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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寄语 
 

关于 2017 年的更新 

在《2016 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 2016）颁布短短一年之内，

我们已见证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面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此

类变化包括在教室接入宽带的学校数量；学校可用的技术类型和成本；

领导者在购置教育技术设备解决方案中取得的进展以及对数据安全

和数字公民身份的加倍强调；有关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的新研究以及

对教师信息素养及技术使用能力的日益重视。 

为与我们在学校、地区和各州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变化同步，我

们还须变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的更新频率。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

见表明，前五年的更新周期不够频繁。作为回应，在此次 2017 年更

新后，我们决定每年对 NETP 进行一次较小的更新，以便更好地对领

域内创新的步伐加以说明。 

作为 2017 年更新的一部分，读者将会了解到： 

• 对于目前在我国大多数课堂均可使用宽带这一事实让我们深

受鼓舞，同时，我们了解到，即使尚未使用宽带的很多学校

也深受这一事实的潜在影响。 

• 对于供学校使用的设备如果价格较低，我们表示很欢迎，但

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教育技术（设备）采购依然是基

于口碑而非有效性证据。 

• 就像《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SSA 修订的重获授权的《初

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SEA 中概括的那样，我们期待更多地

强调对证据的使用。同时，我们还认识到教育工作者需要加

大其力度，以便在学校和教室中使用教育技术时灌输循证文

化。 

• 在某些地区，图书管理员和教师领导者的领导角色正日益凸

显，他们利用其现有的技能引导其同行使用教学驱动式课堂

技术，令我们感到欣慰。我们也看到其它一些地区通过削减

图书管理员职位以节省成本，并且未充分利用课堂教师作为

数字技术变革领导者这一资源。 

•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与老师和同伴合作，成为该校忠实

的数字用户，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还需意识到许多低收入

家庭（特别是城乡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在家不能

上网，无法完成网上作业任务，也无法像其他城镇地区家境

较好的同学一样在家使用强大的数字化工具来进行创作、解

决问题或线上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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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那些正在不断努力给职前和在职教师培训如何以创新

性的方式使用技术学习的人士表示称赞。但据我们了解，近一

半的教师希望在有效利用技术方面获得更多培训。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想要使技术成为转变学习的有效工具，

教育工作者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于接受他们的新角色。他们要做

有想法的、常反思的创新者，他们需要协同合作并与学生一起探索新

的学习模式、数字化学习环境以及新的工作、学习和分享方法。 

我们期待与你共同踏上征程！ 

 

约瑟夫·索思 

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 

美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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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技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能够为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 

——美国教育部长约翰·金 

 

技术可以成为转变学习方式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确认和促进教育工

作者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革新我们的学习和协作方法；缩小存在已久的教

育资源公平与可获得性的差距，并运用不同的学习体验以满足所有学习者

的需求。 

 

学校、社区大学、成人学习中心和大学应成为探索与发明的孵化器。

教育工作者应是其学生学习、寻求新知识并不断获得新技能的协作者。教

育领导者应设定一个建立学习体验的愿景，为所有学习者茁壮成长提供适

当的工具和支持。 

 

但是，为了充分发挥技术在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并提供真实的学习体验，

教育工作者需要将技术有效运用于实践中。此外，教育利益相关方应承诺

共同努力，利用技术提升美国教育水平。上述利益相关方包括校领导、教

师、全体教职员工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决策者；资助者；技术开

发人员；团体成员和组织；学习者及其家属。 

 

NETP 的高等教育补充资料：一个单独的补充文件，它基于 NETP 的五

个部分（领导力、学习、教学、评价和基础设施）中所述的原则创建，在高

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检验。检验技术在服务日益多样化和分

散性的学生群体（这些学生群体在规模和组成方面不断增长和发展）中的

作用，并讨论了技术可以在系统和生态系统范围内应用协作性解决方案解

决使用、可购性和完善性等系统问题的不同方法。 

 

本 NETP2017 的更新版是该规划有史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年度更新。相

关反馈意见表明，前五年的更新周期不够频繁，跟不上快速变化的情形和

学校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们计划以后继续每年更新一次。 

 

有关该规划 

国家教育技术规划（NETP）由领先的教育研究者、地区学校和高等教

育领导者、学科教师、拟制人员、倡导者以及非营利组织等参与制定，确立

了运用技术进行学习的国家愿景和规划。本文档中提供的原则和示例应符

合根据 ESSA 修订的 ESEA 中 A 部分（第四章）的“支持有效使用技术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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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述关键理念和建议，该规划包括通过有效利用技术转变

学习方式的示例。这些示例受有力证据和新兴证明支持。在此类示

例中确定具体的程序或产品以此更清楚地了解创新理念，但这并不

等同于认可。 NETP 还提供可行的建议使得技术得以成功运用并进

行研究与开发，从而推动技术的有效利用并提高学习与教学水平。 

NETP 对于任何拥有教育权益的团体或个人而言是有用的，其

主要受众为教师、教育领导者、教师培训人员以及联邦、州和地方

各级决策者。其理念、建议和示例也适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社区组

织和州级机关。NETP 专注于使用技术转变学习方式，目的是使学

习者获取更公平和可获得的教育资源（参见第 1 节：学习）。 

经过精心设计和深思熟虑的应用，技术可加快和拓展有效教学

实践的影响力。然而，想要革新，教育工作者需要掌握有效利用技

术的知识和技能——良好的学习环境（见第 2 节：教学）。此外，PK-

12 课堂教师和高等教育指导师、图书管理员、家人和学习者的角色

都将随着技术支持的学习模式进入新的学习体验而发生转变。 

为了使学习和教学发生此类系统性变化，教育领导者需要为技

术如何最好地满足所有学习者的需求而创建一个共同的愿景，并制

定一个将该愿景转化为行动的规划（见第 3 节：领导力）。 

技术支持的评价通过向教师、管理员、家人，尤其是向学习者

本身提供学习进程信息和反馈来支持学习和教学。此类评价能够嵌

入至数字化学习 1 活动中，以减少学习时间的中断（见第 4 节：评

价）。 

技术支持的学习、教学和评价需要健全的基础设施（见第 5 节：

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包括保证师生获得随时可用的、

高速连通的网络和设备。除了网络和设备外，全面的学习基础设施

还包括数字化学习内容以及促进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领导者专业发展

等在内的其他资源。 
 

 

 

 

 

 

 

 

 

 

 

 

 

 

 

 

 

 

 公平及可获得性 

教育公平是指增加所有学

生获得教育的机会，重点是缩

小成绩差距、消除学生之间基

于种族、民族或国籍、性别、性

取向或性别身份或表现、残疾、

英语水平、信仰、社会经济状

况或地理位置等的障碍。2 

 

可获取性是指对支持并允

许所有学习者获取学习内容并

参与教育活动的应用程序、设

备、材料和环境的设计。除了使

残疾学生能够获取内容和参与

活动外，这些理念还适用于满

足不同学生（如英语学习者、农

村社区学生或家境不好的学生）

的学习需求。技术可以通过嵌

入式援助支持教育资源的可获

取性，例如教材的文本转语音、

音频和数字文本格式、区分指

令的程序、自适应测试、固定设

施和辅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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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进展与未来发展 

自 2010 年制定 NETP 以来，美国通过技术实现学习的多方面转

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 相关议题已从技术是否应在学习中运用转变为如何通过技术

提高学习，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优质的教育体验。3 

• 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个性化学习，学生对于其学习什么、如

何学习以及以什么速度学习有了更多选择，他们还可以为其

组织和指导自己的终身学习做准备。 

• 学习科学的进步提高了我们对人们如何学习的理解，并阐明

了哪些个人和情境因素对他们成功的影响最大。 

• 研究和经验提高了我们对人们需要了解的知识以及他们在

21 世纪生活和工作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的理解。

通过职前教师培训计划和专业学习，教育工作者将积累使用

技术实现学习成果的经验和信心。 

• 改进的软件可允许我们根据学习者个人的需求和能力进行评

价和指导，并提供接近实时的结果。 

• 在全国范围内已就确保每所学校的教室中均有高速的互联网

连接这一事宜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其他学习创新的基础。 

• 随着优质的交互式教育工具和应用程序的出现，数字化设备

的成本大幅下降，而计算能力却在提高。 

• 技术促使人们重新考虑物理学习空间的设计，以适应和拓展

学习者、教师、同行和导师之间的新型关系。 

 

尽管我们可以为过去六年的进步感到自豪，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来看看未来要做的工作： 

• 那些能够主动且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支撑的学习者和那些主要

使用技术进行被动内容消费的学习者之间的数字应用鸿沟仍

然存在。 

• 尽管学校和地区领导者经常利用数据进行决策，但仍有许多

人需要技术支撑和更好的工具，以便通过对技术进行严格、

快速的评价来获取有关策略制定的实时信息。 

• 目前很多学校尚未找到改善日常学习方式的技术，因此需要

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以加快和逐渐扩展有效方法和技术的采

用。 

• 那些决定将教育技术与学生学习进行结合的学校和地区，应

在早期开发和实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使学生家人积极参与。 

 

 

 

 

 

 

 

 
 

 

 

 

 

 

 

 

 

 

 

 

 

 

 

 

 

 

 

 

 

 

 

 

 

 数字应用鸿沟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数字

鸿沟是指在学校和家中有网络

和相关设备的学生与无网络和

相关设备的学生之间的鸿沟。5,6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学校、图书

馆和家庭中增加互联网接入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数字

应用鸿沟使许多使用技术的学

生从使用工具转变为使用电子

设备（例如电子工作表、在线多

项选择测试）来完成相同的活

动任务。数字应用鸿沟在正规

和非正规学习环境以及高低等

贫困学校和社区中均存在。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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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学校已采取使用技术支持与正规学习目标一致的非

正规学习体验方法。 

• 对学习者在课外学习体验中运用技术的支持常常受到忽视。 

• 很多职前教师或师范毕业生在其转型至课堂教学以及有效

使用技术的过程中，总觉得尚未做好运用技术支持学生学

习的准备。4 

• 评价方法已不断发展，但尚未充分发挥技术潜能以进一步

衡量更理想的教育成果，尤其是非认知能力。 

• 在注重向学习者提供互联网接入和设备的同时，不应忽视

培养教师在有效进行技术教学并选择合适相关数字化学习

内容方面的重要性。 

• 由于学生使用技术促进学习，学校在保护学生隐私方面不

断加强的同时，还应允许其适当利用相关资料进行个性化

学习、推动研究，并确保家长和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 随着互联网连接学校信息、管理和学习系统的日益普及，且

对学校网络的攻击变得日益复杂，包括使用勒索病毒，网络

安全便成了人们愈发关注的问题。 

NETP 是一个响应国家紧急优先事项的共同愿景和行动规划。它

描述了美国应采取的具体行动，以确保所有年龄的学习者均有个人

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并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 

 

 
1 Digital Learning--, the term “digital learning” has the meaning given the term in section 4102(3) 

of the ESEA, as amended by ESSA 
2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for Fiscal Years 2014 - 2018, (2013) 

http://www2.ed.gov/about/reports/strat/plan2014-18/strategic-plan.pdf. 
3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 

and National School Boards Association. Leading the digital 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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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ocking%20School%20Transformation%20June13 FNL HiRes.pdf. 
5 McConnaughey, J. W., Sloan, T., & Nila, C. A. (1995).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A surve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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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urlak, J. A., Weissberg, R. P., Dymnicki, A. B., Taylor, R. D., & Schellinger, K. B. (2011).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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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pitzer, B., & Aronson, J. (2015). Minding and mending the gap: Soci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

tions to reduce educational dispar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5(1), 1-18. 

