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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本学段教材涉及到的学科知识 

•教学知识——本学科《课程标准》 
学科知识 

•教学设计各个环节（学情分析、重难点确定、
课程资源开发等） 

•撰写教案 
教学设计 

•创设教学情境、安排教学环节 

•指导学生学习 
教学实施 

•评价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 

•评价教师教学过程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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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26 26×2=52 
1.美术学科专业知识 

2.课程标准 

3.美术学科教学知识 

简答题 4 4×7=28 
1.美术学科专业知识 

2.课程标准 

3.美术学科教学知识 

案例分析题 2 2×20=40 对教学设计和实施进行评价 

教学设计题 1 1×30=30 教学简案 

美术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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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30 30×2=60 音乐学科专业知识 

音乐创编题 1 1×10=10 音乐学科专业知识 

音乐作品分析题 1 1×15=15 音乐学科专业知识 

教学设计题 1 1×35=35 教学设计 

案例分析题 1 1×15=15 音乐教学知识（课程标准） 

课例点评题 1 1×15=15 教学实施与评价 

以音乐试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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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15 15×3=45 
1.教学涉及到的学科专业知识 
2.课程标准 
3.教学实例评析 

案例分析题 2题3问 
20+5+15 

=40 

1.教学设计或教学实录评析 
2.学生习作改错 
3.学生写作指导 

教学设计题 1题3问 
20+20+25

=65 

1.选文有关专业知识 
2.教学目标设计 
3.教学环节设计 

语文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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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35 35×2=70 
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为主，少量
学科教学知识 

简答题 3 3×10=30 
1.体育与健康专业知识 
2.教学实施 
3.教学评价 

案例分析题 2 2×15=30 评价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 

教学设计题 1题 1×20=20 教学设计 

体育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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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含阅读理解单选） 

30 30×2=60 
1.语言知识 

2.语言教学知识 

简答题 1 1×20=20 
语言教学知识， 

中文作答即可 

教学情境分析题 1题3问 1×30=30 课堂实录，中文作答 

教学设计题 1 1×40=40 写教案，英文作答 

英语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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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30 30×2=60 政治学科专业知识和课程标准 

简答题 2 2×12=24 学科知识、课程标准、教学实施 

案例分析题 2 2×20=40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教学设计题 1题 1×26=26 教学设计 

政治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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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8 8×5=40 物理学科知识 

简答题 2 2×10=20 物理学科知识与课程标准 

案例分析题 2 2×25=50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教学设计题 1题 1×40=40 教学设计 

物理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20 20×3=60 化学学科专业知识和课程标准 

简答题 2 12+13=25 课程标准与学科专业知识 

诊断题 1 15 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实施 

案例分析题 1 20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教学设计题 1 30 教学设计 

化学学科试题卷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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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 题量 分值 规律 

单项选择题 15 15×3=45 学科专业知识 

简答题 3 3×10=30 学科专业知识+课程标准 

案例分析题 2 2×20=40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教学设计题 1 1×35=35 教学设计 

信息技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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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指导 

课程标准 

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 

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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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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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术学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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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所教的学科，从研读《课程标准》开始 



《课程标准》的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 ：前言 
1.课程性质 

2.课程基本理念 
3.课程设计思路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1.总目标 
2.分目标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 

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1.教学建议  

2.评价建议  

3.教材编写建议  
4.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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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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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教学设计？如何进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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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计的概念 

        教学设计又称教学系统设计，是指为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运

用系统观点和方法，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对教学活动进行规划

的过程。教学设计本质是一个分析学习需求、确定教学目标、设计解

决方法，就解决方法进行实施、反馈、调整方案，再进行实施直至达

到预期教学目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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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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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1.教学背景分析 

（1）教学内容分析 

①研读课程标准，明确课标对本部分内容的要求及建议。 

②分析教材。 

（2）学生情况分析 

①对学生“前概念”的分析； ②对学生认知方式的分析 

        “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结为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
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生学习新知的惟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习者已
经知道了什么，要探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教学。” 

        对学生情况的分析主要是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
（即先前经验）、学生还想知道什么（即自发动机）、学生能知道什么
（即教学目标）、学生如何知道什么（即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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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2.教学目标设计 

