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 
 

关于举办“2018 年课堂教学质量—教学目标、策略、测试设计” 

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教学设计能力是教师最基本的职业素质和专业能力，教学设计包括教学目标设

计、教学策略设计和教学评价设计。教学目标设计是教学设计的第一步，教学目标

对整个教学设计起着导向和引领的作用；教学策略是指在教学条件下为达到的教学

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和谋略；教学评价则是评价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教学测试是教

学评价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教学目标、教学策略和教学测试是教学的主要环节，也

是教学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助推学校高质量课堂的建设，应广大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要求，特举办“2018

课堂教学质量—教学目标、策略、测试设计”专题研讨会。望各区域教育主管部门

及学校派员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地点 

2018年 7月 24-27日（星期二-星期五） 

大连市第八中学(大连市沙河口区抚顺街永明巷 12号) 

 

二、 报到时间、地点 

7月 23日下午 14:00～20:00 

中山大酒店一楼或大连香洲大酒店一楼报到处缴费并领取材料。 

  



三、 组织单位 

（一） 主办单位：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 

（二） 承办单位： 大连必由学教育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三） 协办单位： 大连市第八中学 

 

四、 会议适用对象 

教育行政部门专业指导人员、教师进修院校各学科教研员、中小学校学科带头

人以及骨干教师。为保证研讨会效果，促进研讨会责任落实，建议各单位至少派出

3-5位教研、教学骨干参加。 

为保证会议效果，此次会议规模不超过 200人。 

五、 内容模块： 

1.教学设计能力概述 

2.教学目标设计 

3.教学策略设计 

4.教学测试设计 

5.教学评价数据解读 

 

六、 会议特色 

• 强大师资团队讲授：由知名专家、教授及“一线”知名校长、教师担纲主讲，

由经验丰富的政策理论专家与一线实践专家组成指导团队。基于前沿教育教学理论，

结合新课程标准、考纲，紧跟一线教学需要，会议内容专业有效。 

• 提升教学设计能力：通过会议，教师可以掌握教学设计能力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能设计符合要求的课堂教学目标；能设计指向目标达成的教学策略；能设计

出测试教学目标达成度的教学测试。特别是注意到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测试



设计的一致性。 

• 研讨方式创新灵活：采用讲座+工作坊的研讨方式，既满足学员对理论知识

的渴求，又满足对实践的需求。采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五环节”学习模式，切

实提升学习效果。 

 通识培训分组研讨：历时 3 天半的研讨会，上午专家集中讲授，重点突出；

下午按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分科分组研修，专家参与现场指导与会者完成既

定任务。 

 任务导向优中选优：完成全部学习及预设作业，经专家评审合格，可获得证

书。  



七、 会议日程 

时间 主讲专家 活动内容 

7 月 23日 

报到 
14:00-20:00 

 中山大酒店或香洲大酒店一楼，         

报到、发放材料 

7 月 24日 

第一天 
8:30-8:50 王允庆 会议致辞 

8:50-9:20 
郑州回民中学——鲁会勇 

（数学） 
实践

分享 

 

基于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设计 

（中学） 
9:20-9:50 

郑州回民中学——董雪霞 

（语文） 

10:00-10:30 大连周水子小学——赵瑾 
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目标设计   

（小学） 

10:30-11:30 卢臻 专家讲座——教学目标设计 

13:30-16:30 
工作坊指导专家： 

王允庆、孙宏安、卢臻等 

1.基于学段、学科划分小组。 

2.由各组组长组织，小组合作探讨，分别或

共同完成预定作业。 

3.组内推荐部分优秀成果，向全员展示分

享。 

4.专家现场点评。 

7 月 25日 

第二天 8:30-11:30 王允庆 专家讲座——指向目标的教学策略设计 

13:30-16:30 
工作坊指导专家： 

王允庆、孙宏安、卢臻等 

1.由各组组长组织，小组合作探讨，分别或

共同完成预定作业。 

2.组内推荐部分优秀成果，向全员展示分

享。 

3.专家现场点评。 

7 月 26日 

第三天 
8:30-11:30 孙宏安 专家讲座——指向目标的教学测试设计 

13:30-16:30 
工作坊指导专家： 

王允庆、孙宏安、卢臻等 

1.由各组组长组织，小组合作探讨，分别

或共同完成预定作业。 

2.组内推荐部分优秀成果，向全员展示分

享。 

3.专家现场点评。 

7 月 27日 

第四天 
8:30-9:10 

大连第八中学——刘颖    

（物理）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促进学科教学研究与个

性化学业发展指导 
9:20-10:00 

沈阳第一七六中学——赵哲

（数学） 

10:20-10:50 孙宏安 会议总结 

10:50-11:30 
 

发放证书，拍照留念 

 



八、 专家团队介绍 

王允庆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国家督学、教育部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

委员、全国学校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曾长期从事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两次主持国家教育规划课题，参与

教育部中小学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项目等有关工作。现致力于教师培训、

学习分析相关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学科评价标准研究。近年来，王允庆院长带领大连

