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教学大纲

第一部分 大纲说明

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一）课程性质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核心课之一。

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掌握幼儿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教育的基本知

识和方法，理解幼儿园各领域教育之间的联系，能在教育实践中综合运用各领域

知识，实现各领域教育活动内容相互渗透。帮助学生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要求，以及幼儿的兴趣需要和年龄

特点，选择教育内容，设计教育活动方案，学会运用各种适宜的方式实施幼儿园

教育活动。

本课程是一门以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教学专业素养和教

学能力为核心的理论性为基础、实践性为主的专业技能课程。

（二）课程的任务

本课程让学生掌握幼儿园各领域教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培养学生在理

论指导下自主设计、组织、实施、评价幼儿园各领域教学活动的能力。具体而言，

该课程教学通过向学生传授幼儿园各领域教育与教学的基础知识技能，包括各领

域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环境创设和材料选择、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等内容，

使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并通过“案例评析、模拟教学、微格试讲”等循环

反思性的实验操作活动提高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设计组

织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展示表演能力，评价科研能力，反思改进能力。

因此，该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融通来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幼儿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教育的认识，了解幼儿学习的规律，全面掌握幼儿

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教育的设计、组织、

实施、评价等职业工具性知识；进而获得进行各领域教育工作的实际能力和开展

幼儿园各领域教育与教学科研的复合技能，形成从事幼儿园教师职业所必备的职

业综合能力。



二、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是一门以教学论的一般原理为依据,运用教

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原则,来研究幼儿园教育活动过程的科学。《幼儿园教育

活动设计与指导》虽然是一门教育学科，但它的任务、内容和方法都和生物、生

理卫生、体育、语文、儿童文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美术、音乐等学科

内容紧密联系。同时，引导幼儿学习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必须以其心

理发展规律为依据，根据不同年龄的幼儿制订不同的教育目标，采用不同的教材

内容及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还要以学前教育的一般原理为根据，来分析幼儿教

育的实际问题。所以，自然科学、幼儿心理学、学前教育学是《幼儿园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根据，学习《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也有

助于这几门学科知识的进一步巩固和理解。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是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的综合性学科，它和

《幼儿健康教育》《幼儿语言教育》《幼儿社会教育》《幼儿科学教育》《幼儿

艺术教育》领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完成学前教育的总目标。

三、本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幼儿园各领域教育的基本理论及实践的问题，并且

与当前幼儿园教育改革的实践密切结合。教学中应全面具体向学生介绍幼儿园各

领域教育的基本原理，引导学生结合当前幼儿园各领域教育改革的现状，思考和

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建议

（一）组织形式

班级授课、个别教学和分组讨论相结合。

（二）教学方式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主要可采取“课堂讲授、对话引导、小组讨论、案例（文

本及录像）评析、模拟教学、微格实验、课外实践”等混合教学方法。基本原理

以教师讲授为主，发展性问题以讨论的方式为主，现实问题以案例评析的形式为

主，实际操作问题以模拟教学、微格实验、课外实践为主。

1.启发引导法



这是知识性内容教学的一种主要方法，目的是为了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的理解，帮助其掌握理论的基本内涵，全面深入地掌握园各领域教育相关

的基本理论，为实际职业教学中的运用夯实基础。在讲解中，采用先引入例子或

创设悬念、呈现疑惑，再从对情境任务的科学分析中归纳出概念或理论结论的方

法，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

2.案例评析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运用典型的正

反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

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科学的教

育教学理念、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与批判能力的教学方式。

3.换位模拟法

模拟训练是在一种人造的情境或环境里学习某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其给受训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知，提供了重复操练的机会和随时进行过程评价的

可能性。换位则是一种社会角色的模拟扮演，具体包括“换位讲授、换位表演、

换位质疑、换位小结、换位评价”等环节。学生首先以“教师”的角色讲授所选

课程的部分内容，然后由其余学生以“教师”的角色提问、质疑，并作小结，教

师最后以“学生”的角色对“教师”的授课效果加以客观评价。这种方法是通过

“教”来“学”，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置身参与性，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加深

