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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7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智慧教学设计方案（Smart Design） 

2. 教学情况简介 

教学单元 

《演讲的艺术》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第 10 版（中国版）Tenth Edition Specially adapted 

for Chinese readers 

Chapter 6 Supporting Your Ideas 

学时安排 2.5 小时 

学情分析 

 

该教学内容为“高级英语口语”课程的一部分。该课程是南京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大学英

语系列课程中的一门，针对非英语专业一年级下学期的听说水平 2 层次学生开设。这些

学生是入校时英语分级考试中听说部分成绩中上等的学生。该单元的学习分为 3个部分：

1）演讲知识点讲解（怎样支持观点）和演讲任务布置，2）学生演讲，3）点评和句型

点拨。在 1）和 2）之间，学生有 1 个星期时间准备他们的演讲。 

 

教学目标 

 

本单元的教学设计为小组研究型任务的成果汇报，拟通过一个小型的研究任务，训练学

生利用多种方式论证自己观点并进行演讲的能力。主要教学目标包括： 

1) 教会学生使用研究成果口头汇报的演讲结构。（研究问题的提出-论证方法-数据分

析-研究结论） 

2) 让学生了解可以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多种论证方法。 

3) 让学生了解查找资料，进行文献调研，问卷调研和采访的步骤和方法。 

4) 通过演讲任务准备，让学生学会如何引述文献内容，科学使用他人观点和研究成

果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5) 通过演讲任务准备，让学生学会如何分析实证调研数据，利用数字、图表和例子

等手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6) 进一步训练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和演讲技巧。 

7) 教会学生使用在研究汇报中常用的英语表达，如引述的句型，图表描述句型等。 

8) 通过学生对他人演讲的即时点评，训练英语即兴发言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9) 促使学生进行团队合作。 

10) 训练学生制作 PPT 来辅助演讲。 

 

教学重点 

及难点 

重点有： 

1) 了解支持论点的多种方法。 

2) 学会通过查找各种资料和进行实证调研来获得论据。 

3) 学会有条理的，按照一定逻辑地呈现这些论据来支持论点。 

难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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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英语汇报研究成果。 

2) 在倾听中思考每个演讲中逻辑的合理性。 

3. 智慧教学设计方案 

（说明： 

1. 本部分为智慧教学设计方案，为“初赛”评选内容，同时也为复赛第一环节“智慧教学设计方案介绍（2 分

钟）”的评选内容。 

2. 教学内容与流程设计需体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智慧教学设计思路。 

3. 需突出展示和阐述为实现教学目标，拟从教材或其他教学资源中选择、改编、整合和补充的教学材料及使用

依据。 

4. 教学材料首先应体现对教材的充分、合理利用，在教材内容无法满足某一教学目标的情况下，可以有依据地

选取其他教学材料。） 

 

一、拟用教学材料 

教学目标 拟用教学材料 拟用原因 

1. 教会学生使用多种论

证方法支持自己的观点。 

1. 教材《演讲的艺术》第 10 版，第 6 章。

课堂上挑选其中要点讲解，要求学生课后

阅读。 

本材料可以实现下面的教学目标：

让学生了解可以用来支持自己论

点的多种论证方法。 

2. 教会学生使用两种研

究方法。 

2. 节选线上资源：百度文库中关于研究方

法的内容，课堂上挑选其中要点讲解，要

求学生课后阅读。 

（https://wenku.baidu.com/view/275cc0b1

580216fc710afd6c.htm） 

本材料可以实现下面的教学目标： 

让学生了解进行文献调研和实证

调研的步骤和方法。 

3. 训练学生通过团队合

作，使用两种研究方法来

获得论据，用以支持自己

的论点，解答研究问题，

制作 PPT，准备演讲稿。  

3. 布置演讲任务：How do you think “中国

梦 ”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lease support your idea by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idence. 要求学生课后

以小组为单位准备，分工协作，利用网络

和图书馆电子资源进行关于“中国梦”内

涵的报刊和文献调研，进行问卷和采访为

主要方式的实证调研，然后根据调研结果

分析最符合“中国梦”内涵的翻译用词。

要求每个小组制作辅助演讲的 PPT，分配

每个成员的演讲内容。 

学生对该任务的准备过程可以实

现下面的教学目标： 

1）使用研究成果口头汇报的演讲

结构。（研究问题的提出-论证方法

-数据分析-研究结论） 

2）实际进行文献调研和实证调研，

自己搜集论据，得出并论证结论。 

3）学会如何引述文献内容，科学

使用他人观点和研究成果来论证

自己的观点。 

4）学会如何分析实证调研数据，

利用数字、图表和例子等手段来论

证自己的观点。 

5）促使学生进行团队合作。 

6）训练 PPT 制作能力。 

4. 英语课堂演讲，汇报研

究成果。 

4. 课堂汇报时以小组为单位，每位小组成

员都要就自己负责的部分进行 2 分钟的

学生课堂演讲的过程可以实现下

面的教学目标： 

https://wenku.baidu.com/view/275cc0b1580216fc710afd6c.htm
https://wenku.baidu.com/view/275cc0b1580216fc710afd6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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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演讲，所有成员的演讲合在一起构成

完整的小组研究成果汇报。 

1）有效训练英语口头表达的清晰

度，流利度，自信度。 

2）有效训练各种演讲技巧，如演

讲中的身体语言，小组成员演讲之

间的合理过渡等。 

5. 训练英语即兴发言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5. 每个组演讲完毕后，学生听众对演讲进

行点评和提问。 

这个环节的设计可以 

1）使听众在他人演讲时做到注意

力集中，并在倾听中思考。 

2）锻炼即兴发言能力。 

3）给演讲者提供反馈，利于他们

在下一次演讲中有更好表现。 

6. 巩固知识点，改善英语

表达。 
6. 教师点评 

 

这个环节的设计可以 

1）给演讲者提供反馈意见。 

2）给学生点评提供范本。 

3）巩固演讲结构和论点支持方法

等知识点。 

4）点拨常用的英语表达法，特别

是引述和图表描述的句型和词汇，

改善学生英语语言表达。 

 

 
二、教材中未使用的教学材料及未使用原因 

未使用材料 原因 

  

 

 

4. 课堂教学展示说明 

（Classroom Teaching） 

（说明：本部分为参赛教师拟在复赛现场进行课堂教学展示的部分，即复赛环节第二部分“课堂教学展示（7

分钟）”，参赛教师只需写明选取的教学节点即可。）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我将只展示“支持论点的多种方法”中 Statistics 和 Testimony 两个教学点，因为这两个

点和布置的调研和演讲任务紧密相关。 

 

5. 教学评价设计 

（Teaching Assessment） 
（说明：1. 本部分将在复赛环节第三部分“教学评价展示（3 分钟）”进行。2. 参赛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展示环

节讲解的内容设计测评内容。为保证现场互动效果，测评题型设置为 2-3 个选择题。3. 请认真考虑测评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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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将拟定测评题目写在本格中，组委会将把题目提前录入到复赛现场评测工具中供现场使用。） 

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bout using testimony to support your point of view? 

A) Provide the source of your testimony. 

B) Use only expert testimony. 

C) Direct quotations are usually more powerful than paraphrases. 

D) Make sure to quote or paraphrase accurately. 

KEY: B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advised when you use statistics to support your point of view? 

A) Provide the source of your statistics. 

B) Interpret the statistics for your audience. 

C) Report the numbers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D) Visualize your statistics by graphs and charts. 

KEY: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