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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特教培〔2019〕1 号 

 

2019  

 

 

各市教育局、残联：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残联关于举办 2019 年广西特殊

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的通知》（桂教师范〔2019〕40 号）精神，

由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承办

的此次大赛将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20 日举行。为确保大赛顺

利进行，广西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组织区内外各特殊教育专家

制定了《2019 年广西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方案》，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西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2019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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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教师

〔2015〕7 号），加强全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特殊教

育教师教育教学水平，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决定

联合举办 2019 年广西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特制订此方

案。 

一、比赛目的 

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促进特殊教育教师

专业发展，加强全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二、参赛对象 

全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随班就读教师，各类康复机构（含

民办）的特殊教育教师。 

三、大赛组织 

大赛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广西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承办。 

四、大赛安排 

大赛分市级选拔赛和自治区级决赛两个阶段。 

 （一）市级选拔赛 

市级选拔赛由各市组织开展，层层选拔出选手。市级选拔赛

结束后，于 9 月 30 日前将参赛选手名单（含电子版、纸质版）

以及参赛的有关材料，加盖公章后统一报大赛承办单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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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教育局负责汇总特殊教育学校的参赛选手名单，自治区残联

负责汇总康复机构的参赛选手名单。 

 （二）自治区级决赛 

在市级选拔赛的基础上，于 10 月 19 日—20 日在广西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自治区级决赛。10 月 18 日 15:00—18:00

在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宁校区）育才楼一楼中厅报到。 

五、比赛分组 

本次大赛分为特殊教育学校组和康复机构组。 

六、比赛内容 

比赛内容主要分为通用技能、专业技能两大类，总分 100 分。

所有参赛选手均需参加通用技能和专业技能的比赛项目。专业技

能根据报名所属组别进行比赛。 

（一） 通用技能（50 分） 

1.课件制作（10 分） 

要求参赛选手在 60 分钟内及无网络环境下，借助所提供的

素材按照要求完成一个信息技术作品的设计与制作。 

2.教学设计（25 分） 

参赛选手根据指定主题，在 60 分钟内做好教学设计，要求

设计为集体教学活动，教学人数在 5 人及以上。 

3.说课（15 分） 

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在 10 分钟内用普通话进行说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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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专业技能（50 分） 

1.基础理论（35 分） 

笔试，闭卷，限时 90 分钟，包括理论知识和案例评析。理

论知识（60 分钟），内容包括特殊教育基础理论，特殊学生心理

学、教育学、特殊教育有关法律法规、新课程标准等；案例评析

（30 分钟），观察一段 5 分钟左右的教学活动或录像，运用现代

教育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 

2.技能技巧（15 分） 

培智教育组展示教玩具制作、情景故事，聋教育组展示手语

翻译、手语故事，盲教育组展示盲文翻译、盲文故事，康复教育

组展示康复教具制作、绘本故事。 

七、 比赛评分观测点 

第一部分：通用技能 

通用技能比赛项目中，参赛选手自行根据报名所属组别拟定 

教学对象类型及年龄范围。 

（一）课件制作（10 分） 

1.比赛要求 

要求参赛选手在 60 分钟内及无网络环境下，借助所提供的

素材按照要求完成一个信息技术作品的设计与制作。 

2.评分观测点 

（1）教育性。作品设计符合教学对象身心发展特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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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紧扣新课程标准，教学策略明确，内容表述完整，体现适应

性和个别化。（2）科学性。作品设计具有逻辑性，重点难点突

出，结构完整。（3）技术性。作品设计具有兼容性，媒体交互

性强，功能指向清晰，操作目录清晰灵活。（4）艺术性。作品

设计界面美观，具有吸引力。 

（二）教学设计（25 分） 

1.比赛要求 

参赛选手在 60 分钟内根据比赛主题内容，按照新课程标准

进行 1 课时（35 分钟）的教学设计，要求设计为集体教学活动，

教学人数在 5 人及以上。 

2.评分观测点 

（1）教学目标符合新课程标准精神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具

体明确，层次清楚，体现全面性、灵活性、适应性和个别化。（2）

教学内容具有科学性、教育性、实用性和适应性，符合学生的认

知特点、现有能力水平和目标水平。（3）结合教学内容及地域

特点，选择适宜的本土资源制作教具、学具，材料丰富，操作性

强，能为达成活动目标服务。（4）教学过程结构合理，思路清

晰，环节紧凑，层次分明，重点突出、难易适当，面向全体、兼

顾个体。方法运用恰当，可操作性强，利于达成活动目标。（5）

教学结构合理，教学过程流畅，重视技能训练和生活渗透。（6）

教法学法适宜、灵活，符合教学对象的学习特点，创造性地使用

教材，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整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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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课（15 分） 

1.比赛要求 

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在 10 分钟内用普通话进行说

课。 

2.评分观测点 

（1）教学目标清晰。教学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方向

目标完整、具体、明确，层次清楚，符合教学对象的发展特点和

发展需要，体现全面性、灵活性、适应性和个别化，具备可实现

性。（2）教材分析透彻。教材简析到位，内容逻辑关系阐述清

楚。教学核心内容（重难点）分析完整、严密。对教学内容的处

理科学合理；教学重点、难点清晰，分析透彻，依据充分。（3）

教学对象分析准确。对特殊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潜能发展区域

和现存学习困难分析把握准确，有适当教学策略。（4）教学策

略的选择和运用合理恰当。教法选择与学法的关系阐述明确，组

合合理，有理论依据。教学环节清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信

息技术手段的运用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5）个人仪容。

教态自然，仪表端庄大方，语言清晰流畅。  

第二部分：专业技能 

（一） 基础理论（35 分） 

1.比赛要求 

比赛采用笔试、闭卷形式，限时 90 分钟，包括理论知识和

案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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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60 分钟）：特殊教育基础理论，特殊学生心理学、

