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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赛务手册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落实《深化新时代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年）》，现就 2021年上海市“星光计划”第九

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现场决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现场决赛时间定于 2021年 5月 7-9日。其中 5月 7日全天参赛

教师适应场地、抽签，外省市评委报到，5月 8-9日比赛。现场比赛

地点为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汇校区（中山南二路 620号）。

二、赛事安排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参加人员 地点

5月 8日
（周六）

8:00 报到 全体专家、参赛选手 学校 1号楼305室

8:30-12:35 现场决赛 专家、参赛团队、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6、307室

12:35-13:30 午餐、休息 专家、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5室

13:30-18:10 现场决赛 专家、参赛团队、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6、307室

18:10-19:00 晚餐 专家、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5室

19:00-21:00 专家意见汇总 全体专家 学校 1号楼305室

5月 9日
（周日）

8:00 报到 全体专家、参赛选手 学校 1号楼305室

8:30-12:00 现场决赛 专家、参赛团队、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6、307室

12:00-13:00 午餐 专家、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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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 专家意见汇总 全体专家 学校 1号楼305室

15:00-15:30 分数汇总、签字 全体专家、工作人员 学校 1号楼305室

注意事项：

1.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赛不安排现场观摩；同时

各院校做好疫情防控有关工作。

2.参赛教师请从即日起，持续进行每日体温检测和身体健康状况

监测。如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接触史、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驻留史或其他疑似情况者，不得参加比赛。

3.有关人员到现场参赛须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配合工作人员

的测温、出示健康码等工作。如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状况的，

需要提供 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4.参赛团队请在 5月 7日准备以下各项资料提交比赛承办部门：

（1）U 盘 1只，备份好决赛时团队所需要的资料（如 PPT、视

频等）

（2）参赛作品文档的纸质稿 6套，每套包含① 参赛教案 1份；

② 教学实施报告 1份；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份；④ 课程标准 1

份。

（3）所有材料（文档、视频等）均要求规范、简明、完整、朴

实，不得泄露学校名称。

（4）纸质材料装订要求：封面单色（250克铜版纸），内页（80

克），A4大小，少于等于 20页采用骑马订，超过 20页采用胶装，4

份材料分别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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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现场决赛的各校领队（或者派员）在 5月 7日下午二点在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汇校区（中山南二路 620号）1号楼 302

室进行比赛顺序的抽签。

三、交通方式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徐汇区中山南二路 620号）

周边交通： 公共交通：地铁：4号线东安路地铁站；7号线或 12号

龙华中路站；公交：104路、41路、大桥六线、933路、734路等中

山南二路东安路站；

自驾：内环高架外圈龙华中路、瑞金二路出口或者内圈宛平南路出口

现场车位有限，尽量绿色出行。

四、赛事纪律

1.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与比赛无关的物品进入赛场。

2.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严禁冒名

顶替和弄虚作假，违者取消比赛成绩。

3.参赛选手离场时不得携带竞赛组织方提供的物品离场。

4.参赛单位车辆统一停在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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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成员不得有缺席，未能准时到场的，一律视为弃赛。

6.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提前半小时抵达比赛地点。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决赛公共基础组的各学科第一名作品、专业组的各专业大

类的第一名作品（不区分专业一组、二组）将直接参加 2021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大赛上海市选拔赛。

2.现场决赛名单见附件 1，现场决赛场地适应时间安排见附件 2，

现场决赛要求见附件 3。

3.联系人及电话：张辰，13918610792

上海市星光计划组委会竞赛办公室

上海市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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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现场决赛名单：

序号 参赛项目 （团队）主讲人 院校名称

1 公共基础课程组 冯 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

2 公共基础课程组 王 前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 公共基础课程组 刘春霞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4 公共基础课程组 苏 巍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公共基础课程组 付立平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6 公共基础课程组 丁鹏飞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7 公共基础课程组 崔艳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8 公共基础课程组 杨游游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9 专业课程一组 张 琴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0 专业课程一组 王凯凯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 专业课程一组 李 明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2 专业课程一组 许 巧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3 专业课程一组 朱红霞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14 专业课程一组 黎 莉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5 专业课程一组 程 卉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16 专业课程一组 赵丹阳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7 专业课程一组 王 妍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8 专业课程一组 余雯静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9 专业课程一组 周俊妩 上海电机学院高职学院

20 专业课程一组 包晓蕾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1 专业课程一组 曹春花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2 专业课程一组 朱佳青 上海公安学院

