案）参考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       

设计 

方案     

（15分） 

教学目标明确,符合教学大纲要求。 2   

教学内容充实，既能理论联系实质，又反映

学术前沿。 
5   

教学思路清晰，重点、难点描述清楚，针对

性强。 
5  

教学组织有序，时间安排合理，方法手段运

用恰当有效。 
2  

文字表达准确、简洁，阐述清楚。 1  

评委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附件 2-2 

 

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决赛课堂教学演示参考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课堂 
教学 
80分 

教学 
内容 
35分 

教学内容符合教学目标要求，有一定广度和深度。 7 

 
 
  

教学内容精炼充实，基本概念准确，科学性强。 7 

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反映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
新成果。 

7 

教学信息量大，课堂教学饱满。 7 

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内容承前启后，循序渐进。 7 

教学 
组织 
25分 

教学设计方案体现完整，内容安排合理，教学时间
利用有效。 

5 

  
  

注意启发性、研究性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
决问题能力。 

5 

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思维，师生互动效果明显。 5 

方法运用灵活、恰当，有效地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
学手段，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5 

板书设计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结构合理，板书与
多媒体相配合，简洁、工整、美观、大小适当。 

5 

语言 

教态 
15分 

普通话讲课，声音清晰、语言准确，语速节奏恰当 5  
 教态自然大方，精神饱满，上课感染力强 5 

结合课堂教学教书育人 5  

教学 
特色 
5分 

教学理念先进、风格突出、感染力强、教学效果好 5  

评委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附件 2-3 

 

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决赛教学反思参考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得分 

教学 

反思 

5分 

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方

面着手，做到联系实际、思路清晰、观

点明确、文理通顺，有感而发。 

5  

评委签名  合计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说明： 

本届比赛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其计算方式： 

教学设计 15分+课堂教学 80分+教学反思 5分=100分 



附件 2-4 

 

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参赛

课程教学大纲（简要信息表） 
 

课程名称  

上课对象  上课年级  学分/周学时   2/2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先修课程  

选用教材  

主要参考书  

一、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不少于 300字） 

 

二、教学基本要求（不少于 500字） 

 

三、主要内容及学时安排 

章或节 主要内容 学时安排 

1   

2   

3   

4   

5   

6   

四、考核方式： 

五、面向专业 

六、其它信息 

（版面不够，可另附纸张）



附件 2-5 

 

第四届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参赛

课程教学设计（教案） 

参赛主题  

教学主要

目标 
包括理解、掌握、领会、应用、综合、分析等要求 

教学重点

与难点 
 

解决重点

与难点的

方法 

 

采用主要

教学手段 
 

教学过程 
包括导入主题、展开阐述、深入研讨、巩固加深、总结提高、

时间分配等 

（版面不够，可另附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