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教育技能竞赛方案

一、赛项名称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比赛

二、赛项内容

该赛项为综合项目（包含三个子项目），每支参赛队一位选

手，采用个人计分竞赛方式。总分 100分，项目如下:

项目 1：幼儿园教师综合技能测评（基本功）（35 分）

项目 2：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与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评（30

分）

项目 3：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35 分）

三、赛项类型

赛项归属产业类型：教育文化类

赛项归属专业大类：教育与体育大类——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技能

四、竞赛方式及参赛资格

（一）比赛采用个人参赛方式,每队由 1 名选手组成。

（二）参赛选手主要为教育系 21、20 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五、竞赛内容及相关要求

项目 1：幼儿园教师综合技能测评（基本功）

运用相关的知识与能力，表达对素材、作品的理解，表现出

较强的儿童意识，作品适宜于幼儿欣赏与学习。

项目 1-1：幼儿园保教活动课件制作（10 分）

运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手段，制作保教活动辅助课件。项目

提供包括图片、文字、视频等在内的素材包。

基本要求：



（1）内容要求：根据给定的素材包中的素材，完成“片段

教学”课件设计，内容相对完整；PPT 首页注明“片段教学”的

内容主题，适用年龄段及活动领域。

（2）技术要求：利用给定的素材包中的素材，适当处理文

字、图片、声音、视频等素材，合理运用超链接、切换、动画效

果等技术，操作简便，运行稳定。

（3）课件效果：形象、直观，能服务于“片段教学”所需，

以及符合所注明的年龄段及活动领域。

（4）课件制作时间在 60 分钟内完成

项目 1-2：片段教学（技能展示）

以给定的素材为题，设计并进行片段模拟教学，要求活动过

程中完整呈现所 要求的歌曲弹唱（或者歌表演、故事讲述）等

技能，考察学生熟练运用所学技能， 设计和组织幼儿园实际教

学的能力。 项目提供歌曲、故事等素材。在 9 分钟内完成。

项目 1-3：命题画

借助铅笔、油画棒等工具，运用绘画技能表现命题内容，考

查选手的美术理 解和表现能力。项目提供主题内容和绘画工具

（8 开图画纸、2B 铅笔、高级绘 图橡皮擦，24 色普通油画棒，

黑色勾线笔等）。

基本要求：使用油画棒作画，线条简洁流畅，主题突出，构

图美观，造型生 动，色彩鲜艳，搭配协调，形象表现主题内容，

画面丰富、富有儿童趣味，有创新和个性表现。在 30 分钟内完

成。

项目 2：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与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评



项目 2-1：保教活动分析（15 分）

通过观看视频，对师幼互动中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如认知、情感、 意志等心理过程以及个性、社会性发展、学习