 

 

 

 

 

 

 

 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亦称为社会

和情感学习）包括一系列推动

在学校、工作和生活中良好运

作的技能、习惯和态度。它们包

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知

识和关系技能以及毅力、动机

和成长思维。10,11,12 

 

 

http://www2.ed.gov/about/reports/strat/plan2014-18/strategic-plan.pdf
http://leaddigitalleap.org/
http://www.cosn.org/sites/default/files/pdf/7%20Keys%20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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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 

 

通过技术参与和增强学习 

 

目标：所有学习者都将有在正式和非正式背景下充分参与的学

习体验，培养他们成为世界范围内活跃、创新、有见地和道德观念的

劳动力。 

要想在日常生活和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取得成功，美国人需要更多

获取专业知识的途径，并与同伴和导师形成有效联系。以知识和能力

为基础，此类知识和能力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增强和提升。幸运的是，

科学学习的进步为人类的学习提供了新的见解。1 技术可成为基于此

类见解而重构学习体验的有力工具。 

过去，学习者的教育机会受校园内资源限制。技术支持下的学习

使学习者能够在自己的社区内便能获取世界各地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例如： 

• 随着高速互联网的接入，如果学校没有相应的师资，学生可

以访问在线课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科学，或者有适

当技能的教职工可在线教授课程。 

• 正在为大学和职业生涯而绞尽脑汁进行规划的学习者，在

无法获取面对面指导时可选择优质在线指导和咨询。 

• 通过移动数据收集工具和在线协作平台，地处偏远的学生

可以同世界任何地方做相似研究的人结成协作伙伴。 

• 一所有联网但没有健全科学设施的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虚

拟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和物理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学习

体验，以缩小其与那些拥有更好资源的同行之间的差距。 

• 学习创意写作、音乐或媒体制作的学生，不去学校也可将其

作品通过互联网展示给全球观众。 

• 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让缺乏经验的学习者能够访问和参与

专业的实践社区，逐步进入到复杂活动和深度实践中，当他

们获得相应经验即可变成社区的专家成员。2 

 

 

 

 

 

 

 

 

 

 

 

 

 

 

 

 

 

 

 

 

 

 

 

 

 

 

 

 

 

 

 

 

 

 

 

 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是指针对每个

学习者的需求优化学习速度和

教学方法的教学。学习目标、教

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及其排序）

可能根据学习者的需求而有所

不同。 

此外，学习活动是有意义

的，它与学习者相关，由其兴趣

驱使，且往往是自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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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弱势的学习者也能公平的获得优质学习材料、专业知识和技

能、个性化学习和规划未来教育的工具，这些机会扩展了所有学生成

长的可能性。同时这样的机会也增强了教育工作者创建混合学习场景

的能力，以及反思学生什么时候、在哪里以及如何完成不同的学习任

务。 

 

人们需要学习什么 

要想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民，学校应该通过学习体验培养学

生 21 世纪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复

杂问题的解决、合作以及多媒体通讯等。这些可在传统学科教学中进

行。6 另外，学习者应该在学习中发展自己的学习控制力和在学校能

取得成功的信念。 

除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核心学术能力，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讨论了非

认知能力在学术成功中的重要性。7,8,9 非认知能力包括成功的任务导

航，比如形成关系和解决日常问题。也包括自我意识的发展、控制冲

动、执行功能、协同工作、关心自己和他人。 

 

 培养非认知能力：提供实践机会 

与同伴交流、处理冲突、解决争端、或者处理一个富有挑战

性的问题等都是对学术成功很重要的体验。数字游戏可以让学生

尝试不同的回应和角色，并衡量结果，而不用担心产生负面后果。
1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虚拟环境和游戏有助于增强同理心、自

我意识、情绪调节、社会意识、合作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还

将减少转介行为和学校停课的次数。12 

涟漪效应和社会表达等游戏利用虚拟环境、故事讲述和互动

体验来评价学生的社交能力并提供实践机会。其他应用程序通过

为情绪调节和解决冲突提供即时支持，帮助缩小虚拟环境与现实

世界之间的差距。许多应用程序可用于帮助学习者命名和识别他

们的感受、表达情绪并获得有针对性的建议或策略进行自我调节。

例如呼吸、思考、从小事做起；心情愉悦；停止、呼吸和思考；

动情和学习情绪管理；以及数字问题解答器。 

 

 混合式学习 5 

在混合的学习环境中，学

习是在线学习和面对面学习相

结合，可增强和支持教师实践。

混合式学习通常允许学生自己

对学习的时间、地点、途径或速

度进行一定的掌控。在很多混

合式学习模式中，学生有时与

大班教学的老师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有时与小班教学的老师

或导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

时又与同行进行交流或从同行

处学习知识。混合式学习通常

受益于促进学习活动的物理学

习空间的重新配置，为协作、非

正式学习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研

究提供了各种技术支持的学习

区域。 

 

 

 

 

 学习能动性 

具有能动性的学习者可以

“通过他们的行为有意使事情

发生”，“ 随着时代的变化，能

动性使人们能够在其自我发展、

适应和自我更新中发挥作用”。
10 为了建立这种能力，学习者应

可对其学习做出有意义的选择，

并将其有效运用于实践中。成

功发展这一能力的学习者为终

身自主学习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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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成长思维：采用技术推动学业成就 

发展非认知能力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培养一种关于学习的成

长思维。成长思维是对“能力需要通过努力和实践才能发展”的一

种理解，这能增强学习动机和成就感。美国教育部资助了几个有

关发展成长思维的项目，包括授权开发和评价 SchoolKit，这是一

套资源包，用于在学校快速有效地教授成长思维。 

吉尔·巴尔泽（Jill Balzer）——德克萨斯州基林市的前任中学

校长——在其学校使用 SchoolKit 已经取得了成功。Balzer 与一

个在参与过该项目五年后首次取得学术资格的八年级学生进行

了交流，“当我问他有什么不同的时候，”Balzer 回忆说，“他说现

在他明白，虽然学习对他来说并非总是很容易，但这也不代表他

很蠢，只是他需要更加努力。” 

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也向所有中学提供了 SchoolKit。斯

图尔特霍布森中学校长道恩·克莱门斯（Dawn Clemens）发现其

七年级学生在参与该项目后阅读成绩有所提高。“中学生总有借

口，”Clemens 说：“但这会使其说辞转变成不够努力，而不是‘测

试太难了’或者‘老师不喜欢我’”。 

 

日益增强的联通性也提高了对教育学生如何成为负责任的数字

公民的重视程度。我们需要引导能力素质的培养，以有意义、有成效、

尊重人且安全的方式使用技术。例如，帮助学生学习如何正确使用网

络；了解如何在线收集和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并利用网络上的全球

共享资源来改善他们周围的环境，帮助其在全球化的社会中顺利前进。

掌握这些技能需要对技术工具进行基本的了解，并且能够对在学习和

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为了培养数字公民，教育

工作者可以转而使用诸如通识教育的数字公民课程或国际教育技术

学会（ISTE）的学生技术标准之类的资源。 

 

 

 

 

 

 

 

 

 

 

 

 

 

 

 

 

 

 

 

 

 

 

 

 

 

 

 

 

 

 

 

 

 

 

 

 

 

 

 

 

 

 

 

 

 

 数字公民 

数字公民可被定义为对技

术的安全、道德、负责和合理

性使用。该概念包含一系列的

技能和素养，这可包括互联网

安全、隐私和安全、网络欺凌、

网络声誉管理、沟通技巧、信

息素养以及创新学分和版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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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的学习行动 

学习原理超越特定技术。然而，经过精心设计和深思熟虑的应用，

技术有可能加速、放大并扩展强大的学习原理的影响。因为学习的过

程是不能直接观测到的，学习研究构建的模型和结论往往要随时间

跨越而演变。因此，本计划的建议是建立在人们是如何学习的假设和

理论之上的，而与此同时，教育研究人员、学习专家和教育工作者继

续致力于更深入的了解。 

NETP 关注技术如何帮助学习者来揭示当前一些学习原理的力

量。例如，我们知道技术可以帮助学习者以多种方法在多种情境中思

考问题，回忆所学内容，以更深入地了解知识 16,17。技术也可以通过

挖掘学习者的兴趣和爱好帮助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它还有助于我们

根据学习内容调整学习的方式。 

以下五种使用技术的途径可提高和增强学习（正式或非正式学

习环境）。每种途径都有转化学习行动的示例。 

1. 技术使个性化学习的体验更加吸引人且更具针对性。根据学

习目标，教育工作者可以设计丰富的学习体验，允许同一个班的学生

在学习活动菜单中选择——撰写论文、制作媒体、建立网站、与全球

范围内的专家合作收集数据，并通过相同标准来对其学习成果进行评

估。这种技术支持的学习体验就更有吸引力且更具针对性。 

 

 

推广个性化学习：马萨诸塞州的创新学校创建了多路径的学习

模式 

作为《马萨诸塞州 2010 年成就差距法案》的一部分，拨款为学校

提供了实施创新战略以提升学习的机会。通过这项立法，教育工作者

可以创建创新型学校，此类学校在时间表、课程、教学和专业发展等关

键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19 

截至 2015 年，马萨诸塞州 26 个学区共有 54 所获得批准的创新型

学校和学院。有些学校实行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模式

或 STEM+艺术模式（STEAM），而其他学校实施了以下一种或多种教

育模式的组合：多路径学习、先修书院、双语浸入式或增加学习时间。 

安全和公共服务学院的学生在取证、计算机科学、刑事法律、危机

管理、心理学和视频制作等领域结合了以不同形式（课堂、在线、混合

学习、校园外实习和工作跟随）学习的严格的学院式课程。艺术学院的

学生可以让课程联合地方院校的异地学习机会，并结合高科技设计技

能和创造性艺术知识，为从事高等教育和艺术事业做准备。 

彭塔基高中学区的项目已经将其创新方法推广到了该地区的各个

小学。该校的方法是以学生自主选择并利用课堂外的学习机会为主导。

通过时常对学校学习方式重新设计，学生们将把课堂学习与实践学习

相结合；学习在线和混合课程；把握校外学习机会以及进行实习和学

徒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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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学习模式：学习科学与教育技术交叉点的研究与开发 

学习科学与教育技术交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可以创造出有

效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创新产品。例如，用于数学的感知学习模

式（PLM）软件已经由教育科学研究所资助开发，并对其有效性

进行了测试。20 PLM 软件基于对感知学习的数十年的研究，发现

训练学习者提取某一个理念的多个可变实例模式将导致同一理

念新实例分类的更广泛转移。当应用于数学时，该理念为学生探

索同一类型的多个数学问题的模式提供了可能，而并非简单地向

学生教授解决数学问题的规则和步骤。 

通过展望学习科学，教育技术开发人员可以整合可能的创新

性方式来教授新的理念，并且可以创建学生对相关信息、动机和

参与保持注意力的情境，所有这些均符合人们的思考和学习方式。 

 