对知识内容的内化建构与外化运用。这一方法通常与案例评析结合使用。

4.微格试讲法

微格试讲是把复杂的教学过程分解为许多容易掌握的教学技能，如“导入、

应变、提问、讲解、媒体使用、学习策略辅导、学生学业成就评价”等。对每项

教学技能进行逐一研讨并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教学技能系统培训

的微型、小步教学。教师首先在试讲前提供并分析示范教学，让学生仿效优秀典

范；然后布置具体课题，将班级分成若干小组，组成“微型课堂”（5-10 人）

进行分组训练与组间交互学习探讨。小组自主确定培训技能和编写微格教案；受

训者扮演“教师”，同学及教师扮演“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式的讲学操练，

利用 10 分钟左右的时间，训练特定的教学技能；接着利用视听设备将实践过程



记录下来，进行反馈分析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同学评价、教师评价；最后各组

修改教案重新进行新一轮的微格试讲。

备注：

（1）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教学设计要符

合学生认知和能力结构特点。

（2）关注学生的情感，营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

（3）倡导目标驱动型的教学途径。

（4）加强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

五、课程教学要求的层次

本课程基本内容的要求按“知道、理解、运用”三个层次要求。

六、学时分配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课内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

时

第一章幼儿园

教育活动设计

与指导概述

1.幼儿园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设计

3.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指导策略

8学时 8学时

第二章幼儿园

健康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身心保健教育活动设计与指

导

3.幼儿心理健康教育

4.幼儿园身体锻炼活动设计与指导

16 学时 12 学时 4学时

第三章幼儿园

语言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谈话活动

3.幼儿园讲述活动

4.幼儿园听说游戏活动

24 学时 18 学时 6学时



5.幼儿园文学作品活动

6.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

第四章幼儿园

社会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4 课时 10 课时 4课时

第五章幼儿园

科学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集体科学活动设计与指导

3.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设计与指导

4.幼儿园科学游戏设计与指导

5.生活中的科学教育

16 课时 12 课时 4课时

第六章幼儿园

数学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集合概念的教育

3.认识 10 以内数概念的教育

4.学习 10 以内数的加减教育

5.认识量的教育

6.认识几何形体的教育

7.认识时间的教育

8.认识空间方位的教育

22 课时 16 课时 6课时

第七章幼儿园

美术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

织原则

3.幼儿园各类型美术教育活动的内

容与指导

16 学时 12 学时 4学时

第八章幼儿园

音乐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

1.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概述

2.幼儿园歌唱活动设计与指导

3.幼儿园韵律活动设计与指导

4.幼儿园打击乐演奏活动设计与指

18 学时 14 学时 4学时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根据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按照学生的基础和学习的特点，制

定本门课程的教学基本内容，并拟定课程相关内容的基本学习要求。

项目一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概述

1.教学内容：幼儿园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设计；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指

导策略

2.教学要求：（1）理解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含义、特点、目标和内容。

（2）掌握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原则、方法及指导策略。

（3）识记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一般结构，能运用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相关

知识分析幼儿园教育活动方案。

项目二、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概述；幼儿身心保健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

心理健康教育；幼儿园身体锻炼活动设计与指导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的内涵，理解幼儿园健康教育

的目标体系和内容。

（2） 熟悉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的实施原则、方法和途径。

（3） 掌握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计的具体步骤，学习设计幼儿园健康教育

活动方案；尝试运用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的指导策略组织开展活动。

项目三、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谈话活动；幼儿园讲述活动；幼儿

园听说游戏活动；幼儿园文学作品活动；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

导

5.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设计与指导

第九章幼儿园

综合教育

1.幼儿园综合教育概述

2.幼儿园综合教育课程的实施要求

10 课时 6课时 4课时

总课时 144 108 36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含义和内容。

（2）掌握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目标和教育方法。

（3）能根据幼儿园语言教育各类型活动的特点设计幼儿语言教育活动。

（4）能运用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的指导策略组织开展幼儿语言教育活动。

项目四、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社会教育的含义和作用。

（2）掌握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

（3）能根据幼儿园社会教育的相关知识设计与指导幼儿社会教育活动。

项目五、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集体科学活动设计与指导；

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科学游戏设计与指导；生活中的科学教

育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内涵、目标和内容。

（2）学习设计幼儿园科学教育各类型活动方案。

（3） 结合幼教实践掌握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常见类型的组织指导策略。

项目六、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概述；幼儿集合概念的教育；认识 10 以

内数概念的教育；学习 10 以内数的加减教育；认识量的教育；认识几何形体的

教育；认识时间的教育；认识空间方位的教育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数学教育的含义、目标和内容。