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在教育评价理论研究、推广及应用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出版了教育评价领域理论专著 9本，在国家级专业学刊及中国教育报发表多篇专业

文章。 

 

孙宏安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原大连教育学院副院长，辽宁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数学）的研究和教

学工作，在师范生培养的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还长期从事教师职后培训的研究和

教学工作。对数学史、数学教育史和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史亦有所研究。已出版著

作 80余部，发表论文 200余篇。现在主要从事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的研究工作。 

 

卢臻 

 卢臻，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课程部主任。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全国师德标

兵，河南省特级教师，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专家。近年致力于基于标准教学的研究，

所研究项目“教-学-评一体化教学”2014年获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在《人民教育》《教育科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人

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论著《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策略与实践》。 



九、 报名信息 

（一）请与会者将《报名回执》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 17:00 前，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至会务组邮箱（huiyi@biyouxue.com），以便安排会议相关事宜。 

（二）报名成功的与会者请于 7月 23日 14:00-20:00，前往中山大酒店或大连

香洲大酒店报到、缴费，并领取会议资料。 

 

十、 资料准备 

请与会者自行准备某节课的完整教案一份、近期测试试卷一套（纸质），以供会

议工作坊环节使用。 

 

十一、 费用说明 

会务费：1680元/人（包括会务费、资料费、茶歇费）。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十二、 住宿推荐 

酒店名称：中山大酒店 （仅30间标准房）  

协议价：420元（双标间/大床房，含早）      电话：0411-82812888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路3-5号    

酒店名称：大连香洲大酒店 （仅30间标准房）  

协议价：450元（双标间/大床房，含早）      电话：0411-83699988 

地址：中山区中山路145号    

酒店预定须知：本次研讨会提供酒店代预订服务。需要代预定酒店的与会者请

务必填写好酒店预订表格与报名回执一同发送至指定邮箱。鉴于研讨会期间为大连

旅游旺季，又适逢大连国际啤酒节，酒店房间非常紧张，预订采取先到先得原则，

未提前申请代预定的与会者，请自行安排好住处，望知悉。 



十三、 联系方式 

电    话：0411- 84457899-808           传  真：0411- 39782997-815 

电子邮件：huiyi@biyouxue.com           官  网：www.biyouxue.com 

联 系 人：李  慧 15942448036 (微信)    隋  征 13940889728 

 

 

附件 1：报名回执及缴费信息 

附件 2：酒店预订回执 

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 

2018年 6月 24日 

  

mailto:huiyi@biyouxue.com


附件 1： 

 “2018 年课堂教学质量—目标、策略、评价” 

专题研讨会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电话  

参会人姓名 学段 学科 职务/职称 手 机 电子邮件和微信号 

      

      

      

缴费方式 □  转账或电汇 □  现场缴费：现金/银联卡/转账支票 

报名费用： 

1680元/人（包括会务费、资料费、茶歇费）。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付费方式： 

1）首选方式：转账或电汇 ，请汇入以下指定账户（转账缴费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月 23日） 

户名：大连现代学习科学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210200570861830J 

开户行和账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75010154900001115 

地址和电话：大连市高新区黄浦路 537号/0411-39782997 

※转账后请将电子付款凭证邮件至 huiyi@biyouxue.com 

2）其次方式：现场缴费（现金/银联卡/转账支票） 

注：现场我们将安排财务人员提供收款服务，此种方式虽然便捷，但很容易造成排队缴费的现象。

并且发票需要收款后陆续开出，因此需要您耐心等待! 

开票信息（请务必填全，如不清楚可咨询贵单位财务人员）： 

单位全称  

单位地址/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的开户行和账号  

备注：填表后，请尽快发至电子邮箱至:huiyi@biyouxue.com，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13

日。 

 

mailto:请尽快发至电子邮箱至:huiyi@biyouxue.com


附件 2： 

代预订会议住宿酒店信息（如需要此服务，请您填写） 

酒店名称 协议价格 单间/双人间 房间数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中山大酒店 
标准间、大床房 420元/

晚,含双早     

大连香洲大酒店 
标准间、大床房 450元/

晚,含双早     

 

请将与会者回执及酒店预订信息于 7 月 13 日 17:00 前发送至：huiyi@biyouxue.com 

预定标准间的与会者请自行匹配同住人，会务组仅负责代预订酒店。 

备注： 

1. 鉴于研讨会期间为大连旅游旺季，又适逢大连国际啤酒节，酒店房间非常紧张，预订采取

先到先得原则（以邮件回复为准），未预订成功的与会者，请自行安排好住处，望知悉。 

2. 7 月 24-27 日早 7：30 会务组将统一安排大巴车，从酒店出发至大连市第八中学（酒店正

门集合），请需要乘坐大巴车的与会者务必在签到时做好乘车登记，如有变动及时与负责人联系

（负责人联系方式签到处公布）。 

会场示意： 

 

大连市第八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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