与美国卫生及公众服务部于 2016 年 10 月联合发布的“早期教

育和教育技术政策简报”符合支持儿童早期实践的技术运用和国家

教育技术规划（NETP）。它的愿景是：1）所有婴幼儿在其生活中均

有成年人帮助学习，他们了解如何使用技术支持不同年龄阶段的儿

童学习；以及 2）所有婴幼儿都将有机会通过多种途径（包括使用技

术）学习、探索、玩耍和交流。教育部提供指南，了解技术运用永

远不能取代开放式、无障碍、互动式和创造性玩耍的角色，对于儿

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来说，这些指导原则在婴幼儿学习者积极使用

技术方面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早期教育与教育技术简报  

该部门有关早期学习者使用技术的四个指导原则如下所示： 

第 1 个指导原则：技术——适当使用时——可以作为学习工

具。 

第2个指导原则：技术应用于增加所有儿童获得学习的机会。 

第 3 个指导原则：技术可用于增进家长、家庭、早期教育工

作者和婴幼儿之间的关系。 

第 4 个指导原则：当有成人和同龄人参与或与婴幼儿进行互

动的情况下，技术将更有助于学习。 

欲了解更多信息，教育工作者可以阅读“早期教育和教育技

术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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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可以帮助组织开展围绕现实世界的挑战和基于项目的

学习——利用多样化的数字化学习设备和资源来显示理解复杂理念

和内容的能力。作为一个学生，不只是撰写一篇研究报告给老师和班

上的同学阅读，而是把自己的发现发布到互联网上，并接受全国范围

内的研究者和实践社区的其他成员反馈。为试图理解有说服力的论据

建构，另一个学生可起草、制作并在视频流媒体网站上分享一个公告

服务通告，要求观众对每一步的做法提出建设性的反馈。 

 

联合创建：探索博物馆创建了一门探究电学的大型开放式网络

课程（MOOC） 

2015 年夏季，旧金山的探索博物馆与课程时代平台合作发布

了第一门 MOOC 课程，称为“手工制作入门”，以启发利用 STEM

知识的手工制作；介绍了一系列可在课堂上轻松复制的高质量活

动；并推动了对学习的强有力讨论。 

六周的学习课程包括手工制作活动、每人五

至八分钟的短视频制作、积极讨论区、现场环聊、

社交媒体和其他资源。每周的视频突出介绍一个

新的手工制作活动、学习目标和简易化提示；如

何制作和支持他人制作手工装置的逐步指示；了

解课堂实施和学生在有教师指导下学习的课堂

视频与访谈；艺术家简介和学习专家的评论。反

思性提示在讨论区展开了大量的讨论。 

为推动此类在线活动，探索博物馆与多个平

台进行合作，包括课程时代和网络视频流工具。

指导老师使用此类在线平台和共享空间来显示

每周的活动和论坛帖子，并向参与者提供实时反

馈。在视频会议中，指导老师将自己定位为提问

者而非专家，增加了彼此间深厚的情谊和协作探

索感。 

探索博物馆使用社会化媒体聚合器展示参

与者的手工制作作品的照片和视频，并对MOOC

课程作品的手工制作和材料性质进行了强调。 

该课程吸引了来自 150 个国家的 7000 多名学习者，其中约

4400 名为积极参与者，共发布了 66000 多个视频视图和 6700 个

贴子。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探索博物馆（Exploratorium）和

Coursera 网站。 

 

 

 

 

 基于项目的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在有真实

问题的情况下进行，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断发展，并引入了许

多科目的知识。基于项目的学

习，如果得到适当的实施和支

持，可帮助学习者培养 21 世纪

所需技能，包括创造力、协作和

领导力，并帮助他们挑战复杂

的现实世界，这有助于其达到

对批判性思维的期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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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观众建立项目：国家公园管理局运用技术深化参与 

神圣地之旅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合作项目，鼓励学生通过基于

项目的学习创建丰富的历史联系，并专门将其参观历史遗迹的内容

制成视频。在专业视频编辑器支持下，学习者将扮演作家、演员、

导演、制片人、服装设计师、音乐总监、编辑和电影人的角色。这

些视频让学习者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历史，并与其同伴分享他们的

知识。除了了解历史之外，参与项目还将帮助学习者提高其领导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所有视频都将成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官方资料，

并公开授权供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教师使用。 

 

 

3. 技术可充分利用课外学习机会以及博物馆、图书馆等课外学习

场地。全球朗诵（Global Read Aloud）是一个利用技术让全球课堂的参

与者同读一本书进行协同学习的案例。 

课程为期六周，教师将选出一本书并向学生大声朗读，同时将

该课堂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参与者通过网络连接，营造出课堂氛围。

虽然是同一本书，但是每个学习者的解读、想法和联系各有不同。

这个计划能帮助学习者通过分享阅读体验和构建学习认知成为一

个世界性的阅读者。不但能让学习者对文本有深度的理解，更能认

识一些一起学习的全球同龄人。 

 

提高成人学习者的技能：在同伴互助对等大学（P2PU）中，每个

人都是教师和学习者 

P2PU 和芝加哥公共图书馆（CPL）合作试点了一个在线学习

项目——学习圈（Learning Circles），帮助一批成人学习者在当地图

书馆以小组形式学习网络课程。2015 年春季，该合作项目在两个

CPL 分支机构中实施了试点计划，为在线学习小组大量提供免费在

线课程。该试点计划在 2015 年秋季扩大为 10 个 CPL 分支机构。

截至 2017 年 1 月，P2PU 已实现并开发出允许其他公共图书馆部署

的开放源代码、现成解决方案的目标，允许所有图书馆及其社区在

无需专业知识或成本的情况下发挥混合式学习的潜能。 

每周一节时长两小时的课程，由非内容性专家馆员提供帮助促

进同伴互助学习，目标是该学习圈在六周之后可自行维稳。P2PU 设

计了一些软件工具和指南帮助学习者和引导师，以减轻管理负担，

并将更深入的学习原理整合至现有的在线学习内容中。初步结果表

明，学习圈中的学生学习参与率远高于多数在线课程，普通在线课

程中参与者在纯粹的在线学习环境中缺乏非认知技能，并且参与的

受众很分散。通过与图书馆合作，建立额外的学习支持，P2PU 也

可使首次进行在线学习的参与者获取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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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资源，这些学习者之中很多不属于高等学历。P2PU 在个体型学习者

的进步和学习模式的可行性方面都取得了成功。除了所涉及的分支数量、

各用户成本、学习者数量、学习保持率、回顾其他学习圈、从学习者的

角色到转变为引导师的角色，以及从学习圈向其他领域的过渡（正式教

育、新职位）等属性都是促进成功的因素。此外，P2PU 计划将学术思维

（社区、自我效能、成长思维、相关性）作为衡量学习者成功的因素之

一。 

 

帮助家长驾驭技术世界：用于制定合理技术决策的资源 

“有应用程序陪伴的家庭时光：和孩子一起使用应用指南”旨在

为家长寻求与其孩子选择并使用应用程序互动资源的最有效的方

式。22 该指南以不同的方式告诉家长应用程序可支持儿童健康发展

和家庭学习、交流与八大策略的联系。策略包括一起玩游戏、每天

一起阅读、制作媒体项目、进行新的体验、与远方的家人联系、探

索外面的世界、让旅游更有乐趣以及建立一个可预测的例程。同时

还包括找到最佳应用程序满足儿童特殊需求提示以及一起使用应

用程序的原因和方法说明。 

该指南引用了特定的应用程序，它们将家长与资源相连，为其

孩子选择适当的应用程序。该网络社区与各种应用商店连接，并根

据学习主题、年龄、连接和设备功能为家长提供应用程序选择菜单。

还包括确切描述每个应用程序附加的其他元素信息，例如隐私设置、

信息收集、允许的广告以及相关应用程序等。 

芝麻街工作室的琼甘兹库尼中心也建议将“美国家长严选奖项

得主/赢家”作为挑选适合儿童的应用程序的工具。这些应用程序由

家长评选基金会的家长严选奖委员会审查，经过严格的多层次评价

过程。委员会寻求有助于儿童在社会、智力、情感和道德方面发展

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还可同时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将

家长与孩子联系在一起。 

 

4. 技术可以帮助学习者追求个人爱好和兴趣。一个学习西班牙语

的学生阅读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原著，另一个学生收集数据创建

旧金山湾可视化的风型为之后的航海旅行做准备，这些学习技能都来自

于学习者独特的兴趣。此类来自于个人兴趣的能力教会学生在实践中探

索和研究，有助于培养其终身学习的观念。 

利用网络力量：建立学校和社区机构之间的联系 

LRNG 城市（Cities of LRNG）将不同城市的年轻人通过广泛的学习

机会连接在一起，以缩小他们之间的机会差距。经过长达三年地不断发

展，该项目已扩展至包括费城、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在内的十多个城市。

LRNG 城市聚焦于全国各地的学校、创意营和课堂、科学博物馆以及实

习工作场所等位置建立学习机会网络。使用 LRNG 平台的学生与更大的

学习生态系统相连，并获得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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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NG 平台的目标是创建改变年轻人如何认识和获取学习机

会的工具。2016 年 3 月，8 个城市获得了高达 5 万美元的资助，用

于发展自己的 LRNG 生态系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最新

LRNG 城市之一），青年可以访问 LRNG 平台，并可获得能证明自

身能力（例如编码、游戏、设计甚至时尚）的徽章。获得徽章的学

生在申请城市夏季青年实习和就业计划时便可使用此类凭证获取

就业机会。 

蜂窝学习网络（Mozilla 基金会的一个项目）用于组织和支持城

市的点对点专业发展网络，并在世界各地城市中心的青年服务组织

中为连接学习、数字技能和网络素养提供支持。使用实验室研究方

法和催化资金模式，蜂窝学习网络重新构思了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

并通过与同行教育工作者、青年、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合作授予学习

者学习权利。 

与 LRNG 城市类似，蜂窝网络由社区组织构成，包括图书馆、

博物馆、学校、课后辅导中心及个人（如教育工作者、设计师和艺

术家）。蜂窝参与者携手合作，为传统课堂体验范围内外的年轻人

创造学习机会，设计创新实践和工具，利用数字素养技能实现更大

的影响，并推动自己的职业发展。 

蜂窝模式支持三级联动组织网络： 

1. 活动：具有共同学习目标的组织联合以提供有趣、有吸引

力的活动作为探索长期合作的第一步。 

2. 学习社区：对蜂窝核心原理有兴趣的社区组织者定期举行

聚会和活动，探讨如何应用连接的学习工具进行实践。学

习社区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七个城市。 

3. 学习网络：有了运营预算以及员工，蜂窝学习网络便致力

于与社区的公民和文化组织、企业、企业家、教育工作者

和学习者合作，推广创新的开源学习模式。学习网络分布

纽约、芝加哥和匹兹堡。 

欲了解蜂窝学习网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上的蜂窝网络。 

 