（1）知识与技能： 

（2）过程与方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教学目标的准确表述 

1.知识与技能目标——行为性目标 

        教学目标的表述包含行为主体、行为动词、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四个基本

要素。例如“依据参考手册，学生能正确书写求职信函，无语法和拼写错误。” 

2.过程与方法目标——生成性目标 

        例如“通过对有关莲花的各种信息的搜集、整理、探究，揭开莲文化的神秘

面纱，养成探究事物的习惯和方法，养成筛选、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和合作交

流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表意性目标 

        例如“通过对莲文化的研究，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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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美术《墙壁小装饰》 

     知识与技能：学生了解墙壁小装饰的多种表现形式，学会运用

多种材料进行壁饰的设计与制作。 

  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直观感知与实际操作，学会墙壁小装饰的

制作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生在生活中能够注意提升环境的艺术品

质，丰富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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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荷拉斯兄弟宣誓》 

    知识与技能：学生了解画家的流派以及《荷拉斯兄弟宣誓》背景、

内容和主题思想，学会运用美术术语欣赏同类型的油画作品。 

  过程与方法：通过欣赏、讨论、探究掌握达维特的艺术特色，并

学会鉴赏美术作品的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提高对美术作品的鉴赏能力，养成尊重多元

文化的意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爱莲说》 
【知识和能力】 

  能够疏通文意，有感情朗读、背诵课文。 

【过程与方法】 

  通过阅读文章，学习本文托物言志的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莲花高洁的品质，培养“出淤泥而不染”的良好的道德品质。 

《桃花心木》 

【知识与能力】 

  学会本课6个生字，正确读写“锻炼、枯萎、插秧”等词语。 

【过程与方法】 

  通过反复阅读，体会文中“不确定”等含义，理解种树人隔三差五
浇水的原因，了解借物喻人的手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体会作者所要阐释的：只有经历磨练才能更好地适应生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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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Lin Fei’s daily life》 

 Teaching Aims: 

  Knowledge aim: Students will know Lin Fei’s daily life and some good 

habits at their home. 

  Ability aim: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Emotional aim: After this lesson students would like to learn to arrange 

their life and  form good habit in the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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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体育《背越式跳高》 

   1.知识与技能：能说出背越式跳高的技术要领和安全练习的方法，

能正确做出背越式跳高动作。 

   2.过程与方法：通过教师的示范讲解和学生自主体验以及对同伴

练习的观察与讨论，能进一步掌握背越式跳高的动作要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学生的探究与合作学习能力;培养学生

运动兴趣;增强协作精神和安全地进行体育运动的意识，增强自信心，

体验学会技能时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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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音乐《桑塔露琪亚》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主动探索与其相关的音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而
感知欧洲民间音乐的艺术风格。 

  过程与方法：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能够感受，体验《桑塔.露琪亚》
的音乐情绪和风格，分辨男高音的音色特点。 

  知识与技能：了解歌曲的曲式结构，能够参与演唱活动中的即兴表演。 

高中音乐《流行风》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在感受和理解通俗音乐作品的音响、形式、风格特
点的同时，提高音乐鉴赏和评价的能力，形成健康向上的审美观。 

  过程与方法：在对音乐形态与音乐情感的积极聆听、表演当中，提高在
音乐体验中的独立见解。 

  知识与技能：了解歌曲演唱风格和曲式结构，比较通俗歌曲、艺术歌曲、
民歌的片段，了解他们各自的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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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软件制作简单动画》 
 【知识与技能】 

  能独立表述动画制作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并能自己动手完成动画制作的一
般步骤。 

 【过程与方法】 

  通过制作“移动的小球”动画，了解FLASH动画制作的过程，并从中总
结出动画制作的主要步骤。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在理论学习和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激发学习动画制作的兴趣，并且逐
步培养乐于接受和探究新知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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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3.确定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1）何为重点？何为难点？ 

（2）确定重点难点的方法 

          教材地位分析、学情分析、课题例题分析 

（3）如何表述 

例如：《爱莲说》 

教学重点：学习本文托物言志的手法。 

教学难点：理解文章的主旨，品味文章语言，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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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Fei’s daily life》 
Teaching Key Points: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is passage by listening and make a time 

line of Lin Fei’s life. 

