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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学之星”大赛简介

 4月26日-12月11日：历时最长

 初赛，复赛，决赛：难度最大

 全国800余位老师参赛：选手最多

 挺进全国总决赛：压力最大

















1. 微课的理念、设计与评价

 微课的定义

 微课的设计

 微课的功能

 微课的评价



微课的定义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就某个知识点或某

种语言微技能或某个教学环节开展的不超过

10分钟、能够自成一体的教学活动。

Why？ Who？ What to teach？

How long？
What kind of 

teaching activity ？



微课的设计

选择主题 具化内容 确定目标 绅化步骤

撰写脚本反复练习

反复修改

制作视频



微课的功能

 直接用于课堂教学

 翻转教学 (Flipped-classroom)

 慕课 (MOOC) 的一部分



微课能替代课堂教学吗？

 微课丌是完整的教学

 完整的教学还需要

 微课只是教学的某个部分或一种资源

讨论、练习、作业等环节？



微课与课堂教学的差别

 微课教学

时间短

内容精

效率高

反复看

课堂教学

互动性

情景性

动态性

系统性



微课评价的标准

微课选题: 精准恰当; 聚焦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目标: 目标明确; 达成性强

教学内容: 选取得当; 具有认知挑战性

教学过程: 循序渐迚; 结构完整

教学方法: 理念清晰; 具有新颖性

教学语言: 规范清晰; 富有感染力



微课之我见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呈现是锦上添花, 切勿宣兵夺主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Less is more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设计

 明确翻转的目标

 确定翻转的内容

 设计翻转的步骤

 评价翻转的效果



评价标准

合理、明确，能促迚知识的活用不内化吸收教学目标

选取得当，重点突出，课前不课上有机结合教学内容

清晰，活动设计合理，组细紧凑、顺畅教学流程

新颖、有效，能激发学生兴趣教学方法

良好，师生充分互动，学生积极参不课堂氛围



 Enlightening

 Informative

 Interactive

 Entertaining

翻转课堂之我见

启发性

知识性

互动性

趣味性



复赛翻转课堂



WelcomeBack !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curved eyebrows like 
the crescent of heaven

月牙般弯眉
shining/bright eyes 

明眸善睐

high-bridged nose

高鼻梁

rosy lips and 
pretty white teeth

唇红齿白



Techniques

Well-chosen adjectives 精选词汇

Details-oriented 注重细节

Proper association 适度联想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imple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thick lips ?

full lips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 * * * * * *

……大学的第一个老师——高峰，第一印象是

就是年轻帅气，干净利索。休闲外套搭配浅色

牛仔裤，清爽的短发，永远都微扬的嘴角，虽

小却有神的眼睛……

•清爽的短发

•永远都微扬的嘴角

•虽小却有神的眼睛

refreshing short hair     

with a smile always resting
on the lips

small yet gleaming eyes



决赛翻转课堂



Why “          ” Matters in 
Communication?

YOU YOU



Acknowledge their existence

Peak their interest

Push their pride button





What can I do for you?
Anything you like in particular?

You may like these,
try them on!

They look great 
on you.



微课制作工具



Prezi

国内开始流行，动画效果
酷炫，缩放旋转位移效果
特佳，同时保留了文本表
达方式，适合结构性文本、
故事演说，也能整合多媒
体格式。

www.prezi.com











PowToon

基本操作方式就跟PPT
一样，只是画面更酷，
还多了一些可以贴入的
动画小人，动态卡通的
元素配上不真人的手互
动的效果。
www.powtoon.com





Focusky (动画演示大师)

1. 大量精美免费模板，直接换上自己的内容

3. 傻瓜软件，强大的动画内容编辑功能，
学会只需1小时

2. 超多动画特效以及自带大量免费动画、图
片等素材3D缩放、旋转、移动的镜头转场
特效

http://www.focusky.com.cn/





录屏

Camtasia Recorder

内嵌于Office，使用便捷。声音、
屏幕同步彔制。



格式转换

格式工厂

支持视频、音频、图
片等多媒体素材不同
格式间转换。



国内

优酷、土豆、腾讯、爱奇艺……

更多视频资源

• 国外

YouTube、BBC、TED、CNN…



比赛的意义

翻转课堂，回归课堂。

在台上比赛的时刻，情绪是亢奋的。

在台下讲课的时候，心里是踏实的，因
为学生是受益的。

只有更好地回归课堂，这才是比赛的意

义所在，让学生成为比赛最大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