（2）结合幼教实践掌握幼儿园数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并能在实践中灵活运

用。

（3）设计与组织指导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



项目七、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

原则；幼儿园各类型美术教育活动的内容与指导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美术教育的含义，理解和掌握幼儿园美术教

育目标和内容。

（2）结合幼教实践掌握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原则。

（3）能根据幼儿园美术教育的相关知识设计与组织幼儿美术教育活动。

项目八、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1.教学内容：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概述；幼儿园歌唱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

园韵律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打击乐演奏活动设计与指导；幼儿园音乐欣赏活

动设计与指导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含义和作用。

（2）掌握幼儿园音乐教育目标及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类型。

（3）能根据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设计与指导幼儿音乐活动。

项目九、幼儿园综合教育

1.教学内容：幼儿园综合教育概述；幼儿园综合教育课程的实施要求

2.教学要求：（1）了解幼儿园综合教育的内涵、意义及特点。

（2）结合幼教实践理解幼儿园综合教育的实施要求。

（3）能设计幼儿园主题综合教育活动方案。

第三部分 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组织形式：班级授课、个别教学和分组讨论相结合。

2.教学方法

本课程是理论与实践性都比较强的学科，在教学方法上主要可采取“课堂讲

授、对话引导、小组讨论、案例（文本及录像）评析、模拟教学、微格实验、课

外实践”等混合教学方法。基本原理以教师讲授为主，发展性问题以讨论的方式

为主，现实问题以案例评析的形式为主，实际操作问题以模拟教学、微格实验、

课外实践为主。



二．教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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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主编《学期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 4 月

第三版

周梅林主编《学期儿童社会教育活动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

夏力主编《学期儿童科学教育活动指导》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 2 月

第三版

郭亦勤主编《学期儿童艺术教育活动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第三版

三、教学评价

1.考核形式

课内实践（模拟教学、微格试讲、现场教学）+课内测验（课后作业、课堂

笔记与小测、期末闭卷考试）等综合评定。

2.成绩构成

课程成绩（100%）=过程性考核（60%）+终结性考核（40%）

3.考核评价表

目标 评价要素 评价标准 评价依据 考核方式 评分 权重

知识 基本知识 按课程标准要求掌握 个人作业 作业成绩 10



4.考核说明

（1）教学评价主要指学生学业评价，分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个方

面。过程性评价是指学生平时在完成教学任务及项目中的表现，包括任务及项目

完成的结果（各领域教育活动设计、活动组织、说课试讲等）、工作效率、团队

合作交流等方面，重点考核任务及项目完成效率和质量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相关知

识掌握情况；终结性评价是指最后的课程考核，以期末闭卷形式呈现，重点考核

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理论性知识的掌握情况。

（2）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

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注重形成性评价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既关注结果又关

注过程，使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达到辩证统一，注重评价结果对教学效果的

反馈作用；注意处理教学与评价的关系；各类考核评价要以课程目标为依据。

的知识点；运用知识

完成书面作业；运用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课堂笔记

课堂练习

模块测验

阶段考试

期末考试 40

能力 基本技能

能运用所学理论探究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

现象，理论联系实际，

能够自主设计和实施

科学教育活动课程

信息整合

课题选择

教案设计

微格试讲

反思评价

实

践

操

作

活动设计 15

实操演示 15

人格

素质

学习态度

遵守课堂纪律、积极

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按时完成作业、按要

求完成准备

课堂表现记录、考

勤表、同学及教师

观察、课堂笔记

学生自评

5小组自评

教师评定

沟通协作

管理

乐于请教和帮助同

学、小组活动协调和

谐、协作教师教学管

理、按要求做课前准

备和课后整理

小组作业、小组活

动记录、自评及互

评记录、值日记录、

同学及教师观察

学生自评

5小组自评

教师评定

创新精神

有自主学习计划、在

作业练习中能提出问

题和见解、对教学或

管理提出意见和建

议、积极参与小组活

动方案设计

个人作业、自主学

习计划、学习实践

活动、个人口头或

书面报告

学生自评

10
小组自评

教师评定

总计 100


	一、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二）课程的任务　
	二、与相关课程的衔接
	三、本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
	四、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建议
	五、课程教学要求的层次
	六、学时分配　
	项目一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概述
	项目二、幼儿园健康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项目三、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项目四、幼儿园社会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项目五、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项目六、幼儿园数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项目七、幼儿园美术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项目八、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项目九、幼儿园综合教育

	2.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