心理等，并对教师的保教言行进行 评价分析，提出建议。项目

提供 5 分钟左右时长的师幼互动视频。

基本要求：

（1）观看视频，对师幼互动中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进行分

析，如认知，情 感，意志等心理过程以及个性社会性发展等，

并对教师的保教言行进行判断分析， 提出指导建议。

（2）结合视频案例合理分析，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言之

成理。

（3）观看视频和撰写时间在 40 分钟内完成。

项目 2-2：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评（15 分）

测评包括 50 道选择题和 1 道材料分析题，其中选择题包含

职业基本素养与保育教育两个类别，根据答题正确率得分；材料

分析题主要考察选手的职业认知、职业道德和思维品质。

基本要求：答题时间在 40 分钟内完成。

项目 3：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说课

该项目以“规定主题”为设计范围，选手根据给定的素材与

幼儿年龄段，进 5 行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提交教育活动设计方

案并按要求进行说课，主要考查选 手的主题网络图设计、集体

教学活动设计、说课等综合能力。

基本要求：

（1）根据给定的素材包中的素材，确定主题活动适合的年



龄段，综合幼儿 发展各领域以及幼儿园活动的类型，围绕主题

设计主题网络图。主题网络图绘制 应具有丰富性、科学性、具

体化和操作性强等特点，充分考虑到生活化、兴趣性、 适宜性、

幼儿的主体性和家园合作等因素。网络图至少有三个层级（包含

主题名 称一级），第二、三层级至少有三个活动以上。

（2）根据主题素材与年龄段，设计一课时（30 分钟左右）

集体教学活动的 教案。教案格式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简洁、

明了，目标设计、内容选择、方法 等运用符合幼儿年龄特征和

领域特点。

（3）根据已设计的教案，就内容、目标、方法、过程设计

等进行说课，说 清楚“学什么、教什么”、“怎么学、怎么教”、

以及“为什么”等问题，语言规 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表

达流畅。说课时间在 7 分钟内完成。

（4）活动设计与说课完成时间：57 分钟，其中幼儿园教育

活动设计 50 分 钟（含在选手赛前准备的 90 分钟里面，包括

项目 1-2、项目 3），说课 7 分钟。

六、比赛时间与流程

比赛时间：5 月 22 日（比赛当天如有调整，以当天最新调

整为准）。

主要流程：

所有选手 8：50 至幼师实战演练室抽签，抽取比赛序号，

不得迟到。

1、1号选手于 9：00 进入教案备赛室（尚智楼 2楼画室）

开始进行项目 3（主题网络图＋教学活动设计＋说课）备赛，



2 号选手 9:08 分进入教案备赛室备赛，3号选手 9:16 进入，

4号选手 9:24 进入，5号选手 9:32 进入，6号选手 9:40 进

入，7号选手 9:48 进入，8号选手 9:56 进入，9号选手 9:04

进入，10号选手 9:12 进入，11号选手 9:20 进入，12 号选

手 9:28 进入，13 号选手 9:36 进入，14 号选手 9:44 进入，

15 号选手 9:52 进入，教案备赛室备赛。

2、1号选手于 10:00 进入说课竞赛室（幼师实战演练室）

进行说课展示，2号选手 10:08 进入，3号选手 10:16 进入，

4号选手 10：24进入，5号选手 10:32 进入，6号选手 10:40

进入，7号选手 10:48 进入，8号选手 10:56 进入，9号选手

11:04 进入，10 号选手 11:12 进入，11 号选手 11:20 进入，

11号选手11:28进入，12号选手11:36进入，13号选手11:44

进入，14 号选手 11:52 进入，15 号选手 12:00 进入说课竞

赛室进行说课展示。

3、所有选手 12:50 至幼师实战演练室抽签，抽取比赛

项目 1-2：片段教学比赛类型，，不得迟到。（歌曲弹唱、歌

表演、故事讲述）

4、1号选手于 13：00进入项目 1-2：片段教学（歌曲

弹唱、歌表演、故事讲述）备赛室（尚智楼 5楼琴房）备赛，

2号选手 13:10 进入，3号选手 13:20 进入、4号选手 13:30

进入，5号选手 13:40 进入，6号选手 13:50 进入、7号选手

14:00 进入，8号选手 14:10 进入，9号选 14:20 进入，10

号选手 14:30 进入，11号选手 14:40，12 号选手 14:50，13

号选手 15:00，14 号选手 15:10，15 号选手 15:20 进入备赛

室备赛。



5、1 号选手于 13:45 进入项目 1-2 片段教学（歌曲弹

唱、歌表演、故事讲述）竞赛室（尚智楼 1楼音乐教室）竞

赛，2号选手 13:55 进入，3号选手 14:05 进入，4号选手

14：15 进入，5号选手 14:25 进入，6号选手 14:35 进入，7

号选手 14:45 进入，8号选手 14:55 进入，9号选手 15:05

进入，10号选手 15:15 进入，11 号选手 15:25，12 号选手

15:35，13 号选手 15:45，14 号选手 15:55，15号选手 16:00

进入竞赛室竞赛。

6、16:20-17:00，所有选手进入项目 2-2：幼儿教师职

业素养测评竞赛室（幼师实战演练室）竞赛。

7、17:10-17:40，所有选手进入项目 1-3：命题画竞赛

室（尚智楼 1楼画室）竞赛。

8、19:00-20:00，所有选手进入项目 1-1：课件制作竞

赛室（教育系机房）竞赛。

9、20:20-21:00，所有选手进入项目 2-1：幼儿园保教

活动分析竞赛室（尚智楼 1楼画室）竞赛。

七、 评分方法：

（一）采取分步得分、累计总分的计分方式，分别计算

各子项目得分，并按规定比例计入总分。

（二）竞赛项目总分为 100分（其中，“幼儿园教育活

动设计”赛项 35 分，“幼儿园教师综合技能测评（基本功）”