5. 公平合理的技术访问渠道能缩小数字鸿沟并让所有学习者获得

转化性学习机会。因物理环境受限的成人学习者可通过在线课程提升技

能获得证书，并可在不受位置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实现目标。 

 

建立平等体验：黑人女孩编程（BGC）的鼓舞与启发 

在黑人女孩年龄较小时让其学习技术，这是让她们有机会摆

脱弱势群体的一个关键因素。BGC 项目由电气工程师金柏莉·布莱

恩特（Kimberly Bryant）于 2001 年创立，旨在“让黑人女孩通过学

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成为 STEM 科目创新者、其社区领导者以及

其未来的建设者来增加黑人女性在数字化领域中的数量。”23 

通过研讨会和实地考察的结合，BGC 项目为黑人女孩提供了

学习电脑编程的机会，并将其与技术领域的行为榜样相连接。BGC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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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举办活动和研讨会，旨在帮助黑人女孩探索社会公平问题并利

用技术为此类问题创建解决方案，广泛培养其它技能，如思维能力、

团队合作和处理能力。2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佛罗里达职业学

院 25 的案例，其中 7 至 17 岁的女孩通过诸如 SCRATCH 之类的程

序学习动画和游戏设计概念，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终身幼稚园团队

所开发的公用免费教育程序设计语言。科技行业志愿者成为在移动

应用设计、机器人和游戏开发方面的领先者。这包括为年轻女孩及

其父母做职业规划。自从 2011 年该计划概念出现以来，有 5000 多

名年轻女孩参加了 BGC 研讨会。 

BGC 项目总部设在旧金山，在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达

拉斯、底特律、孟菲斯、迈阿密、纽约、奥克兰、罗利、约翰内斯

堡、南非和华盛顿特区均设有分部。 

 

为视障者创建访问“你好导航”（HELLO NAVI）移动应用 

当德克萨斯州洛斯弗雷斯诺斯市雷萨卡（Resaca）中学的一名

老师玛吉·博拉多（Maggie Bolado）接受帮助视障学生进行校园导航

独特挑战时，她并没有想到这其实意味着一次创新。Bolado 帮助指

导了一批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开发一款名为 Hello Navi 的应用程

序，在学校进行导航。学生大都是利用课外时间开发该应用程序，

使其开发应用程序的在线教程学习支架编码。当他们学习编程时，

他们也在不断开发解决问题的技能，并且更加具体化。 

当应用程序可供下载时，请求会根据其他特定用户（包括一位

想了解如何让应用程序供其两岁大的孩子使用的家长）的需求来定

制应用程序。这些学生加入了一个开发者讨论区，共同就应用程序

的要求和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难点进行讨论。他们还会解释各种数

据集、跟踪应用程序下载的次数并监控潜在用户总数，从而可以改

进该应用程序的下一次迭代。 

 

 

学习技术的未来 

虽然这些示例有助于了解教育技术的现状，但还需注意正在进行的

早期教育技术研究以及今后如何将其更广泛地应用于学习中。 

作为网络学习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致力

于研究将新兴技术和学习科学发展相结合。以下是由 NSF 资助的项目

示例，作为该项工作的一部分： 

在美国的 K-12 课堂中，学习者在未离开教室的情况下便可参观如

马丘比丘和大堡礁之类距离遥远的地区。教育工作者可以访问诸如“谷

歌探险先锋计划”等课程，并提供额外的资源，以创建虚拟现实旅游体验。

学生可随后使用谷歌纸板（一套由魔鬼毡、磁铁、透镜和用户提供的智

能手机制成的廉价 VR 护目镜）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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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平板电脑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体验。I-CorpsTM L 项目是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内的一个项目，目前正在为高等教育设立一个类似项目。这

种虚拟现实实地体验（VRFE）的应用程序使用带有虚拟现实查看器（如

谷歌纸板）的安卓智能手机。 

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 2016 年 IES 建立的虚拟学习实验室研

发中心，正在研究教育技术系统如何使用大量数据来有效适应对学生的教

学。该中心正在使用以往学生的数据使 Algebra Nation 平台（一个对学生和

教师均免费的在线学习平台）变得独特。这项工作的目标包括促进对基础

代数的掌握；制定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指标；设计专业发展，以帮助教师使

用学习分析技术进行差异性教学；通过使用学习分析技术和教师的专业发

展，围绕虚拟学习系统的个性化设计引导和促进学生的学习。 

增加游戏和模拟的使用，让学生不离开教室就能获得项目协作的体验。

这些学生将积极参与到一个情境中，感受紧张氛围，并需要决定评价什么

方面以及如何分析数据解决相应的挑战性难题。比如地震（RoomQuake），

把整个教室变成一个缩小版的地震模拟现场。当扬声器发出地震的声音时，

学生可以在教室不同位置的模拟地震仪上读取数据，检查新出现的断层线，

并不断拉伸以确定震中。另一个示例是教育中的机器人辅助语言学习

（RALL-E），学习汉语的学生与展示一系列面部表情和手势加上语言对话

软件的机器人交谈。这类机器人可让学生扮演社会角色来练习一门新语言，

而没有对说该新语言的担忧。RALL-E 还激励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语言技

能的良好运用，并通过实践建立学生的信心。 

运用技术实现现实和虚拟内容交互的新连接，缩小具体和抽象层面的

差距。比如在与分子接触（In Touch With Molecules）项目中，学生可以操

作球棍模型来构建血红蛋白分子，相机能感测模型并用相关的科学现象（例

如分子周围的能量场）使其可视。学生在实体模型的物理接触和更抽象的

概念模型之间建立连接并加深理解。为了达到相似目标，小学生通过在有

表征工具和手绘图的平板电脑表面用笔勾画数学情境的画面，如同在纸上

一样。但与纸张不同，他们可轻松复制、移动、分组和转换其图片和表征形

式，以帮助其表达他们所学的数学知识。这些可以与老师分享，而且，通过

人工智能，电脑可以让老师看到草图，并支持其使用学生表达方式作为强

有力的教学资源。 

交互式三维成像软件创造潜在的转型学习体验，如 zSpace。学生利用

3D 眼镜与红外笔可使不同的图像（大到地球，小到人类心脏）立体直观地

呈现在眼前。zSpace 也支持学生反复试错构建一个发动机或电池，并从过

程中获得学习体验。教师也可以根据课程的需要制定合适的课程计划。这

种技术让学校能开发原本无法承担的学习场景，使学生可获得更丰富、更

吸引人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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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AR）作为一种新的方式来调查背景和历史。在网络学习中：转

型教育实验（Transforming Education EXP）项目中，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如何

以及为何使用 AR 技术来支持关键探索策略和过程的学习。在历史教育背

景下，正在对该问题进行探讨，总结、情境化、推理、监测和证实（SCIM-

C）框架因历史教育的探索而发展。正在建立一个结合软件和硬件的平台来

支持 SCIM-C 教学法。学生使用有 AR 技术的移动设备来增强其在当地历

史遗迹中的“实地”体验。除了具有亲临其境的体验之外，AR 技术还允许学

生从多个社会视角观察和体验遗址，并能跨越多个时期查看其结构和用途。

研究侧重于 AR 技术在调查的实地场景中的潜能，其中跨越不同时期的变

化分析非常重要，这会促进对长期累积的细微变化可能会慢慢引起巨大变

化的理解。 

通过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学习不仅局限于屏幕或教室，技术

还能丰富学生了解世界的方式。 

想要了解网络学习的其他示例，请访问网络学习中的创新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in CyberLearning)。27 

技术使学习更加公平 

 

缩小数字应用鸿沟 

过去，教育中的数字鸿沟是指学校和社区无法获取或负担设备和互联

网接入。28现在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在提供互联网接入和设备获取

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联邦政府 E-rate 计划的现代化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用

于在全国各地的学校接入高速互联网。 

 

但是，我们必须察觉到一个新的数字鸿沟——使用技术创造、设计、构

建、探索和协作的学生与仅仅使用技术来被动消费媒介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29,30,31,32 若依靠自己接入互联网和设备，不能保证获得有吸引力的学习体验

或优质教育。33若不能对技术用于学习的方式进行周密的介入和关注，数字

应用鸿沟甚至可能会随着技术的使用而增大。34,35,36,37  

 
 

 

 

 

 

 

 

 

 

 

 

 

 

 

 

 

 

 

 

 

E-RATE: 互联网

接入的资金来源 
学校和图书馆普遍服务支

持计划（通常称为 E-rate）是美

国学校和图书馆获得互联网接

入的联邦资金来源。E-rate 由美

国国会于 1996 年创建，为有待

帮助的学校和图书馆提供互联

网接入折扣优惠。该计划在

2014 年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学

校可优先获取高速互联网接入

的资金。欲获取更多有关 E-rate

的信息，请访问美国联邦通信

委员会（FCC）的网站。 



 

教育技术办公室 21  
 

数字应用鸿沟 
虽然至关重要，但仅靠缩小数字鸿沟不会改变学习。我们还必须确保所有学生了解如何使用技术并

将其作为作为一种工具进行创造性、富有成效的终身学习，而不是简单地被动运用知识，从而缩小数字应

用鸿沟。 

 

 

 

 

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技术支持 

 

所有学习者，包括有特殊需求的学习者，均应获得有技术支持的学习

体验。默认情况下，学习软件和硬件应建立对学习资源的支持。在开发程

序初始阶段，便包括获取资源的方法，这也被称为通用设计，是在建筑领

域中建立的一个概念。现代公共建筑包括坡道、自动门或盲文标志等，以

便每个人均可进出。同样，教学硬件和软件应该将诸如文本转语音、语音

转文本、放大字体大小、色彩对比、词典和词汇表等功能内置其中，让所有

人都能够学习。 

 

推动全方位教学设计（UDL）运用的三个主要原则如下：38,39,40,41 

1. 提供多种表征方式，使学生能够以多种方式获取信息。例如数字图

书、专业软件和网站以及屏幕阅读器，其具有文本转语音、可变色彩对

比度、可变字体大小、不同阅读水平的选择或学习者第一语言编写的

材料等功能。 

2. 提供多种表达方式，使所有学生能够展示和表达自己所熟悉的知

识。；例如适当时提供他们如何表达自己学习情况的选择，其中可包括

诸如写作、在线概念构图、语音转文本或翻译程序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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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多种参与方式，以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示例包括