  Teaching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describe their own life style of the school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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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露琪亚》 
教学重点：能够用自然圆润的声音来演唱歌曲《桑塔.露琪亚》。 
教学难点：演唱歌曲时音乐记号的处理。 

《墙壁小装饰》 
教学重点：初步掌握墙壁小装饰的制作方法; 
教学难点：结合学过的景物、风景画设计有创意、符合室内环境的墙壁
小装饰。 

《背越式跳高》 
教学重点：助跑与起跳结合技术。 
教学难点：腾空过杆技术。 

《Flash软件制作简单动画》 
教学重点：Flash动画制作的一般过程，基本操作方法以及任务的实现。 
教学难点：初步理解关键帧和动作补间动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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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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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4.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择 

（1）有哪些教学方法？选择依据是什么？ 

（2）什么是教学媒体？有哪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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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语言传递 

讲授法 

谈话法 

讨论法 

读书指导 

直观感知 

演示法 

参观法 

实际训练 

练习法 

实验法 

情感陶冶 

情境教学 

欣赏教学 

引导探究 

发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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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运用教学方法的基本依据 

     l. 教学目的和任务的要求 

     2．课程性质和教材特点 

     3．学生年龄特征 

     4．教学时间、设备、条件 

     5．教师业务水平、实际经验及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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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媒体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传递信息的物质工具，如

实物、标本、挂图、图片、模型、幻灯、录像、多媒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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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媒体使用的原则 

可控性原则——媒体内容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内容干扰学生的注意力 

高效性原则——运用教学媒体的目的，是为了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是

为了让学生高效地理解、掌握知识，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教学手段无论多

简便，就是好的手段。 

多样性原则 ——多样化的教学媒体演示避免了单调，既符合学生求新好

奇的认知心理，又可以成为教师控制教学节奏和调动学生有意注意的有效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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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媒体出示的最佳时机 ： 

（1）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的相互转换 

（2）抑制状态向兴奋状态的转化 

（3）平静状态向活跃状态的转化 

（4）兴奋状态向理性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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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教学背
景分析 

教学目
标设计 

确定重
点难点 

选择方
法手段 

设计教学
过程 

设计教
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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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5.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设计 

导入新课 讲授新课 巩固新课 课堂总结 布置作业 

（2）什么是教学资源 
        为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的素材等各种可被利用的条件，通常包括教材、

案例、影视、图片、课件等，也包括教师资源、教具、基础设施等。即教
学资源包括教学资料、支持系统、教学环境等组成部分。 

（1）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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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小装饰》 
    （一）导入新课 

  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两张图片，一张是只有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室内空间图，另一张是经
过装饰的室内空间图，引出课题——《墙壁小装饰》。 

 （二）直观感知 

  教师分发多幅不同表现形式的墙壁小装饰作品，引导学生仔细观察、触摸。 

 （三）具体分析 

  教师播放不同色调风格、室内环境等的小墙壁装饰，引导学生小组讨论，进行对比分析。 

    （四）示范讲解 

  教师边演示边讲解如何制作一件墙壁小装饰 

 （五）实践展评 

个人或同学间分工合作，自选材料制作一个墙壁小装饰。教师巡视辅导，及时纠正问题，并
提出改进建议。 

 （六）小结作业 

  教师总结本节课重点内容，学生谈谈本节课的收获，引导学生回家后将壁饰装饰于合适
的位置，并拍照记录，下节课带来跟同学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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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说》 
 （一）生活导入，激发兴趣 

  导入语：同学们喜欢花草吗?你最喜欢哪一种花草?请说出理由。结合学生回答，引出莲花 

 （二）通读课文，整体感知 

        1.介绍本文的作者、写作背景及体裁。 

        2.朗读课文 

  读准字音，根据注解疏通文意;教师范读;学生齐读，感情充沛，声音响亮，精神饱满; 

    （三）研读课文，深入体会 

        1.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莲花的?作者把莲花比作什么?并赋予了莲花哪些品格? 

        2.作者借花喻人，抒情言志。那么他把菊花比作什么?把牡丹比作什么?写菊、写牡丹的目
的是什么? 

     3.文章的主旨句是哪一句?说说这篇短文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4.本文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方法? 

    （四）迁移拓展 

     1.请欣赏几幅莲花的图片。学生再读课文，同学们，我们学完了课文后有哪些收获呢?  