赛项总分 35 分，“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与幼儿教师职业素养

测评”赛项分 30 分，各参赛队总分为每位选用分项目分数

之和。

八、评分细则



项目 1 幼儿园教师综合技能测评（基本功）（共 35分）

项目 1-1 幼儿园保教活动课件制作（共 10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课件

制作

10

分

科学

性

取材适宜，内容科学、正确、规范，体现幼儿年龄和领域适

宜性
2

教育

性

片段教学内容设计完整，符合幼儿园保教活动的主题要求，

结构清晰，能激发幼儿兴趣
3

技术

性

1.课件的制作和使用，满足各项技术性要求

2.操作简便、快捷、演示流畅、结构合理，能较好服务于保

教活动

3

艺术

性

1.色彩协调，风格统一

2.画面设计新颖，富有童趣
2

评分

分档

科学性高，教育性好，技术性强，富有艺术性，符合幼儿学习特点 9-10

科学性较高，教育性较好，技术质量较强，有一定艺术性，基本符

合幼儿学习特点
7-8

科学性、教育性、技术性、艺术性均一般，不太符合幼儿学习特点 5-6

该项课件内容不完整或提交未成功 0-4

项目 1-2 片段教学（教学过程中完整呈现歌曲弹唱或歌表演或故事讲述技能）

（共 20 分）

片段

教学

20分

评分标准 分值

教学内

容

按照教学目标和教学程序，选取教学片段进行讲

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片

段教学内容。
3

教学过

程

1.精心组织教学环节，动静交替，层次清晰，教

学方法运用恰当。教学时间分配合理。
2

5
2.根据教学内容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支持幼儿学习。
2

3.面向全体，关注幼儿主体性，利用积极的师幼

互动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基本技

能

1.对提供的故事内容进行合理加工并运用符合角

色形象的语言技巧，动作、表情，富有童趣的讲

述故事；普通话标准，表现富有个性；脱稿讲述。

2.根据歌曲原调进行弹唱；歌曲弹唱完整、准确、

流畅，咬字、吐字清晰，声音自然，表现具有儿

童化特征。

3.根据幼儿特点合理运用各种舞蹈语汇进行创编，

舞蹈动作协调、流畅、优美，情绪、表情适宜，

富有美感和童趣。

5

教学效

果

1.目标落实到位，幼儿在知识经验、方法技能和

情感态度方面获得发展。

2.活动中的幼儿热情、投入、专注，有互动和运

用已有经验的机会，敢于挑战和尝试。

3.教学过程具有创造性，特点鲜明。

4

教师素

质

1.教态亲切大方，表情自然、丰富，有亲和力。

2.语言规范，条理清楚，表达流畅，有感染力。

3.时间把握准确（超时相应扣分）
3

评分

分档

活动过程自然流畅，师幼互动充分，基本功扎实，教学实效高。 18-20

活动过程比较自然流畅，师幼互动较充分，基本功较扎实，教学

实效较高。
15-17

活动过程基本完成，师幼互动不够充足，基本功较差，教学实效

不足。
12-14

该项未完成 0-11

项目 1-3 命题画（共 5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主题

简笔

画

5 分

基本功

1.构图合理，线条简洁、流畅

2.造型形象、生动，色彩鲜艳、搭配协调，主题鲜明，画面

丰富。

2

表现力 画面富有美感，具有新颖性和个性表现 1

儿童化
1.画面生动，富有童趣，适合幼儿欣赏

2.巧妙运用铅笔画技能，充满儿童稚朴纯真之美
2

评分

分档

基本功扎实，表现力好，创意好，幼儿意识好 4-5

基本功较扎实，表现力较好，创意较好，幼儿意识较好 3-4

基本功较一般，表现力一般，创意一般，幼儿意识一般 2-3

该项未完成 0-1



项目 2 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与幼儿教师职业素养测评（共 30分）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幼儿