为某一特定能力或技能提供几个不同的学习活动或内容选项；提供

增加协作或支架式学习的机会；或提供诸如数字化叙事之类的工具，

以确保学习者可获取适当层次的内容材料。 

数字化学习工具可以提供比传统格式更高的灵活性和学习支持。利

用移动设备、笔记本电脑和网络化系统，教育工作者能够根据每个学生

的需求更好地实施个性化教学并定制学习体验。他们还可通过社会化媒

体工具扩大与导师、同行和同事的沟通。数字化工具还可以修改内容，

例如提高或降低文本的复杂程度或改变演示速度。 

在参与度更高的情况下，可以设计诸如游戏、网站和数字图书等数

字化工具，以满足从新手到专家的一系列学习者的需求。对此基本没有

了解的学习者可能首先会以新手的身份获取学习体验，然后在获得更多

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升入中级水平。示例可见麦吉尔大学有关 The Brain 

from Top to Bottom 的脑科学网站。该网站包括入门、中级和高级学习者

学习内容的选项，并据此调整学习活动。 

为了帮助选择适当的通用设计产品和工具，国家通用学习设计中心

已经开发了一个将各指南与数字化支持相关信息连接的资源，它能帮助

教师将 UDL 付诸实践。 

 

连接所有学习者：用于 UDL 的工具 

在美国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发，此处所列的工具旨在帮助教育工

作者将 UDL 原理运用于课堂实践中，并使学习者更容易参与学习

活动： 

• 信息研究公司开发了 eTouchSciences，

一个结合软件和硬件辅助技术的平台，

用于支持有（或无）视力障碍的中学

生进行 STEM 学习。该产品包括提供

实时触觉、视觉和声音反馈的触觉感

测控制器装置。见视频。 

• Filament Games 开发了增强互动生命

科学的学习游戏组件，向中学生介绍

其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科学概念和实

践。这些符合 UDL 教学理念的游戏为

学生提供了多种表征、表达和参与方

式，并为游戏中的文字提供了诸如游

戏内置词汇表和可选画外音等辅助功

能。见视频。 

• 残疾人研究与培训研究所开发了 myASL Quizmaker，为聋人

或使用 ASL 的听力障碍学生提供在线评价。该产品为学生

提供自动 ASL 图形和视频转换；让教师能够创建自动评分

的自定义测试、考试和测验；并提供有成绩的教师报告和经

更正的测验。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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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etech 在美国教育部特殊教育计划办公室的支持下，

建立了 DIAGRAM 中心。DIAGRAM 中心是一个研发中心，

其目标是大幅度地改变无障碍教育材料的数字内容制作和获

取方式，使残疾学生能够有效学习通识教育课程，特别是

STEM 材料。这项工作包括描述性的图像和视频技术、技术标

准的制定以及围绕无障碍资源和技术发展社区的努力。 

 

设计实践：印第安纳学区为全体学生的教学采用 UDL 

巴塞洛缪综合学校是印第安纳哥伦布的一所公立学校，为约

12000名学生提供服务。2016年，有 12％的学生属于特殊教育学生， 

43％获得免费或减价午餐，他们说的语言超过 54 种。 UDL 作为决

策工具有助于部署诸如计算机和其他网络设备之类的技术。UDL 指

南帮助教育工作者确定能使全体学生实现课程目标的策略、可获取

技术和教学方法。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社会研究课程的教师在总统辩论期间举

行了在线讨论。这位老师意识到有些学生当时未参与课堂讨论，他

便利用技术提供了多种表征、表达和参与的方式。有些不愿在面对

面的场合说话的学生觉得在网上讨论很安全，便变成了课堂讨论的

参与者。 

由于他们采用了通用设计方式，通识教育学生的毕业率上升了

8%，特殊教育学生的毕业率上升了 22%。此外，参加并通过大学先

修课程测试的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 

 

物理空间和技术支持下的学习 

技术支持下的混合式学习和其他学习模式要求教育工作者重新思

考关于组织物理空间，以便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最佳的协同学习。注意

事项包括以下几点： 

• 物理空间的设计和布局是否具有足够的动态和灵活性，以便于选

择技术支持的学习模式和实践？一个教育工作者提供全班教学

的空间是否可以转移，以促进个人在线实践和研究？ 

• 物理空间是否有助于促进个人和协同工作能力？在诸如项目学

习这样的实践要求学生使用多个设备进行研究和建立演示时，如

果个体型学习者在进行个性化学习时需要时间和空间来连接网

络信息和专家，该空间是否有效？ 

• 能否设计物理空间和工具来提供多种环境和学习体验，例如在户

外课堂中接入 Wi-Fi？图书馆空间能否成为实验室？用作班级历

史讲堂的空间能否成为下一期工程的创客空间？ 

有关调整物理空间的更多信息和工具，请访问有效学习环境中心和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研究所的混合式学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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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的创新：丹佛科学与技术学校（DSST）利用空间来提升学生成

绩 

DSST 是一所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泰普尔顿的创新性中学，这是丹佛

市中心附近一个重建的社区。在 DSST 明亮的颜色和独特的空间几何

背后，是教授学科的方式与在建立在高中上的社区之间的关系。学校

的设计灵活，旨在通过其物理空间的设计来提升学生成绩。 

该学校设有一系列集会空间，可全天用于各种学术和社会目的。

在学校入口附近的最大集会地点是全体师生每天参加晨间集会的场所。

可发布师生公告、排演短剧以及行使其他群集功能。 

在三个学术集群中，每一个还包括聚集、学习和社交的非正式空

间。这些学术集群由一条长廊或大型开放式走廊（内有天窗）相连，也

是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聚会场所。 

DSST 已证明了其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出勤记录结果。2005 年，该

校九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是丹佛所有学校九年级成绩最高的，阅读和

写作成绩均为第二名。DSST 也是丹佛在科罗拉多州学生评价项目测试

成绩中唯一一所连续获得显著增长评级的中学。该校的学生出勤率通

常在 96％左右。 

 

调整、设计和试点：重构厄内斯独立学区（ISD）的学习空间 

2015 年，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厄内斯独立学区的西湖中学开始了一

个重构其学习空间的项目。在购置设备之前，其第一步是开始发布其

学区使命宣言和学生学习目标。由教师、图书管理员、管理人员和学生

组成的委员会制定了他们希望看到的设计变更重点清单。“作为一所学

校，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更换课堂设备，而是要促进我们在教室的教

学与学习，”ISD 学区兼中学图书管理员卡罗琳·富特说道，“我们希望

此类变动与 1：1 iPad 计划的重启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使课堂环

境更具移动性来扩大移动技术的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

重点放在学习目标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图书馆重新设计了计算机实

验室，以创建一个更加灵活的学习空间，因此，图书管理员卡罗琳·富

特便能轻松从此类项目中获得专业知识，还可引领课堂改造试点。 

2015 年秋季，教师成为课堂改造试点的一部分，并参加所需的专

业发展培训。学生和老师被邀请分享其意见，最终形成了四种原型课

堂类型。设计包括移动教师讲台、移动学生椅、个人用白板、软座椅等。

在试点之前和之后对学生和教职工进行调查，确定试点是否积极影响

学生的体验，图书管理员卡罗琳·富特和学校教学人员瓦莱里·泰勒组织

和安排了整个过程的实施。 

调查后发现：教师和学生都认为试点后的课堂更加灵活，他们更

愿意尝试新的课程，而新的课堂设计也增加了协作性。关于课堂环境

和舒适性的积极反馈也有助于实现该学区的社会情感学习目标。 

根据教师和学生的反馈，该学区正在扩大试点范围，包括在所有

校园设置模拟课堂，同时扩大中学的试点范围。“我们希望这些课堂能

够更好的体现移动技术带给我们整个学区的变化。”为扩大影响，卡罗

琳·富特将与中小学委员会合作，为他们的试点制定并完善设计，向着

2017 年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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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开发和利用体现技术灵活性和

效力的学习资源，创建公平可及的学习生态系统，让所有学生随

时随地均可学习。 

无论是在创建内部学习资源、利用协作网络还是使用传统采

购程序，各机构应坚持利用资源并运用通用设计实践的学习体验，

以确保学习机会的可获取性和日益增加的公平性。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开发和利用采用技术体现学习

科学的设计原理的学习资源。 

教育系统可以获取尖端学习科学研究。但是，为了更好地利

用现有的研究文献，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还需共同努力，确定

最有用的传播方法，便于将研究成果结合至教师的教学实践中。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制定一个涉及所有学习技术资

源的清单并使其与预期的教育成果保持一致。利用该清单，他们

应记录所有学习者可能成为专业人士的途径，例如正式和非正式

学习的结合、混合学习以及远程学习。 

未对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空间中可用的工具和资源进

行周详清算，那么让学习者具备专业知识的优质途径只是偶然。

这将需要在从未考虑过计划此类教育途径的组织内增加容量。为

此，诸如 LRNG、蜂窝学习网络和教育创新集群之类的网络可以

作为利益交叉的相关方合作的模式，以便更好地将现有资源运用

于学习者的学习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 

 教育利益相关方应制定学习资源设计的无障碍标准，帮助教

育工作者为学习体验的可获取性和公平性选择和评价学习资源。 

无障碍资源是指原生数字化资源的作用，用于表达原生数字

化资料也能且应该是无障碍可获取的。如果制作人采用目前的行

业标准制作教材，该资料便立即可用。利用 UD 和 UDL 的原理

和研究基础，该标准将作为可获取设计中普遍接受的框架和语言，

并为供应商和第三方技术开发人员与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

的互动提供指导。 

 在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关于人们是如何学习的科学研究）

需要加强，以帮助在学校环境中更好地应用技术。 

这一方面的研究人员讨论了以下研究问题：如何更好地向学

生提供信息？什么学习策略可更好地增强记忆力？应该教授什

么内容以及如何教？关于人们如何学习的基础知识可用于设计

更加有效的教育技术产品，使其符合大脑运作的方式。例如，赫

什--帕萨科（Hirsh-Pasek）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四个因素（主动

式、投入式、理解性和社会互动式学习）来识别潜在有效的教育

应用的学习科学框架。可以制定类似的框架来指导其他类型的有

效教育技术产品的开发与识别。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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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 

利用技术教学 

 

目标：教育工作者利用技术支持将其与人员、数据、内容、资源、

专业知识和学习体验连接，并借此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有效的教学。 

技术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协作机会，并将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

教育工作者可以创建由学生、学校教育工作者、博物馆、图书馆及课

外活动、世界各学科专家、社群组织成员和家庭组成的学习社区。这

种技术支持的增强协作提供了教学材料以及创建、管理和评价教学质

量和有效性的资源和工具。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学校需要支持教师获取所需的技术，并帮助

其学习如何有效使用该技术。虽然研究表明，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大于其他任何学校层面的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个教育工

作者都能承担起把以技术为基础的教学经验带入学校的全部责任。
1,2,3,4,5 他们也需要获得持续及时的培训，包括专业发展、指导以及非

正式协作方面的培训。事实上，2/3 以上的教师都表示他们更喜欢在

其课堂中使用技术，6 约一半的教师认为缺乏培训是将技术融入其教

学中的最大阻碍之一。7 

为教师提供岗前及在职培训的体系应该更加明确地注重于确保

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挑选、评价以及使用恰当的技术和资源去创

造教学体验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参与性，还必须确保教师懂得

与这些技术相关的隐私和安全顾虑。这样的培训体系如果没有以技术

为基础的合并学习是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 

对于很多教师培训机构、各州教育局以及学区来说，向技术辅助

式备课和专业发展的过渡需要反思在此类教学活动中教育工作者的

教学方法和技巧、工具以及培训人员的技巧和专业技术。这种反思必

须基于对以技术为支撑的教学环境中教育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和具

体实践有深层次的理解。 

技术支持下学习中教育工作者的角色与实践 

通过建立对更深层次学习内容进行探索的学习体验，技术可以使

教育工作者与其学生成为共同学习者。这种更深层次的学习很好地体

现了约翰·杜威所创建的“更成熟的学习者”这一概念。8 与此同时，学

生和教师可以成为协作学习的专业人员、学习体验的设计者以及变革

的领导者、指引者与推动者。9,10 以下是一些对教育工作者角色的描

述以及技术如何发挥作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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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围墙内外的教育工作者通力合作。通过技术，教育工作者不

