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教育系 “外研社杯”英语比赛方案

根据学院《关于做好 2022 年院级职业技能大赛工作的预通知》

要求，面向全院各专业学生举办的年度性大赛，旨在提高学生职业英

语写作表达能力，加强学生职业英语能力的培养，同时选拔优秀选手

参加 2022 年安徽省高职院校“外研社杯”英语比赛。外语教研室组

织教师编制本大赛方案，为组织实施本届技能大赛提供依据。

2022 年 “外研社杯”写作大赛方案

一、竞赛分类及参赛对象

大赛分为公共英语组和专业英语两个组别。

1、公共英语组

报名面向全院各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由各班推

荐人选，人数不超过 120 人。

2、专业英语组

报名面向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由所在班

级推荐人选，人数不超过 30 人。

二、赛前准备

参赛选手应提前 15 分钟到达赛场，并凭参赛证、学生证、身份

证检录，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未按照规定时间到场视为自动

放弃比赛。严禁参赛选手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

他相关资料与用品入场。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时间初步定在 2022 年 5 至 26 月，考场设在尚智楼。



四、竞赛规则

（一）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 评分内容 分值占比

信息提取、分析与整

合

对写作任务的理解程

度；对题目信息的提

取能力；对题目信息

的分析与整合能力。

25%

内容与逻辑

内容的完整性；逻辑

的严密性；观点的适

切性。

35%

语法、词汇和语域

语法的准确性；词汇

的正确性与丰富度；

语域的恰当性。

30%

格式与字数

格式的正确性；字数

是否达到最低要求

（不足字数适当减

分）。

10%

（二）竞赛试题

省级复赛由全国赛组委会统一出题。大赛组委会于复赛前 2 个月

在大赛官网上公布样题。

1.公共英语组两道题，120 分钟。

Part I：看文字信息写作，至少 200 词，40 分。

Part II：看图表信息写作，至少 300 词，60 分。

2.英语专业组两道题，120 分钟。



Part I：看图表信息写作，至少 250 词，40 分。

Part II：看文字信息写作，至少 350 词，60 分。

五、奖励

比赛设公共英语组和专业英语组奖项。参赛人数在 6-10(含 10

人)人,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参赛人数在 10

人以上分别按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比例设置奖例。

所有获奖学生学院颁发证书；获奖选手将优先选派参加省级、国级技

能大赛。

六、预期成果

（一）检验学生的适岗综合能力，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比赛能检验师资培养质量，更大范围为在校生提供职业素养与实

践技能训练、展示与交流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

促进我院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成长、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增进教师间教学经验交流，促进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推动我校外语教师加强课程

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对学生的培养水平。

（三）为全省职业院校英语写作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附件：1、“外研社杯”写作大赛成绩汇总表



附件 1：

“外研社杯”写作大赛（ 组）成绩汇总表

序号 选手姓名 性别 所在系部 所在班级及学号 成绩 获奖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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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签名：

年 月 日



2022 年 “外研社杯”演讲大赛方案

一、竞赛分类及参赛对象

大赛分为公共英语组和专业英语两个组别。

1、公共英语组

报名面向全院各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由各班推

荐人选，人数不超过 50人。

2、专业英语组

报名面向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由所在班

级推荐人选，人数不超过 20 人。

二、赛前准备

1、抽签

各组别的参赛选手通过抽签确定参赛顺序。抽签秉承“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按照赛项的具体抽签时间，赛项执委会将首先点

名确认每一位参赛选手已到场（由于特殊原因无法到场的参赛选手须

提前告知赛项执委会并出具由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委托书，指定其代

理人代为抽签并声明承认抽签结果有效）。没有按时到场抽签，或无

故缺席抽签环节的选手，将视为自动放弃抽签，其抽签结果由赛项执

委会在优先安排其他选手抽签之后决定。

2、参赛选手入场

参赛选手应提前 15 分钟到达赛场，并凭参赛证、学生证、身份

证检录，按要求入场，不得迟到早退，未按照规定时间到场视为自动

放弃比赛。之后在候赛室等候，由引导员核对参赛选手信息。严禁参



赛选手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通讯设备及其他相关资料与用品

入场。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时间初步定在 2022 年 5 月 27 日，考场设在尚智楼。