园保

教活

动分

析

15分

思维

品质

1.观点正确鲜明，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内容详尽，逻辑性好

2.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格式规范、条理清楚、卷面整洁
4

教育

理念

1.具有科学儿童观，对幼儿心理发展水平或特点分析正确 2 6

2.具有科学教育观、教师观，能对教师的保教言行、职业道德

做出正确判断与分析，理由科学、充分，符合《纲要》、《指

南》精神

4

教育

建议

1.有建设性或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议 3
5

2.建议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能促进幼儿发展 2

评分

分档

教育理念科学，教育建议符合幼儿特点，思维品质优秀
13-1

5

教育理念较科学，教育建议基本符合幼儿特点，思维品质较不错
10-1

2

教育理念科学性一般，教育建议不太符合幼儿特点，思维品质一般 7-9

该项未完成 0-6

幼儿

教师

职业

素养

测评

15分

选

择

题

大赛的考核系统根据参赛选手 50 道题目（选择题）作答的正

确率自动计分，每答对一题得 0.2 分，包含职业基本素养与保

教保育两大类别

10

材

料

分

析

题

职

业

素

养

1.具有科学儿童观，对幼儿心理发展水平或特点分析

正确

2.具有科学的职业认知，能对教师的保教言行、职业

道德、职业礼仪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分析，理由科学、

充分，符合《纲要》、《指南》等精神

3

思维

品质

1.观点正确鲜明，思路清晰，分析透彻，逻辑性好

2.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格式规范、条理清楚、卷面

整洁

2

评分

分

档

职业认知好，职业道德好，思维品质优秀 4-5

职业认知较好，职业道德较好，思维品质较优秀 3-4

职业认知一般，职业道德一般，思维品质一般 2-3

该项未完成 0-1



项目 3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共 35分）

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教学

活动

设计

15 分

主题

网络

图

1.能充分运用给定的资源，并能依据自己对主题的认识，

拓展相关的资源
2

52.主题网络图绘制具有丰富性、科学性、具体化和操作性

强等特点，充分考虑到生活化、兴趣性、适宜性、幼儿主

体性和家园合作等因素

3

活动

目标

1.活动目标符合《纲要》和《指南》精神，符合各领域的

总目标和幼儿年龄阶段特点，切合儿童的发展水平和发展

需要

2.具有全面性，能围绕给定的主题，难度适当，对整个活

动具有导向作用

3.陈述简洁明了、主体统一、针对性强、具体可操作，充

分体现本领域特点，能考虑到各领域间相互渗透

2

活动

准备

1.活动前的知识储备、环境创设（墙饰布置、区域材料准

备、活动材料准备、空间安排等）均符合实现教学活动目

标的要求

2.环境材料适宜，最大程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学习、探索、

操作活动的需要

3.有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适用、适时、适当地增加活

动的实效性和趣味性

2

活动

过程

1.过程设计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各环节之间过渡自然流

畅，体现循序渐进，有层次感 1

4

2.教学方法和活动组织形式选择适宜，能体现幼儿的主体

性，为幼儿提供感知与操作的机会，安排充分的思考和探

索时间
1

3.提问具有思考性、启发性、开放性特点；能预测教学活

动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能设计出相应教学活动策略 1

4.活动详略得当，重难点突破时间充分，能较好的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教学手段设计针对性强，既适合于幼儿的

认知特点，支持儿童的学习，又有利于学习目标的达成
1

其它
1.文字表述逻辑清楚，格式规范完整，无错别字

2.活动设计新颖，教学方法巧妙独特，有一定创新和突破
2

说课

20分

说

内

容

1.能结合主题网络图、根据幼儿年龄特征和发展水平阐述

内容选择的理由

2.能正确分析、理解教学活动内容（素材），在客观分析

幼儿的发展状况和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教材的价

4



值，选取适合幼儿学习的内容

说

目

标

1.阐述目标的具体内容并说明目标制定的理由和依据

2.准确把握重点和难点，说明确定重难点的理由和解决重

难点的方法和策略

4

说过

程

和方

法

1.能清晰说明各环节的设计与目标达成的关系 3

8

2.能清楚阐述主要的教学方法及选用的理由 3

3.合理设计，准确预估教学效果，措施得当，应变性强 2

现场

表现

1.仪表大方，举止文雅，表情自然、丰富，有亲和力。

2.语言规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表达流畅，有感染力

3.时间把握准确（超时相应扣分）

4

评分

分档

思路清晰合理，符合领域特点和幼儿特点
30-3

5

思路较清晰合理，基本符合领域特点和幼儿特点
24-2

9

思路清晰合理欠缺，不太符合领域特点和幼儿特点
18-2

3

该项未完成 0-17

九、奖项设置

比赛设一等奖 2队（2人），二等奖三队（3人），三等

奖五队（5人）；

所有获奖学生学由院统一颁发证书；

获奖成绩可视为相同或相关课程中一门课程的本学期

学业成绩（一等奖 95分、二等奖 90 分、三等奖 85 分）。

十、竞赛设施设备

比赛所需各种场地和设备由系统一提供和安排。

竞赛场地提供品牌电子钢琴或钢琴一架；备考室提供课桌椅，

钢琴或电子琴，签字笔（红黑各一支）、HB 铅笔、高级绘图橡皮

擦每选手 1 份；A4 试题纸、8 开图画纸、2B 铅笔按赛项需要提

供。

十一、预期成果



（一）深入理解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持续促进标准的落

实。

可以持续激发院校与相关部门对幼儿教师专业标准的

研究，确保竞赛的正面导向作用，从而全面落实教育部《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

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等精神。

（二）检验学生的适岗综合能力，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

提升。

比赛能检验师资培养质量，更大范围为学前教育专业在

校生提供职业素养与实践技能训练、展示与交流平台，“以

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促进我院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的专业成长、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增进教师间教学经验交流，促进专业课程教学改