再局限于只与本校人员合作。他们可以与本社区甚至来自于全世界的

教育工作者和专家进行合作，扩大视野，为学生学习创造机会。他们

可以与社区团体合作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内容，让学生探索当地

的需求和首要问题。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课堂学习更加融会贯通，也更

加真实。 

此外，通过使用视频会议、在线聊天、社交媒体网站，从大城市

到农村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可以和来自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合作形成专

业的在线学习社区。 

 

为教育工作者建立社区：国际教育和资源网络（iEARN）促进全

球合作教学与学习 

通过技术，教育工作者可以创建全球性的实践社区，学生能

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同学共同学习。技术使得合作教学不受地理

位置的限制，例如地球与环境科学教师凯茜·博斯尔克（Kathy 

Bosiak）组织的体现全球自然的太阳能烹饪项目。 

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州林肯顿的林肯顿中学的 Bosiak 老师也

是 iEARN（由 30000 多所学校及 140 多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组成

的非盈利组织）的教育工作者。iEARN 提供技术辅助式资源和面

对面的知识培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共同就教育

项目进行合作。12 

截至 2017 年 1 月，iEARN 已通过国际虚拟网络向深化全球

公民参与度的 200 多万学生和 5 万名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学习机

会。通过参与此类全球实践社区，教育工作者正在与世界学习，

而不只是在学习世界。 

 

教育者通过技术设计参与度高的相关学习体验。教育工作者有

无数机会去选择并运用技术将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相结合，以实现学习

目标。例如，教师开始教授新单元时，可以选择让学生玩游戏（如：

概念性数学（Conceptua Math）、数学因子切切切（Factor Samurai）、

拯救小怪兽（Wuzzit Trouble）或者怪物寿司（Sushi Monster））来引

入概念。然后，教师再使用教具来指导学生检测学习的概念，使学生

开始对相同内容有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13 

 

 

 

 

 

 

 

 

 实境学习 

实境学习即将学习者置于

现实世界面对挑战并获取学习

体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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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设计一个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以及批判性思维技巧且参

与度高的相关课程，教育工作者可能会要求学生利用技术解决社区

问题。学生可以创建在线社区论坛，进行公共演讲或者呼吁采取解

决方案相关行动。他们可以使用网络社交平台收集信息和建议。学

生可以通过使用动画软件或者多媒体形式（包括视频文件或博客）

来制定并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与相关专家进

行在线讨论和分享，并储存于在线学习文件夹中。 

对于没有科学实验室和设备的学校，可以通过虚拟仿真为学习

者提供因现实条件受限而无法获取的学习体验。此外，在学生展开

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之前，虚拟仿真为学生提供了进行有效实践的安

全环境。正如技术可以为缺乏设备的学校提高科学课程学习效果，

它也可以让研究该领域的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学习。学生可以通过移

动设备收集数据，与世界各地的协作学习者及研究人员分享并同步

其调查发现，为学习创造巨大而真实的数据库。 

教育者能够主导对教育技术的评价和实施。廉价的学习技术使

教育工作者更容易在推行全校性的使用之前开拓新技术，尝试新方

法。教育工作者可以主导对新工具的隐私和安全风险的评价，使其

更符合联邦隐私法规（有关此类规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5 节：基

础设施）。对教育技术需求有广泛了解的教学领导者和学生及同事

可以将所选择的技术对小部分学生进行试点教学，以快速严格地评

价方法的实施，确定该技术是否能达到预估的结果。这样学校在全

校及整个学区范围内采购设备和使用技术之前，可以获取所需要的

经验及信心。 

此类教学领导者以及有技术支持学习体验的教师可以与学校管

理层协商，确定如何将其成果分享给其他教师。他们也可以通过答

疑或制定使用技术支持教学的范例来为同行提供帮助。 

 

通过快速循环评价评价教学技术  

《让每一个学生成功》（ESSA）中对证据作用的强调提供了

可以利用和获取证据的唯一机会，以便更好地进行教育投资。14

教育技术是一个需要大量获取证据的领域，因为此类技术工具经

常通过收集所需的数据了解事情的工作原理。更好地了解不同技

术工具的有效性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更好地投资。然而，

很多学校和学区领导者在技术工具和其他教育投资中产生有效

证据方面遇到了阻碍。他们需要评价工具和流程来为其所服务的

学生类型实施低成本的快速循环评价。 

美国教育部已与数学软件政策研究室签订了协议，帮助学校、

地区、开发人员和研究人员使用教育科技快速循环评价指导来进

行快速循环的快捷评价。该工具是一个免费的供公众使用的网络

平台，可提供迅速对教育技术进行评价的分步指导和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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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 低成本短期评价计划为发布研究结果（该结果可被各州、
各地区的教育机构使用）的项目提供资金，以便及时作出有关推
广或修订已采取教育干预措施的决定。评价使用随机对照试验或
断点回归设计确定干预措施对学生教育成果的影响，并使用管理
性数据或其他次级数据资料提供此类学生的学习测量结果。 

快速循环评价将有助于及时提供相关结果，以便学校及学区
领导作出继续购买与实施决策之前，获取有效性证据。此类评价
还可通过帮助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快速了解技术如何影响学
生成果来不断改进教育技术干预措施。 

 

领导力培训：培养教师成为领导者  

教师领导力培训是一个由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ASCD

（课程开发监督协会）以及美国教育部共同参与的联合项目，旨
在让老师在教室内能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发挥其教师领导力，
改善学生学习效果。在各方支持下，该项目为全国及全世界的老
师和同行提供了平台，分享他们的教学创意并进行推广。 

由于教师领导力培训这一想法由参与者自己提出，他们将自
费参加该培训计划。参与者根据自己学校、学区或社区的具体情
况确定现有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理论方案。自 2014 年 3 月成
立以来，已有来自 38 个州 3000 多个教育工作者通过线下和线上
平台参与了 850 多个教师领导力培训计划。还组织了教师领导力
培训峰会，将教师和各支持组织聚集在一起加强其教师领导力的
观念，共享资源并培养所需技能使其将该项目付诸实现。 

来自密歇根州爱文代尔（Avondale）小学的玛西娅·哈德逊
（Marcia Hudson）和瑟瑞娜·斯托克（Serena Stock）两位教师领
导者发现其学校需要以教师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因此制定了收集
和分析学生学习结果数据的模板，在本校掀起了一场教师专业发
展的新浪潮。教师们目前正在与教师领导者进行交流，以进一步
发展和资助专业发展和数据收集。 

康涅狄格州温莎中学的老师克里斯·托德（Chris Todd），同
时也是康涅狄格州教育部的常驻教师领导者。他的团队正在开发
康涅狄格州教育工作者网站，一个可以就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的教
师领导者数据库。该网络还将通过培训和政策简报为教师提供锻
炼其领导力技能的机会。 

 

教育工作者为学习者提供指导、帮助和激励。教育工作者可以通
过高速互联网获取大量的信息，无需具备所有科目的专业知识。通过
了解如何帮助学生获取在线信息、参与实境模拟并使用技术记录其所
学知识，教育工作者能够帮助其学生发现问题并对其学习进行深入的
思考。利用数字化工具，他们能帮助学生创造空间，利用其触手可得
的所需信息进行实验、重做并愿意承担知识风险。教师在展开其对教
学的新理解时（即从传统教学关注教什么转移到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并
让其展示所学知识这一更广泛的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此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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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跨学科体系，推荐最好的收集资料工
具，使其能够通过活动展示所学知识，例如参加网上论坛、组织在线研
讨会，或在相关网站上发布学习成果。教师可以建议学生创建一个在线
学习文件夹，展示其学习进度。学生可在此学习文件夹的目录资源中评
论并分享他们关于某一特定问题更深入更复杂的思考。此类在线学习文
件夹将会成为今后学生升学过程中能展示其学习和能力的有力证据。这
些成绩记录对于学生申请进入职业技术教育机构、社区大学或 4 年制的
学院或大学甚至对于就业都有莫大的好处。 

教育工作者可以与学生和同步学习。通过以技术为基础的学习工具，
教育工作者有望与学生同步学习，共同进步。虽然教育工作者无需精通
各种知识，但他们应该懂得如何权衡刺激学生求知欲的技术使用、解决
问题时思维模式的改变，以及如何成为知识的共同创造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教师应该成为启迪学生学习的伙伴。 

 

课堂上的共同学习：教师用户群为成人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同
伴学习  

正如资助的项目，建立教师用户群探索将公开授权的教育资
源引入成人教育。这种专业发展模式就是对虚拟同伴学习能改变
教师实践并提供指引和成长机会的认同。 

意识到在线同伴学习的力量，美国教育部职业、技术和成人
教育办公室资助了已建立教师用户群项目，探索将公开授权的教
育资源引入成人教育中。这种专业发展模式就是对在线同伴学习
能改变教师实践并提供指引和成长机会的认同。一小群网络远端
的教师与组织人协作，以确认、使用并标注数学、科学和英语语
言艺术学科中的公开许可资源。 

根据 OER Commons 网站（开放教育资源（OER）的资源库）
的评价标准进行标注，可以免费使用或重复使用，并符合大学和
就业准备用的数学和语言艺术学科以及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该
资源库还包括向成人学习者教授知识内容的运用提示。标注发布
在 OER Commons 网站上，标记为“成人基础教育”或“适用于非英
语母语学习者的成人英语”，有助于其他教师发现此类高质量的
合格教学材料。 

 

在线学习：学区首席技术官兼课堂教师珍妮·马吉拉（JENNIE 

MAGIERA） 

当来自伊利诺伊州库克县的 Jennie Magiera 在准备给四年级
学生上一堂关于海拔和其他环境因素如何影响水的沸点课程时，
发现很多学生都没有见过山脉。于是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联系到一
位对她课堂感兴趣并在山区工作的同行。 

很快，Magiera 便和在丹佛的这位老师共同合作，给学生上
了这堂课。通过平板电脑和网络视频会议，Magiera 让她的学生
看到了丹佛学生教室外的山脉。在对海拔经过一番讨论后，两边
学生共同参与比赛，看哪边的水更快烧开。通过这样的方式，
Magiera 的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了生态系统和环境。 

 

 

https://www.oer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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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能促进教育不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技术为教育欠发达地

区的孩子获取优质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当网络覆盖不均衡时，数

字教育的鸿沟就将扩大，逐渐降低技术运用于教育的优势。 

所有学生都应具有公平接触以下资源的机会：（1）网络、优质

的教学内容和所需设备；以及（2）擅长在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下教

学的老师。这样学生就有可能拥有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并可选择工具

和活动以及获得针对其个人能力、需求及兴趣的恰当评价。 

 

