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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方案 

 

一、基本信息 

参赛院校  

团队成员  

二、参赛材料 

《新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 Unit 6 Passing the torch 

《新未来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Unit 5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1》 Unit 8 Communication at your fingertips 

《演讲的艺术（第十三版）（中国版）》 Chapter 6 Supporting your ideas 

三、学情分析 

1、 院校特色： 

我校是国家“211 工程”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长期坚持“本科教育为立校之本”的办学理念，

形成了服务国家海运强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我校校训“学汇百川，德济四海”体

现着广收博取、以德为先的育人理念，旨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甘于奉献的新时代复合型人才。我

校外国语学院现有英语、日语两个本科专业，其中英语专业在 2012 年省级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位列

全省第三名，2015 年获批省级优势特色专业， 2019 年获批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院现有在校本科生 351 人，本科英语专业教学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思想品质、扎

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厚实的英语语言文学与海事商务专业知识、跨文化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适

应社会需要的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能够在航运、经贸、外事、文化、教育、大众传媒等领域从事

英语教学、口笔译和商务管理等工作的人才。 

2、教学对象特点： 

本课程将以英语专业“综合英语”课程为依托，授课对象为我校英语专业一年级（下）学生，学生

水平大致相当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18）第四级。学生具有较好的语法知识基础以及较强

的应试能力，且多数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开展教学工作。但总体来看，由于刚经历高考不



久，学生普遍存在应试思维较明显、思辨能力较薄弱等问题。具体体现在逻辑推理能力有限、用英语

阐述个人观点时过于主观片面，且看问题的角度较为单一。多数学生过度依赖标准答案，思辨能力欠

缺。因此，需要在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在提高学生英语语言知识及英语运用能力的基

础上逐步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四、教学设计方案 

1、单元教学目标 

团队基于教学对象目前存在的逻辑推理能力不强等问题，在本单元着重围绕“社交媒体是否是我

们的敌人”（pp.187-196）这一充满思辨性的主题，引导学生仔细观察社会现象，培养透过现象分析问

题本质的能力。教学材料的理念整体上以“产出导向法”（POA）为指导，围绕单元主题和目标，团队

将单元产出目标细化为 3 个循序渐进的子任务，以使产出更有效的发生（图 1）。同时，结合“Think-

Pair-Share”（思-享-讨）式教学、对话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型语

言学习，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终身学习

意识的形成。 

图 1：改编自产出导向教学设计模型 

 

 



本单元教学具体目标如下： 

1.1 语言目标  

• 准确使用逻辑衔接词使论证观点更加清晰； 

• 评价社交媒体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1.2 技能目标 

• 分析议论文中不同例证方式的特点与论证逻辑； 

• 合理引用多种论证方式有效支撑自己的论点。 

1.3 育人目标 

• 规划、协调使用社交媒体来平衡学习和生活时间； 

2、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目标 

2.1 语言目标  

• 准确使用恰当的逻辑连接词； 

2.2 技能目标 

•   运用引用例证的不同方法与技巧，能够合理引用多方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2.3 育人目标 

• 分析“社交媒体”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合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有效学习。 

3、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 

3.1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文本内容介绍：Is Social Media the Enemy? (Reading 1) 

⚫ 教材编写特色与内涵 

课文 Unit 8 Reading 1 “社交媒体是敌是友？”属于典型议论文体裁，论证结构是本篇课文尤为

突出的语篇特点。结合学情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在论证中存在说理绝对化、片面化，例证单一

化、结构混乱等普遍问题。鉴于此，教师充分利用课文的语篇特点，引导学生对文内证据种类、

论证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助其合理安排例证顺序，提升语言产出的逻辑性、合理性和高阶性。 

⚫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 

Unit 8 单元主题是“社交媒体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属于社会热点话题，教师当充当“脚手

架”的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探索的兴趣与潜能，启发其在探讨中合作、探究与创新。本课程的