     2.积累古诗文中描写莲花的诗句，尝试背诵课文。 

    （五）作业小结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2. 任选一种自己喜爱植物，采用多种修辞方法，写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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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1:  Warming  up——Music\ Games\ Things\ Dialogues 

 Step2:  Presentation 

 Step3:  Practice 

 Step4:  Production 

 Step5:  Summary 

Step 1： Revision 

 Step2:    Lead in  

Step 3 ：Listening\Reading 

Step4： Language points\Make dialogue 

Step5: Discuss \ Quiz \ Homework   



  ★课堂导入的方法 

课堂导入是教师在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开始时，通过简短的言语或行为，引导学

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的教学行为方式。 

 “课的第一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上,激发起他们思维的火花,或像磁石一样把学生牢牢

地吸引住。”课堂导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迅速进入课堂角色。 

  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使学生迅速做好学习新知识的心理准备，并产生

学习期待。 

  3.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减少学习困难和障碍。 

直观导入——实物、标本、模型、图片、实验或放映幻灯、录像等 

设疑导入——以旧引新、设置悬念 

激趣导入——故事、游戏、歌曲、谜语等 

直接导入——开门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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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举例： 

【2013下 英语】31.用四种方法引人Christmas的课文，并举例。 

【2014上 英语】31.简述课文教学“导入”活动的目的和注意事项并
以“talking about likes and dislikes”为 例，用英文写出两句相应
课堂导入语。 

【2014上 语文】16．请结合案例评析该教师课堂导入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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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总结的方法 

        通常的课堂总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封闭型总结和开放型总结。封闭型总

结又称认知型总结，其目的是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程

的要点上。开放型总结是把所学的知识向其他方向延伸，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引起更浓厚的研究兴趣，或把前后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 

        课堂总结的方法主要有： 

（1）自然式 （2）归纳式  （3）悬念式 （4）活动式（5）拓展式（6）激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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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布置的要求 
1.目的性。作业的布置应体现课堂教学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学生通过作业能进一
步巩固知识，使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2.针对性。针对教材和学生实际，教师要精心选择作业题。太难会使学生无从下
手，太简单则降低了教学的要求，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把握。 

3.趣味性。兴趣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吸引自制力尚处在薄弱阶段的学生，使
他们以愉快的心情完成每次作业。 

4.层次性。学生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作业的布置要体现层次性。 

5.多样性。作业的形式要新颖灵活、不拘一格。除了传统的手写作业外，应适当

地运用口头练习（复述、讲故事等）、表演练习（小品、话剧）、实际操作（课
外实验、观察、测量、制作）等多种作业形式。 

6.开放性。新课程要求大部分作业应突出开放性和探究性，也就是学生解答问题
时要有一定的思考和实践，作业答案要有一定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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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设计的基本步骤 

教学背
景分析 

教学目
标设计 

确定重
点难点 

选择方
法手段 

设计教
学过程 

设计教
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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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评价设计 

（1）评价什么——学生表现 

（2）谁来评价——主体多元 

（3）如何评价——测试、观察等 

（4）评价工具——表格、试题、档案袋等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二、什么是教案？怎样写教案？ 



二、教案的格式 
1．文字式教案 

课程名称 

第＿＿次课    授课时间＿年＿月＿日 

一、教学目标 

二、教学重点 

三、教学难点 

四、教学方法 

五、教学过程：导入新课、讲授新课、巩固练习、课堂总结、作业布置 

六、板书设计 

七、教学反思 



2．表格式教案 

《******》教案 
教材分析 
学情分析 

教 
学 
目 
标 

知识技能目标 

过程与方法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一、导入新课 
二、讲授新课 
三、总结巩固及延伸 
四、作业布置 
板书设计 
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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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么是板书？如何设计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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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板书的内容 

1.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结构； 

2.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3.公式及其推导过程； 

4.教学内容的补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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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板书的类型 

1.文字板书 

（1）纲要式板书（2）语词式板书（3）表格式板书（4）线索式板书 

（5）演算式板书 

2.图画板书 

（1）示意图；（2）简笔画 

3.综合式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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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式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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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式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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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式板书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综合式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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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板书设计的六个原则 

1、目的性：板书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离开了教学目的，板书设计就失去了意义。 

2、针对性：因文制宜，因人制宜，因课制宜。 

3、概括性：书之有度。 

4、条理性：书之有序。 

5、计划性和灵活性：预设周密计划，生成机智灵活。 

6、实用性：不唯形式，不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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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教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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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教学
情境 