23 专业课程一组 单敏月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4 专业课程一组 陈蓓蕾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5 专业课程一组 关 旭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26 专业课程一组 戴正阳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7 专业课程一组 陈 玲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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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专业课程一组 赵 丹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9 专业课程一组 周 苑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0 专业课程二组 赵慧群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1 专业课程二组 陈 晶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32 专业课程二组 陆 珏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3 专业课程二组 顾治萍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 专业课程二组 马志华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35 专业课程二组 袁莉莉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36 专业课程二组 李 颖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37 专业课程二组 刘 滨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8 专业课程二组 韩 雪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39 专业课程二组 朱 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40 专业课程二组 王瑞璞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1 专业课程二组 曲瑞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2 专业课程二组 李学荣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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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现场场地适应时间安排表：

1 号楼 307 室：

序号 参赛项目 （团队）主讲人 院校名称 适应场地时间

1 公共基础课程组 王 前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9:00-10:45

2 公共基础课程组 付立平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 专业课程二组 赵慧群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4 专业课程二组 陆 珏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 专业课程二组 刘 滨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6 专业课程二组 王瑞璞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7 专业课程二组 曲瑞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8 专业课程二组 顾治萍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45-11:00

9 专业课程二组 李学荣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11:00-11:15

10 公共基础课程组 冯 彪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 11:15-11:30

11 公共基础课程组 崔艳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3:00-13:15

12 公共基础课程组 苏 巍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15-14:0013 公共基础课程组 杨游游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4 专业课程二组 李 颖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5 公共基础课程组 丁鹏飞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14:00-14:15

16 专业课程二组 陈 晶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4:15-14:30

17 专业课程二组 马志华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14:30-14:45

18 公共基础课程组 刘春霞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14:45-15:45
19 专业课程二组 袁莉莉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 专业课程二组 韩 雪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1 专业课程二组 朱 磊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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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楼 306 室：

序号 参赛项目 （团队）主讲人 院校名称 适应场地时间

1 专业课程一组 朱红霞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9:00-9:30

2 专业课程一组 程 卉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 专业课程一组 周俊妩 上海电机学院高职学院 9:30-9:45

4 专业课程一组 王凯凯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45-11:00

5 专业课程一组 包晓蕾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6 专业课程一组 陈蓓蕾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 专业课程一组 戴正阳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 专业课程一组 周 苑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9 专业课程一组 黎 莉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1:00-11:15

10 专业课程一组 朱佳青 上海公安学院 11:15-11:30

11 专业课程一组 赵 丹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3:00-13:30

12 专业课程一组 陈 玲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3 专业课程一组 余雯静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3:30-13:45

14 专业课程一组 曹春花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3:45-14:00

15 专业课程一组 关 旭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14:00-14:15

16 专业课程一组 张 琴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4:15-15:30

17 专业课程一组 李 明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8 专业课程一组 许 巧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9 专业课程一组 赵丹阳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 专业课程一组 王 妍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1 专业课程一组 单敏月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15:30-15:45



10

附 3：现场比赛要求：

一、赛前准备

1.入围决赛的教学团队赛前一天熟悉赛场，抽签决定场次和顺

序。

2.决赛当天，教学团队按序进入备赛场所，在参赛作品范围内随

机抽定两份不同教案，自选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准备。

3.教学团队在备赛期间可利用自带资源与网络资源进行准备（现

场提供网络服务），限时 30分钟。

二、现场比赛

1.教学团队按时进入比赛场所，首先简要介绍教学实施报告的主

要内容、创新特色；然后由两名参赛教师分别针对所抽定的两份不同

教案中的自选内容进行无学生教学展示（如，新知讲解、示范操作、

学习结果分析、课堂教学小结等），教学展示应符合无学生教学情境。

现场提供电子屏与小型黑板。

2.介绍教学实施报告时间不超过 6分钟，两段无学生教学展示合

计时间 12-16分钟。

三、答辩

1.评委针对参赛作品材料、教学实施报告介绍和无学生教学展

示，集体讨论提出 3个问题（包括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

的素质、知识、技能等）。评委讨论时教学团队回避。

2.教学团队针对评委提问逐一回答并阐述个人观点（评委不再复

述或解读、可以指定答题者），时间不超过 8分钟。在时间允许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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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评委可以追问。

3.教学团队答题时可以展示自认为能佐证回答的资料，不得泄露

学校、个人相关信息。

四、换场

教学团队进入比赛场地做好准备，时间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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