四、竞赛内容

竞赛共包含 2 个项目：

1、定题演讲

以 本 次 大 赛 官 网

(https://uchallenge.unipus.cn/c/2021-05-14/503076.shtml) 公

布的定题演讲题目《China’s Wisdom for the World》进行 3 分钟

英语演讲（脱稿）。

2、回答问题

由提问评委就选手的即兴演讲内容提出 1 个问题，选手回答时间

为 1 分钟。

五、竞赛评委选聘

此次比赛共设评委 5 人，由教育系外语教研室选派专业教师担任。

六、竞赛评分办法

前 5位选手的成绩在第 5位选手演讲结束后，经评委商议后统一

公布；之后每位选手演讲结来后，公布前一名选手的比赛成绩。

1、评分标准（百分制）

Prepared Speech (70%) Response to Questions (30%)

Content 30% Content 10%

Language 20% Language 10%

Delivery 20% Delivery 10%



2、计分方法

选手最后得分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再计算出平

均分（保留两位小数）。

3.评分标准

本赛项为裁判现场给分。根据不同比赛内容，从“内容、条理、

语言、举止、协作、表现力”等多方面进行评定。

（1）定题演讲

66—70 分：内容完整、充实，能就主题进行充分发挥；逻辑性

强，条理清晰，表达流畅；语言丰富，使用准确；举止大方、得体。

61—65 分：内容完整、充实，能就主题进行一定的发挥；逻辑

性较强，条理清晰，表达比较流畅；语言较丰富，使用正确；举止得

体。

56—60 分：内容完整；逻辑性较强，条理比较清晰，表达基本

流畅；使用语言基本正确；举止较为得体。

51—55 分：内容基本完整；发音不够标准，断句错误，表达不

够流畅；举止不够得体。

45—50 分：容不够完整；表达尚连贯；使用语言尚正确；举止

欠佳。

（2）回答问题

26—30 分：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地道纯正，断句

准确，表达流畅，富有感染力；举止大方、得体。



21—25 分（含）：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发音标准，比较地道，

断句准确，表达流畅，没有感染力；举止大方、得体。

15—20 分（含）：内容完整；逻辑性较强，条理比较清晰，表达

基本流畅；使用语言基本正确；举止较为得体。

七、奖励

比赛设公共英语组和专业英语组奖项。参赛人数在 6-10(含 10

人)人,设置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参赛人数在 10

人以上分别按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比例设置奖例。

所有获奖学生学院颁发证书；获奖选手将优先选派参加省级、国级技

能大赛。

八、预期成果

（一）检验学生的适岗综合能力，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比赛能检验师资培养质量，更大范围为在校生提供职业素养与实

践技能训练、展示与交流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

促进我院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成长、师资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增进教师间教学经验交流，促进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学习与合作，推动我校外语教师加强课程

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对学生的培养水平。

（三）为全省职业院校英语演讲大赛选拔优秀人才。

附件：1、“外研社杯”演讲大赛比赛评分表

2、“外研社杯”演讲大赛成绩汇总表



附件 1：

“外研社杯”演讲大赛评分表

面试编号

定题演讲

评 分 要 素
评分

标准

得

分

内容完整、充实，能就主题进行充分发挥；逻辑性强，条理清晰，表达流畅；语言丰富，使用准确；举止大方、得体 66-70

内容完整、充实，能就主题进行一定的发挥；逻辑性较强，条理清晰，表达比较流畅；语言较丰富，使用正确；举止得体 61-65

内容完整；逻辑性较强，条理比较清晰，表达基本流畅；使用语言基本正确；举止较为得体 56-60

内容基本完整；发音不够标准，断句错误，表达不够流畅；举止不够得体 51-55

内容不够完整；表达尚连贯；使用语言尚正确；举止欠佳 45-50

回答问题
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地道纯正，断句准确，表达流畅，富有感染力；举止大方、得体 26-30

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发音标准，比较地道，断句准确，表达流畅，没有感染力；举止大方、得体 21-25

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发音标准，断句稍欠准确，表达不够流畅；举止得体 15-20

总计得分

考官评语 考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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