连接教育工作者：示例 

技术对于知道如何为学生创造有趣有效的学习体验的教师来说

是能改变教学的。2014 年一群教育工作者联合发表了《连接学习课

堂教学》一书。这不是教你怎么做的教学指南，也不是一堆教学工具

的罗列。它来自于“国家写作计划”中一群致力于研究基于技术的教学

实施和改进的教育工作者的多个教学案例。其目的在于反思、重述并

评价如何使教育更加符合当代青少年的需求。 

 

在线观众制作学生电影（凯蒂·麦凯（KATIE MCKAY））：灯

光、相机和社会活动 

在 Katie Mckay 老师的多民族四年级过渡双语班中，她鼓励

学生共同参与有助于他们构建读写技巧的学习，并提供给他们追

求相似文化的相关问题的机会。 

Mckay 发现她的学生在搜索相关词汇来讨论诸如种族、性别、

权利和平等等复杂话题。基于学生的考试需要，也为了培养学生

的阅读及写作兴趣，她开始根据项目的单元学习，研究美国历史

上歧视现象。 

学生分为不同的组别，通过漫画形式展示内容，并最终制成

两个视频。一个是反应学生们随处可见的“微侵略”，另一个则是

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歧视现象。关于微侵略的电影描绘了当前的情

景，其中包括扮演勇敢捍卫他人权利的变革者角色。 

据 Mckay 观察，许多曾经被边缘化的学生也被吸引并参与

到有意义的课堂活动中。在反思中，她写道: 

“我们努力推动社区的多样性包容和谅解，反对压迫性的教

育环境。传统考试中，学生的感受是孤立和分裂的。现在我们通

过协作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在崇尚安

静、过时的技能培养及高风险的考试氛围中，我们通过培养 21 世

纪所需的团结协作能力来影响并改变我们的社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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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学习（詹妮尔·本斯（JANELLE BENCE））： 

如何教学生学习我不知道的知识? 

德克萨斯州 Janelle Bence 老师正寻求新的方式来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她的英语语言学习者大多数来自于低收入家庭。通过观

察学生对游戏挑战的持久性兴趣，她思考是否游戏也可以使学生积

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参加了国家写作计划年度会议的游戏激发

学习项目后，Bence 深受启发，并将游戏融入到课堂。和大多数寻

求在学生的共同兴趣及学科之间搭建桥梁的老师一样，她对游戏并

不了解。她必须思考如何教授学生自己不擅长的内容。 

Bence 从一本关于用视频游戏教识字的书开始学习。阅读的同

时，把她的想法和问题分享到博客中，和其他教育工作者、游戏设

计者和系统研究者共同探讨。通过此类写作，她认为通过创建游戏，

学生能精通游戏内容，并能讲述游戏故事。 

她把游戏当做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更加感兴趣的方式，学生也更

容易学到知识。Bence 还发现把专业学习和同伴网络互助相结合，

被动学习者会主动尝试完成她站在学生立场设计的学习计划。 

Bence 分享了以下观点：“找到一种将学生学习和其爱好连为一

体的方式——利用调查问卷，让其进行选择兴趣爱好，并将这些兴

趣爱好与学习内容融合在一起——教育工作者正在模拟在学习者中

鼓励相同行为的风险。”19 

 

建立学生机构（杰森·赛勒斯（JASON SELLERS））：文字视频游

戏 

Jason Sellers 老师意识到视频游戏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作为资深
游戏迷，他决定用游戏的方式培养他 10 年级学生描述性意像的写
作能力。具体来说，Sellers 向学生介绍文字视频游戏。图像游戏中
玩家可以通过控制按钮观察图形和操作方式的不同，文字游戏要求
玩家阅读描述性文字，并通过键入命令（如：向北走或用钥匙开门）
操控游戏，Sellers 认为他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开发的游戏达到练习
描述性意像技能的目的。 

利用在 Playfic（一个交互式小说在线社区）中发现的教程和其
他资源，Sellers 创建了一些能让学生玩游戏且最终创作交互式小说
游戏的课程。在游戏创作之前，Sellers 在课堂上分析了几篇运用描
述性意像技能的散文，例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一张博览会门票》，它由作者对旧金山最爱地点的几
个简短描述性片段组成。 

然后，学生们将其新加入的描述性叙述技能转移到一种有趣的
文字游戏开发中。由于 Sellers 的学生想要开发其同龄玩家想玩的游
戏，所以其关注点是让游戏变得更具吸引力，包括 Sellers 所说的，
“使用熟悉的设置（本地或大众娱乐）、熟悉的角色（同学或大众娱
乐）和棘手的难题。”20 

Sellers 认为该项目可让学生与其同学和 Playfic 在线社区的同
伴合作解决问题，并激励他们超越基本要求，创造出能参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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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岗前培训的反思 

教师岗前培训计划应该是建立在对技术支持教学的深度认识之

上。对技术的有效运用不是老师一进教室就可获得的可选项或技能。

教师一开始便须懂得如何运用技术去达到各州学习标准。大多数州采

用的是大学及就业预备的标准，以确保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能获得通往

成功的知识和技能。 

新的大学及就业预备标准涉及多项技术展望。联邦、各州及地区

领导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学校设备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如果没有一支

做好充分准备的教学队伍，这些对转变学习方式的投资就无法获得最

大收益。 

根据在该领域的建议，教师岗前培训的革新者与教育技术办公室

（OET）合作，制定了四项关于教师岗前培训计划中使用技术的指导

原则，这可在教师岗前培训政策简报的推动教育技术中查看。上述原

则如下： 

 

推动教师岗前培训中的教育技术：四项指导原则 

1. 积极利用技术，通过创建、制作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学

习和教学。 

2. 建立可持续的全方位专业学习和教学体系。 

3. 确保对职前教师在教育技术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培训，

而不是与其课程方法分开的一次性课程培训。 

4. 努力使研究标准、框架和该领域认可的证明材料保持一

致。 

全国各地的教师岗前培训计划均已致力于实现四项指导原

则，更好地对学生在其未来课堂中有效使用技术所需的技能进

行培训。教师岗前培训政策简报中的推进教育技术进一步详细

介绍了教师岗前培训计划的建议。阅读简报网址：
https://tech.ed.gov/teacherprep/.  

 

该简报进一步详细介绍了教师岗前培训计划的建议，以便学生能

更好地使用技术作为改变 P-12 课堂的教学和学习工具，并对此类建

议予以实例说明。 

学校应该有可靠的教师岗前培训计划以确保新教师能够以有效

的方式让技术融入教学。任何退出岗前培训计划的新教师均不得要求

应聘其学校或学区给予补偿。相反，每一位新教师都应该学会如何挑

选和使用最合适的应用程序以及教学工具支持教学，并根据基本隐私

和安全标准来评价此类工具。不能仅仅因为职前教师在个人社交生活

中能熟练使用技术，就认为他们 

  

https://tech.ed.gov/teacher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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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无需特别培训和实践便能理解如何将技术有效运用于教学

中。这种专业技能并不是单单通过完成一项与其他学科课程毫无关联

的教育技术培训就能获得，它需要将教学技术的经验融合到参加教师

岗前培训计划的全体成员模拟教学的所有课程中。 

 

使教育与技术标准保持一致：密歇根大学 

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的职前教师正在进行技术教学培训，该

技术教学将为学生所熟知。每个课程都涵盖五个 ISTE 教师标准
21，符合 21 世纪所需的合作技能。每个标准都有相关的专为准教

师设计的课程，帮助其通过练习和反馈展示其对材料的理解。例

如，要求准教师根据《新一代科学教育大纲》为四年级学生设计

和教授一堂 20 分钟的网络研讨会，并设计和教授一堂使用技术

的课程，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作为对学习者教学安排的一部分。 

 

做好在技术支持的环境下教学的准备：圣里奥大学 

2006 年对圣里奥大学教师岗前培训计划的调查显示：除在课

堂上使用技术这一方面的培训外，教师对其岗前培训都很满意。

因此，教育部建立了将技术创新作为计划重点的长远目标。圣里

奥大学教职工以技术教学和内容知识模型为基础，重新对其课程

进行了设计，职前教师主要学习将内容、教学和技术知识融入其

PK-12 教学中。23 

通过不同的技术培养教师的专业技能，在每门课程中建立技

术运用模型支持教学和学习。学校建立了一个准教师可以练习使

用设备、应用程序和其他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教育技术实验室。学

生经常使用技术来反思其学习方式，以提高效能和效率以及在学

习过程中的价值。 

最值得注意的是，圣利奥大学须确保所有职前教师在其教学

安排中都能获取基础技术。每个职前老师都可以使用带有平板电

脑、便携式投影仪、扬声器和便携式交互白板的数字背包。还可

以为职前教师提供学生反应系统，以便在现场教学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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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辅助技术的知识与实践：伊利诺斯州州立大学 

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是全美最大的特殊教育

培训计划之一。意识到辅助技术在满足各学习者的需求方面的价值，

该大学的特殊教育教师培训计划强调选择和使用恰当的辅助技术。 

通过在各个学校以及大学的特殊教育辅助技术中心进行反复

的短期教学实践，将课堂学习融入生活中。该中心为参加伊利诺斯

州特殊教育计划的职前教师提供了实践体验，也为教师、学校管理

人员、家庭成员和企业提供了学习辅助技术的机会。此外，教职工

与各种公共、私立和寄宿学校的教师合作，提高学生的实践体验，

为学生提供与各种残疾学生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包括农村、城市和

郊区）协作的机会。 

 

建立教师的数字素养：罗德岛大学（URI） 

确保美国的青少年学到恰当的数字素养技能之关键在于让教

育工作者拥有相应的数字技术能力。为达成此目的，URI为毕业生、

课堂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大学教师提供数字素养毕业证书。定位于

广大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URI 将教育工作者的范围扩大到有专业

能力能帮助学生学习、获取知识、分析、创造、反思并采取行动能

在生活各个方面使用数字工具、文字和技术的人群。 

在该计划中，培训学习者了解数字素养的关键理论，进行探究

式学习，让其有时间进行实验并探索广泛的数字文本、工具和技术。

这些学习者与合作伙伴协作创建了一个基于项目的教学单元，使其

能够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展示数字技能。在整个计划中，学习者参

与开动脑筋的学习实践体验；参与者在培养实践技能的同时，更深

入地了解数字素养，并有时间反思数字技能在教育、娱乐、公民身

份和社交等领域转换的含义。 

在对该计划的评价中，URI 发现利用数字媒体和技术来学习基

于项目的数字技能的参与者显著增加。他们对数字素养的理解也转

移到对探究、协作和创造力的加倍关注。 

 

促进持续的专业学习 

教师必须参加岗前培训，同时也必须继续参加专业学习培训。专业

学习和培养计划应该支持和培养教育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向熟练掌

握技术、有创新性并能协作解决问题、拥有适应能力并具有社会意识的

专家转变。该计划还应在运用技术学习时能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持

续的专业发展应及时应用于教学工作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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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在线专业协作学习：“教育工作者连接月”在全国建立合作 