课堂提问
与倾听 

学生学习
方式 

课堂教育
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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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教学情境？怎样创设教学情境？要注意

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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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教学的内容，为落实教学目标所设定

的，适合学习主体并作用于学习主体，产生一定情感反应，能够使其主动积

极建构性学习的具有学习背景、景象和学习活动条件的学习环境。教学情境

就其广义来说，是指作用于学习主体，产生一定的情感反应的客观环境。从

狭义来说，则指在课堂教学环境中，作用于学生而引起积极学习情感反应的

教学过程。 

教学情境可以贯穿于全课——情境中导入、情境中体验、情境中提升、

情境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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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的方法 

1、多媒体演示，创设形象情境 

2、语言描述，创设想像情境 

3、联系学生生活，创设实际教学情境 

4、设疑启智，创设探究情境 

5、营造氛围，创设合作交流情境 

6、发挥角色效应，创设体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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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面积的认识    

师：今天有那么多老师来我们班听课，你们高兴吗？   
生：高兴！   
师：两只小猴子也来凑热闹啦（课件展示两只小猴子）！我们先来给两只可爱的小猴子
取一个名字好吗？   
生：好！   
师：谁先来？   
生1：我给左边的小猴子取的名字叫“猕猴”。   
师：你真行，与老师的想法一样。还有一只小猴子取什么名字呢？   
生2：还有一只小猴子我叫它“金丝猴”。   
师：你们同意吗？   
生：（齐）同意！   
师：金丝猴和猕猴要进行圈地比赛，你们说，怎样才能看出它们的输赢呢？   
生3：谁圈的地大，谁就赢。   
师：有意见吗？   
生：（齐）没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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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们猜猜看谁会赢？   

生4：我猜金丝猴赢。   
生5：我猜猕猴赢。   
（此时，教师里出现了很大的争论声音，有的在喊金丝猴赢，有的在喊猕猴赢）   
师：这样吧，你认为猕猴赢，等一会儿比赛时就为猕猴加油，你认为金丝猴赢，比赛时就
为金丝猴加油。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两只小猴的比赛。   
（教师播放课件，学生分别为自己认为赢的小猴加油，教室里加油声一片，热闹非凡）   
师：（小猴比赛结束，教师将课件定格，出现一个金丝猴圈到的正方形地和一个猕猴圈到
的长方形地，这两块地的大小比较接近，用观察的方法很难确定）你们说谁赢了？   
生1：我认为猕猴赢，因为猕猴圈的地大。   
生2：我认为金丝猴圈的地大。   
„„   
（教室里学生各抒己见，但都没有足够的理由）   
师：到底谁赢了呢，等同学们学完了今天这一课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接着教师进行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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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设情境要注意的问题 

创设情境既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认知停靠点，又要激发学生的学

习心向。这是情境的两大功能，也是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的两个先决

条件。有价值的教学情境要体现以下几个特征： 

1．基于生活 

2.注重形象性  

3.体现学科特点 

4.内含问题 

5.融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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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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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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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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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育
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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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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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提问的功能 

1.引起学习动机2.帮助学生学习3.提供学生参与 

4.进行反馈评价5.启发学生思考6.提问的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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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1.提问过于简单，没有思考价值 

2.提出的问题难度大 

3.提问没有新意，篇篇文章都是雷同的提问 

4.提问对象过于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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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堂提问的要求 
1.合理地设计问题 

（1）要围绕教学目标和学习要求，按照教学内容的逻辑顺序，循序渐进、由浅
及深地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要考虑到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循序而问，步步深
入，使学生积极思考，逐步得出正确结论。 

（2）设计的问题要难易适中，深浅适度，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生的个性特
点，提出的问题最好位于学生思维的“最近发展区”。 

（3）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善于设计问题的变式，提问的形式也应多种多样，
促使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4）提问的问题之间应是紧密联系、前后有序的，不应是孤立、零散的。 

（5）问题的设计要力求精炼扼要，富于思考，紧扣教材，突出重难点和关键点。 

2.要面向全体学生提问 

3.提问目的要明确 

4.提问的语言要准确 
5.提问的态度要温和自然 

6.要及时进行评价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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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堂倾听 