教育学、特殊教育有关法律法规、新课程标准等； 

案例评析（30 分钟）：观察一段 5 分钟左右的教学活动或录

像，运用现代教育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 

2.评分观测点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试卷答题，要求答卷字迹清晰、阐述全

面、准确。其中案例评析中对特殊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潜能发

展区域和现存学习困难分析把握准确，有适当教学策略。教学评

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合理恰当。教学评估方法阐述明确，有理论

依据，有助于帮助特殊学生实现教育教学目标。 

（二）技能技巧（15 分） 

1.培智教育组：教玩具制作、情景故事 

（1）教玩具制作（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指定的主题内容发挥想象和创意，在 90 分钟内设计制

作一件培智类教玩具，并要求附有简短的设计说明。教玩具的构

成元素自定，表现形式不限，所完成的教玩具作品必须呈现在指

定的作品纸上。 

大赛组委会将为每个参赛选手统一提供工具和材料。为保持

评判的公正性，参赛选手不得在作品及设计说明等处留下任何有

关参赛选手单位、姓名等个人信息。 

②评分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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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玩具构思新颖有创意。教玩具的设计能紧扣主题，切实为

学科教学内容服务，突出教学重点。教玩具制作精致，表现生动

有吸引力，符合培智类对象认知特点，易于理解和操作。教玩具

设计说明思路清晰。 

（2）情景故事（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情景故事在 5 分钟内进行展示。 

②评分观测点 

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内容充实具体，

体现时代精神。语音规范，吐字清晰，表达流畅，能够调动现场

气氛。能够结合培智类对象特点，灵活运用故事主题，准确把握

教育教学目标，有助于教学目标实现。仪态端庄大方，举止自然、

得体，能较好地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2.聋教育组：手语翻译、手语故事 

（1）手语翻译（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音频材料在 5 分钟内进行同步翻译。 

②评分观测点 

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指定材料运用中国手语（以中国残联、教

育部、国家语委 2018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国家通用手语常用

词表》为准）讲述，手语要求清晰、准确、速度、节奏恰当。 

 （2）手语故事（7.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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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故事在 5 分钟内用手语讲故事。 

②评分观测点 

故事内容表达准确，能正确使用中国手语（以中国残联、教

育部、国家语委 2018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国家通用手语常用

词表》为准）。能运用手语、表情、动作等，把故事中人物的对

话、性格、思想感情生动地表现出来。 

    3.盲教育组：盲文翻译、盲文故事 

（1）盲文翻译（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文字材料，在 15 分钟内使用盲文写

字板正确译写为盲文（以中国残联、教育部、国家语委 2018 年

7 月 1 日联合发布《国家通用盲文方案》为准）。 

②评分观测点 

无错别字，字迹清楚，格式清晰，不添加，不遗漏。拼写正

确，标点使用得当，分析恰当，格式清晰。翻译速度快，准确率

高。 

（2）盲文故事（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盲文故事在 5 分钟内讲故事。 

②评分观测点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盲文故事翻译成明眼文字，要求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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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误，没有错别字，标点符号正确。故事讲述生动形象。 

4.康复教育组：康复教具制作、绘本故事 

（1）康复教具制作（7.5 分） 

①比赛要求 

参赛选手自定主题，充分发挥想象和创意，在 90 分钟内完

成康复教具设计与制作，并附有简短的设计说明。康复教具的构

成元素自定，表现形式不限，所完成教具作品必须呈现在指定的

作品纸上。 

大赛组委会将为每位参赛选手统一提供工具和材料。为保持

评判的公正性，参赛选手不得在作品及设计说明等处留下任何有

关参赛选手单位、姓名等个人信息。 

②评分观测点 

康复教具构思新颖有创意，体现康复目标要求。康复教具的

设计能紧扣主题，能切实为康复教育内容服务，突出康复重点。

康复教具制作精致，表现生动有吸引力，符合康复对象认知特点，

易于理解和操作，有效达成康复训练目标。康复教具设计说明思

路清晰。 

（2）绘本故事（7.5 分） 

①比赛要求 

根据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绘本故事在 5 分钟内进行展示。 

②评分观测点 

参赛选手能够紧紧围绕主题，结构严谨，构思巧妙，内容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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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具体，体现时代精神。语音规范，吐字清晰，表达流畅，能够

调动现场气氛。能够结合康复对象特点，灵活运用故事主题，准

确把握康复教学目标，达成康复效果。仪态端庄大方，举止自然、

得体，能较好地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对故事的理解。 

 八、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决赛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设奖比例分别

占参赛选手总数的 10%、20%、30%。 

  九、其他事项 

（一）请各市按照大赛要求认真组织，广泛宣传，层层选拔

出优秀的参赛选手参加自治区级决赛。 

（二）请各市教育局、残联分别明确 1 名领队负责对接大赛

相关事宜，领队、参赛选手一经报名成功，原则上不予更换。 

（三）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期间，领队、参赛选

手的食宿费、交通费按有关规定回所在单位报销。 

（四）大赛组委会具有对本次大赛各项赛事作品进行特殊教

育行业交流等资格。 

 十、联系方式 

（一）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系人：梁剑乔，联系电

话：0771—5815205。 

（二）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联系人：温和，联系电话：

0771—3186926。 

（三）广西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苏铭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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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71—5843925，18577865809。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青

秀区民族大道 77 号，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幼师大厦 408

室，邮编：530022；邮箱：gxtjzx@126.com。请各地市负责人加

入 2019年广西特殊教育教师技能大赛会务组 qq群：76376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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