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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师  范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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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高等院校： 

为推动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实践能力发

展，交流培养经验，经“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学技能大赛专家委员会同意，定于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期

间举办 2022 年全国“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教学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办：广西师范大学 

承  办：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 

主办方组建大赛组委会，并在大赛专家委员会和赛事指导

小组指导下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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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各高等院校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的在校全日制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每所参赛院校初赛报名人数控制在该校

在校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人数的 15%以内，且最多不超过 5 人。 

三、比赛形式和时间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一）初赛 

初赛采用网络评审，内容包括 1 课时的教学设计及该课时

的教学视频。初赛以院校集体方式报名，不接受选手个人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30 日，逾期不再受理。 

1. 比赛内容 

（1）教学设计：选手从现行小学科学、初中科学和高中通

用技术课程中自选 1 课时新授课内容。教学设计要体现课程标

准理念和要求，具体内容包括：课题名称、设计理念、课标分

析、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环节与

教学创新等。 

（2）教学视频：选手从 1 课时教学设计内容中自选一个教

学片段，录制不超过 10 分钟的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应画面连贯，

画质清晰，视频不得剪辑，参赛选手必须出镜。视频须与提交

的教学设计内容相一致。 

2. 作品格式要求 

（1）教学设计为 PDF 文件（字数不超过 6000 字），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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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规格纵向排版，标题为小三号黑体，正文小四号宋体，行距

固定值 20 磅。 

（2）教学视频为 MP4 格式，采用 H.264 编码，分辨率为

1280*720（16:9），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200M。 

（3）参赛作品中不得出现选手姓名及所在学校、指导教师

等一切透露选手信息的内容，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3. 评审方式 

在大赛专家委员会和赛事指导小组的指导下，聘请专家进

行匿名评审，评分标准参考附件 1。根据评审成绩确定进入决赛

的选手名单，并于 10 月 15 日前在大赛网站公告栏上公示

（https://www.risechina.org/）。进入决赛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参赛

选手总数的 50%。 

（二）决赛 

决赛暂定于 2022 年 11 月进行，决赛方式、内容、流程等

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四、奖项设置 

决赛针对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分别设奖。针对参赛选手，

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个等次，获奖比率分别为 10%、

20%、30%，其他参加决赛的选手均获得“优秀教学设计奖”。获

一等奖、二等奖选手的指导教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奖”。多位

老师指导同一名学生获奖，“优秀指导教师奖”颁发给首位指导教

师。获奖者由田家炳基金会颁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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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要求 

（一）各参赛院校可根据通知要求，组织校内选拔赛，遴

选出参加初赛的选手。 

（二）各参赛院校务必在初赛报名期间（2022 年 7 月 30 日

前），将盖章后的“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2）电邮至大

赛专用邮箱（gxnurise@163.com），进行初赛报名。文件命名为“学

校名称-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如：广西师范大学-参赛选手信

息汇总表）。大赛组委会回复邮件，确认完成报名。 

（三）各参赛院校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前，统一将本单位

所有选手的参赛作品（教学设计、教学视频）以压缩包的形式

发送至大赛专用邮箱（gxnurise@163.com），压缩包命名为“学校

名称-教学技能初赛”（如：广西师范大学-教学技能初赛）。教学

设计和教学视频文件均命名为“学校名称-课题名称-选手姓名”

（如：广西师范大学-结构与稳定性-陈某某）。 

（四）参赛费 600 元/人，由各参赛院校报名时统一缴纳。

缴费流程等信息见附件 3。 

大赛联系方式：为便于大赛的有序开展，主办方将组建

2022“田家炳杯”全国全日制教育硕士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教学

技能大赛 QQ 群（群号：573177602），请各参赛院校选派 1 名（仅

限 1 名）负责大赛具体工作的老师加入，加群时请以“学校全称

+姓名”的形式备注。联系人：广西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



mailto:gxnurise@163.com
https://www.rise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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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比赛环节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教学视频 

（70 分） 

选题设计 

1. 符合现行中小学科学与技术类课程标准基本要求
和学生的实际，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 

2. 选题立意明确、重点突出，主要针对一节课中情
境创设、知识点讲授、实验活动等环节进行选题设计； 

3. 设计合理，围绕教学或学习中常见、典型、有代
表性的问题或内容针对性地进行性设计。 

10 

教学内容 

4. 教学内容严谨，不出现任何科学性错误； 

5. 教学内容的选择、组织与编排，要符合学生的认
知逻辑规律，过程主线清晰，逻辑严谨，重点突出，
富有启发性。 

20 

作品规范 

6. 教学视频片段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7. 时长一般为 8～10 分钟，要求视频画质清晰、图
像稳定、声音清楚（无杂音）、声音与画面同步； 

8. 课件设计要形象直观、层次分明、简单明了，教
学辅助效果好； 

9. 录制中可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技术手段，如手写板、
电子白板、黑板、白纸、PPT、实物投影、录屏软件、
手机、DV 摄像机、数码相机等。 

10 

语言规范 
10. 教学语言准确、精练、生动，语速适中，有节奏
感，富有感染力。普通话标准。 

5 

教学效果 

11. 完成设定的教学目标，有效解决实际教学问题；  

12. 教学过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启发引导性强，
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13. 促进学生知识理解、技能提升、思维发展、情意
成长及观念变化。 

25 

教学设计 

（30 分） 

内容设计 

14. 教学设计主题明确、思路清晰、结构完整，包括
课标分析、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目标、教学重
难点、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教学评价、板书设计和
教学反思等内容。 

15. 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符合课标要求、学科特点
和学生情况，体现课程标准基本理念和科学与技术教
育本质； 

16. 学情分析准确，学生认知特点和水平表述恰当，
学习动机、习惯、方法、能力及学习障碍等分析准确； 

17. 教学过程设计重点突出，难点清楚，处理恰当； 

18. 教学方法符合科学与技术学科教学的特点，切合
教学对象要求，教学手段准备充分、使用恰当； 

19. 注重过程性评价及生成性问题解决和应用。 

25 

规范创新 
20. 教学方案体现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文档结构
完整，布局合理，格式美观，整体设计富有创新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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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选手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指导教师 

姓    名 

1       

2       

3       

4       

5       

 

郑重承诺： 

以上参赛选手均为全日制教育硕士科学与技术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 

 

 

参赛单位研究生院（处）（盖章）：              

年   月    日    

 

 

（请将此页填写、打印、盖章后，扫描成 PDF 格式文档，并修改文件名为：学

校名称-参赛选手信息汇总表。请于 2022 年 7 月 30 日前发送至竞赛专用邮箱：

gxnuris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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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缴费时间 

2022 年 7 月 30 日前 

二、缴费方式 

本次参赛费用由广西师范大学统一收取并开具“会务费”

电子发票。缴费方式为：使用学校对公账户转账至广西师范

大学账号（如下），并在附言填写备注信息：田家炳杯科学

与技术教育大赛****大学。 

户  名：广西师范大学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高新科技支行 

账号：2103215109264004618 

三、缴费金额 

每名参赛选手 600 元，各参赛院校一次性缴清。 

四、开票注意事项 

缴费成功后，请务必将缴费凭证（或回执单）扫描成 PDF

电子版（文件名为****大学田家炳杯缴费凭证.pdf）、发票抬

头（学校全名）和纳税人识别号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gxnurise@163.com 。请仔细核对，切勿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