教学对象为大学一年级新生，学生初入校园，难以合理平衡社交媒体使用与学业的关系，教师以

此单元话题为依托，引领学生进一步探讨“社交媒体是否有助于学生学习”这一话题，通过“参

与、合作、体验、探究”等一系列活动，与学生建立“学习共同体”，帮助其合理使用社交媒体，

实现语言教学和育人的深度融合，推进有效学习的发生。 

3.2 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组织流程，包括具体步骤与活动 

⚫ “驱动”环节:基于前三学时的课程，要求学生就“社交媒体是否使你的学习变得更加容易”这一话

题准备演讲,同时教师给出学生“任务单”，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搜寻至少三种例证，同时

能够合理安排例证的排列顺序，并且能够解释这样排序背后的逻辑及原因。旨在引导学生不拘泥

于一种例证的排列顺序，而是发散思维，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交媒体的利弊，促进学生分析、阐释、

论证等高阶思辨能力的提高，在“创造饥饿感”的同时激发学生对该堂课程学习的积极性，这也是

产出导向法的起点； 

⚫ 明确教学目标：教师带领学生对本堂课的“教学目标”进行梳理，让学生清楚课程学习侧重点； 

⚫ “促成”环节：教师带领学生回顾课前微课内容：通过线上测试的方式设计任务，即“填空题”作为

引子导入教学，旨在让学生对“例证”的不同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做到心中有数；教师提供必要的

输入材料，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文本分析”，要求学生通读全文并对课文中出现的不同类型“例

证”进行对号入座（anecdote, magazine articles, observational study），此环节可让学生对全文中所

有出现的例证进行归纳总结，并对课文进行反思，并获取完成任务所需的语言、内容、语篇结构

等信息，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最后，由教师给出正确答案并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反馈；教师列举

出进行“论证”时可以使用的相关句型、短语等，可供学生在用英语引用“例证”时加以参考； 

⚫ “任务产出”环节：要求学生基于“驱动环节的演讲任务”做出产出并进行展示； 



 

图 2：（Anderson & Krathwohl, 2001） 

⚫ 评价环节：课堂教学采用师生合作评价模式，这种新型的评价模式有机融合了课前、课中、课后

三个阶段。在课前，教师通过在线答题情况对典型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在课中，通过同伴互评、

师生合作的模式对具体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在课后，要求学生上传修改后的演讲视频到 Unipus，

同时教师收集学生提交的“自我反思”文章，待学生完成产出任务后，教师根据学生表现情况做

出即时评价和补救性教学； 

⚫ 教学反馈：教学活动完成后，通过让学生以录制演讲视频的方式对教学产出进行“反思”，同时

要求学生将录制的视频上传至 Unipus 的平台。 

3.3 说明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过程如何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 

⚫ 根据课文的语篇特点，选择议论文中的“有效例证”论证结构作为教学重点，引导学生在思考和论

述中多维度分析、多角度看待问题，建构严谨的逻辑层次，更好地实现高阶思维能力； 

⚫ 通过学习不同例证的使用方法，让学生理解作者的对全文构思的整体逻辑，并学会有理有据地对

一个观点进行多方论证，让论证在理性思辨中凸显深刻与丰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

的学术态度； 

⚫ 通过让学生分析社交媒体的优缺点，来引导学生学会趋利避害，能在众多网络资源中有选择地利

用资源，并能合理规划时间。 

4、课堂教学展示环节教学评价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利用线上平台完成自我测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以及自我反思四项评价活

动。其中，评价标准包括：是否使用了至少三种例证进行论证；是否将不同例证以课文中作者排序的



逻辑顺序进行了排列；能否使用逻辑连接词使论证结构更加清晰。 

 

     

      图 3：改编自文秋芳“产出导向法”评价模型（2017）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采用师生合作、形成性和终结性评价结合的多元立体式评价（图 3）方式，将

评价以动态地形式融合于教学，旨在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同时，善于利用多渠道数据，实现动态跟

踪、“以评促学、以评为学”。具体包括：学生自我评价（强调“思”，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

为独立探索创造可能性）、同伴互评（在教师引导下“以评促学”）、教师点评（教师给出反馈并加

以总结）、自我反思（内化评价标准，“以评为学”，同时通过自我反思培养学生元认知能力和自我

调节能力）。教学评价实现“四位一体”、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而非过度寻求“标准答案”，

该评价方式有助于实现“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等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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