        课堂倾听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心去理解和感受学生的各类语言涵义

的智力和情感过程。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倾听与应答的过程。

课堂倾听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关键。 

（一）课堂倾听的基本要求： 

1.创设平等的师生对话情境 

2.营造和谐轻松的课堂气氛 

3.欣赏学生的独特性 

4.要倾听不同学生的声音 

5.倾听后要进行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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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对话的特点： 

1.民主性。在课堂对话过程中，师生享有平等地位，都有参与的权利。 

2.生成性。对话意味着创造，意味着生成。课堂对话的过程是建构知识、发展能

力、交流情感、张扬个性的过程。 

3.多边性。课堂对话不仅发生在师生之间，而且存在于学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

间等。 

4.开放性。课堂对话的开放性，表现在对话主体的自由交流、对话内容的多元化、

对话形式的多样性上。 

5.倾听性。课堂对话是师生双方共同就有关问题、意见、思想进行交流和分享。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创设教学
情境 

课堂提问
与倾听 

学生学习
方式 

课堂教育
机智 



优师教育，圆你一个教师梦！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一）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总体教学目标的宏观调控下，在教师的指导下，根

据自身条件和需要制定并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它有两个必要前提：（1）学

习者要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2）教育机制可以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间。 

        自主学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对自己的学习活动的事先计划和安

排；（2）对自己实际学习活动的监察、评价和反馈；（3）对自己的学习活

动进行调节、修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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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根本改变，学生由过去主要听从教师讲授，

从学科的概念、规律开始学习的方式变为学生通过各种事实来发现概念和规

律的方式。其最终目的是要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探究学习的基本思想是让学生在“重新发现”和“重新组合”知识的过

程中进行学习，它是一种强调学生自主、积极投身其中的学习方式。与接受

学习相比，它更强调的是：①参与和过程；②平等与合作；③鼓励创新 。  

        在探究性学习实施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也要重视教师的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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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
合作学习是针对学习的组织形式而言的，相对的是“个体学习”。 

        合作学习的特点： 
    （1）交流性。合作学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交流性。它正是通过参与双方
或多方从思想上到行为上的各种交流而获得进步的学习方式。 

    （2）协同性。在合作学习中，合作过程中的融洽和默契程度是决定合作是否
成功的重要因素，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时也应该强调它的协同性。 

    （3）分享性。合作学习与自主学习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具有与他人分享
成功喜悦的特点，这在自主学习中是体现不出的。 

        合作学习的分组原则为同组异质、异组同质。 

（1）同组异质是指将不同层次的学生搭配分组，这样有利于不同学生之间互相
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活动进度相对统一。考虑因素包括：学生成绩
优劣、能力强弱、性格差别、性别及学生干部分配率。 
（2）异组同质是指保持不同组之间的均衡性，有利于组际间的交流和竞争，有
利于各组学习活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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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机智 

        是指教师对学生各种表现，特别是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能够及

时做出灵敏的反应，并采取恰当措施以解决问题的特殊能力。教育机智

可以用四个词语概括：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掌握分寸、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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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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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评价 

（一）教学评价的概念 

教学评价是指以教学目标为依据，通过一定的标准和手段，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

给予价值上的判断，即对教学活动及其结果进行测量、分析和评定的过程。教学

评价主要包括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二）教学评价的功能 

1.诊断教学问题 

2.提供反馈信息 

3.调控教学方向 

4.检验教学效果 

5.激励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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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评价的类型 

1.根据实施功能的不同，教学评价可分为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 

2.根据运用的标准不同，教学评价可分为相对性评价、绝对性评价和个体

差异性评价 

3.根据评价的方法，教学评价可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4.根据评价主体，可以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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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1.在评价功能上，要由侧重甄别和选拔转向侧重发展。 

2.在评价对象上，要从过分关注对结果的评价逐步转向关注对过程的评价。 

3.在评价主体上，要强调评价主体多元化和信息多元化，重视自评、互评的作用。 

4.在评价结果上，不仅要关注评价结果的准确、公正，更要强调对评价结果的反馈

以及被评价者对评价结果的认同和对原有状态的改进。 

5.在评价内容上，要强调对评价对象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综合考察。 

6.在评价方法上，要强调评价方式多样化，尤其注重把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结合起

来，以质性评价统整量化评价。 

7.在评价者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上，要强调平等、理解、互动体现以人为本的主体性

评价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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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科目三  学习结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