革。

促进专业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推动我校专业

教师加强课程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培

养水平。

（四）为全省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选拔优秀

人才。

附件：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技能比赛评分表



2、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技能比赛成绩汇总表

1、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技能比赛评分表

序

号

姓名 得

分

备注

项

目

及

评

分

标

准

项

目

1

幼

儿

园

教

师

综

合

技

能

1－1 幼儿园保教活动课件制作（10 分）——60分钟内完成

取材适宜，内容科学正确规范，体现幼儿年龄和领域适宜性；

片段教学内容设计完整，符合幼儿园保教活动的主题要求，结构

清晰，能激发幼儿兴趣；

课件的制作和使用，满足各项技术性要求；

操作简便、快捷、演示流畅、结构合理，能较好服务保教活动。

1－2 片段教学（教学过程中完整呈现歌曲弹唱或歌表演或故事

讲述技能）

精心组织教学环节，动静交替，层次清晰，教 学方法运用恰当。

教学时间分配合理。根据教学内容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支持幼儿学习。 面向全体，关注幼儿主体性，利用积极的师幼 互

动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提供的故事内容进行合理加工并运用符合角 色形象的语言技

巧，动作、表情，富有童趣的讲 述故事；普通话标准，表现富有

个性；脱稿讲述。 根据歌曲原调进行弹唱；歌曲弹唱完整、准确、

流畅，咬字、吐字清晰，声音自然，表现具有儿童化特征。 根据

幼儿特点合理运用各种舞蹈语汇进行创编，舞蹈动作协调、流畅、

优美，情绪、表情适宜， 富有美感和童趣。

目标落实到位，幼儿在知识经验、方法技能和 情感态度方面获得

发展。 活动中的幼儿热情、投入、专注，有互动和运 用已有经

验的机会，敢于挑战和尝试。 教学过程具有创造性，特点鲜明。

教态亲切大方，表情自然、丰富，有亲和力。 语言规范，条理清

楚，表达流畅，有感染力。时间把握准确（超时相应扣分）。

1-3 命题画（5分）——30 分钟内完成

构图合理，线条简洁、流畅；

造型形象、生动，主题鲜明，画面丰富；

画面富有美感，具有新颖性和个性表现；

画面生动，富有童趣，适合幼儿欣赏；

巧妙运用铅笔画技能，充满儿童稚朴纯真之美。

提 供

材料

项

目

2

幼

儿

2—1 幼儿园保教活动分析——（2-1、2共计 40 分钟内完成）

观察仔细，对活动中幼儿的心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

能力等）和行为（动作、表情、言语）分析正确，表述中使

用了专业述语；

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及指导方法、内容选用、语言等给出了合

理的分析和评价；

选 择

题 、

材 料

分 析

题

（ 视



园

保

教

活

动

评

析

与

职

业

素

养

能根据儿童特点与活动内容给出自己的教育建议。

2—2 幼儿园教师作业素养（选择题 10 + 材料分析题 5）

具有科学教育观、教师观，能对教师的保教言行、职业道德

作做出正确判断与分析，理由科学、充分，符合《纲要》、

《指南》精神；

观点正确鲜明，思路清晰，分析透彻，逻辑性好；

用词准确，语句通顺，格式规范、条理清楚、卷面整洁。

频 文

件）

项

目

3

幼

儿

园

领

域

活

动

方

案

设

计

3—1 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15 分）

根据给定的素材包中的素材，确定主题活动适合的年龄段，

综合幼儿发展各领域以及幼儿园活动的类型，围绕主题设计

主题网络图；

主题网络图绘制应具有丰富性、科学性、具体化和操作性强

等特点，充分考虑到生活化、兴趣性、适宜性、幼儿的主体

性和家园合作等因素；

根据主题素材与年龄段，设计一课时（30分钟左右）集体教

学活动的教案；

教案格式完整规范，语言清晰、简洁、明了，目标设计、内

容选择、方法等运用符合幼儿年龄特征和领域特点。

3—2说课（20 分）（超时相应扣分）

根据已设计的教案，就内容、目标、方法、过程设计等进行

说课，说清楚“学什么、教什么”、“怎么学、怎么教”、

以及“为什么”等问题，语言规范，条理清楚，逻辑性强，

表达流畅。

仪表大方，举止文雅，表情自然、丰富，有亲和力。

提 供

题材

30 分

钟准

备

说 课

时 间

7 分

钟

总

计



2、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教育技能比赛成绩汇总表

序号 姓名 班级 成绩 获奖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