“教育工作者连接月”是美国教育部连接教育工作者项目的一部

分。初期为持续一整月的在线会议，其中包括集中指导、开始和结

束活动、投入资源并开放日程，帮助不同类型组织提交专业学习活

动。教育工作者利用这些资源和日程创建自己的专业发展计划。活

动包括在线研讨会、Twitter 聊天、论坛讨论和基于个人学习需求和

兴趣的博客讨论。 

第一年，170 多个组织提供了 450 多项活动，教育工作者在整

个月内完成了约 9 万小时的专业学习。400 多万人参与了 Twitter 上

的＃ce12 主题标签活动，每天的展现量达到 140 万次。 

现在由原有的教育工作者连接项目——美国研究学院（AIR）、

格伦沃尔德联合有限责任公司（Grunwald Associates LLC）和强大

的学习实践——教育工作者连接月的合作机构引领，共有 150 多个

机构参与，并提供了 1000 多项活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挪威主持

了自己的“教育工作者连接月”活动，该活动已经扩展到全球 125 个

以上的国家。 

 

教师自己选择学习的权利：丹佛公立学校人性化的专业发展 

2014 年，来自 45 所学校的 80 名教师参加了年度试运行项目—

Project Cam Opener，这是一个丹佛公立学校的个性化专业学习小组

计划。第二年参与者达到 425 人，包括教师和学校领导。教育工作

者通过定制的视频工具对教学进行录制并分享到网上实践社区，以

供自我反思和获取反馈。 

在该项目试运行年度期间，最初参与的 80 名教师使用 Swivls、

iPad、高清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等工具录制了数百个视频。这些视

频已上传到私人 YouTube 频道，并通过 Google+社区进行分享，以

获得反馈。对于很多教师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其学区内其他

教师的教学实践。这些视频成了日常谈资，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想

法。 

有三种措施被用于确定该项目的效力：参与、保留和观察。在

第一年年末调查中，90％的受访者表示参加该项目能使他们更加专

注于自己的专业学习和发展。此外，试验组的老师在参加完该项目

后没有任何人离开丹佛公立学校，（该学区的总体人员流动率为

20％）。虽然教师的观察分数很难说明确归因于该项目，但是根据

该学区的有效教学框架，这一组群的教师比未参加该项目的教师成

长更快。截至 2016-17 学年，该项目致力于建立开放的实践社区。

因此，欢迎丹佛公立学校及其以外的教育工作者参与新的#ProjC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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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能力的微认证：凯特尔•莫雷纳(KETTLE MORAINE)引进

教师主导的专业学习 

威斯康辛州的Kettle Moraine学区创建了一个专业学习环境，

让教师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人和制定者。以 Digital Promise（国家

现代信息和数字技术研究中心，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教育工作者

微认证框架为指导（有关 Digital Promise 的微认证工作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4 节：领导力），该学区教师进行技术能力自我评

价，将其作为他们专业发展的基础。教师通过自身和协作团队确

定符合学区战略目标的特定专业学习目标，并提交给学区领导批

准。 

一旦获批，教师便能建立可衡量的标准评价自己是否进步。

这些目标和标准都反映了某些特定能力，教师掌握该技能后获得

微证书。展示教师获取该技能的方式包括其教学的具体样本、个

人反思、课堂作品和学生作业及反馈，并通过谷歌网站提交给 7

到 10 人组成的教师评审委员会，通过审查后即可获得微证书。 

在初期试点有 49 名教师获得成功后，另有 151 名教职员工

获得个性化教学的微证书，这要求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形，并

利用技术通过定期的 Twitter 聊天以及博客、网络和其他形式进

行自主学习。很多教师已与全国各地的教师有过交流，他们能够

发表和接受不同的想法、资源以及支持。 

 

接受非正式会议：走向 Edcamp 

参加 Edcamp 活动的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学习体验与传统专业

培训有很大不同。会议议程是建立在参与者的兴趣和需求之上，

由参与者（包括无法出席的）通过使用一个基于云计算的协作应

用程序当天创建。每位教师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需求进行参会选

择。 

由于有效利用技术进行学习是教师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

利用技术改善实践教学时，会议通常围绕分享实践体验和克服共

同挑战展开。教师共同协作以克服挑战，这通常会建立超越单一

会议或单天的联系，因为建立伙伴关系是为了让学生相互交流。

在此类活动中创建的共享文档成为线上或线下参与者的档案和

资源。 

第一个 Edcamp 活动是由一群费城当地的教育工作者组织的，

他们对专业学习会议的新的非会议（自组织）方式非常感兴趣。

雏形因此开始形成，截至 2016 年 1 月，当地教育工作者已组织

了 1000 多个 Edcamp 活动。这种形式的迅速普及带动了 Edcamp

基金会的组建，Edcamp 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到目前为止，

其已向 Edcamp 组织者提供了大量的特别支持。 



 

教育技术办公室 40  
 

建议 
 

 为岗前和在职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的学习经验，以提高他们

的数字化读写能力，并使他们能够创造激发别人兴趣的学习活动，

从而提高教学、评价和教学实践水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师资培养项目、学校制度、州和当地的

决策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应该联合在一起，设计符合服务前和服务

中的专业学习机会的利益的机会，这些机会与国家标准中概述的

技术预期相一致，反映了学校里网络连接和设备使用情况的改善。

技术不应该与内容领域学习相分离，而应将其作为教师学习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过渡和扩大职前和在职的培训。 

 使用技术为所有学习者在线提供可用的有效教学资源和更

好的学习机会，即使是在无法在线获取的地方，也要为他们提供

替代选择。 

这个目标需要借力于合作的组织、建立制度以及教师的能

力来利用免费和公开许可的教育内容，例如那些通过“Learning 

Registry’s #GoOpen Node”（LearningRegistry.org）建立索引的内

容。适当的连通性将使得那些因为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或者

其他历史因素而处于教育劣势的学习者们能够更公平地获取资

源、教学、专业知识和学习途径。 

 培养一支能熟练进行在线和混合教学的师资队伍。 

我们的教育系统连续发现在传统学校里，在线学习机会和混

合学习模式有着明显的提高。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高等教育机

构、学区、课堂教育工作者以及研究人员需要一起确保从业人员

获得关于研究实践和当前信息的理解并充分利用新兴的在线技

术支持网络和混合空间的学习。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关机构、管理者、教育者等应当协

作开发通用的教师技术能力指标体系/预期效果。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必须让一个学生在进入一个 PK-12 教室

或大学课堂时能遇到一个完全有能力利用技术来改变学习的老

师或辅导员。认证机构、倡议组织、国家政策制定者、管理员和

教育工作者必须在一套明确的、有共同期望的认证中，就教育工

作者的能力进行有效的设计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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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导力 

 

为创新和变革创造文化和条件 

 

目标：将对技术支持下教育的理解融入各级教育领导者的角色和

职责中，并设置国家、地区和地方对于学习技术的愿景。 

 

那些相信自己能够将愿景清晰地表达给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技术

官的领导者们，从根本上误解了技术对学习的影响。技术本身不会改

变学习；技术使得转化式学习成为可能。这个愿景从一个社区想要改

变学习的方式和原因开始，一旦这些目标明确了，就可以利用技术实

现原本遥不可及的愿景并开辟新的可能性。通过技术学习意味着领导

需要转变特定的技能和能力。教育领导者们需要有学习技术的个人经

验，了解如何有效地部署这些资源，以及一个关于技术如何改进学习

的全社会愿景。1 

 

尽管在各级教育体系中都需要技术实施的领导，但公立学校的需

求更加迫切。2016 年的学校网络联盟（CoSN）年度教育宽带和基础

设施调查发现，81%的学校系统已经达到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短期目

标，即每 1000 个学生的网络带宽为 100 兆每秒。虽然我们仍需进步，

但这相对 2013 年只有 19%的学校达到标准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了。2 近期，联邦教育宽带计划的调整为增进与剩余学校的联系

提供了资金。但是，如果在各州、区、和学校的层面上没有强有力的

领导，那么这些改变就不会发生。 

 

 

 

 

制定国家优先事项：互联计划 

2013 年 6 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互联计划”，该计划有四

个目标： 

1. 在五年内，99%的美国学生可以在学校和图书馆使用

新一代的宽带和高速无线网络。 

2. 让教师们享有最好的技术和培训，以帮助他们紧随技

术和职业需求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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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学生提供功能强大，价格上比教科书更具竞争力的

教育设备。 

4. 让学生们掌握被美国各州采纳和实施的符合大学和工

作预备标准的数字化学习内容和经验。 

 

关于这些目标如何进行运作，请参阅美国教育部的“面向未

来的学校：为学习建设技术基础设施”和白宫的互联资源。 

 

为未来做好准备 

为了支持领导者以充分实现技术支持下的转化式学习愿景，

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与人类必备能力培养的努力，美国教育部

与优秀教育联盟以及其他 40 多个合作组织于 2014 年 11 月提出

“面向未来”计划。教育部还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邀请，要求他们

签署面向未来的地区协议，以改变他们地区的教育和学习。截

止 2017 年 1 月，全美超过 3100 个学区已经签署了该协议，影

响了全国 1900 万学生，全美的 25 个州及华盛顿地区正式推出

了遍布全州的面向未来计划，有 60 多个合作组织致力于支持数

字化教学和学习的转型。如想了解该协议和签署该协议的地区，

请访问 http://www.futurereadyschools.org/take-the-pledge，如想了

解更多“面向未来”计划并获得由 60 多个合作伙伴组成的“面

向未来”的发展框架的相关资源，如针对学区领导者的 CoSN 教

育技术领导人认证，请访问 http://www.futureready.org。 

 

 

有效领导力的特点 

通过最佳的研究和实践知识，以下被确定为有效领导力的四个重

点领域：协同领导、个性化学习、坚实的基础设施和个性化的专业学

习。3 

为未来做好准备的领导者 

为了配合主管部门和地区领导人的特殊需求，美国教育部确定

并针对 8 个“面向未来地区”拍摄了一组短片，主要关注于四个有效

领导力的关键领域。这一系列基于 47 个研究的简短视频对这些地区

领导人将教学和学习转变为虚拟站点访问并服务于虚拟站点访问所

采取的具体行动竞进行了分析。负责人们进行了一项简短的调查并

制作出了一个个性化按需定制的视频播放目录，展现未来领袖所需

具备的执行能力。关于该项目的更多信息、访问调查及视频，请访

问美国教育部“未来领袖”网站 https://tech.ed.gov/leaders 

  

http://www.futurereadyschools.org/take-the-pledge
http://www.futureready.org/
https://tech.ed.gov/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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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领导力 

• 教育领导者们对技术如何支持学习以及如何获得适当的资源支

持技术创新的观点制定了共同愿景。领导者们听取来自不同利益团

体的意见，以采纳和传达清晰的教学、领导、学习以及由技术推动

的学习的目标。他们示范了对风险和实验的包容，创造出一种信任

和创新的文化。 

• 领导者们通过适当的媒体和技术工具与所有利益团体进行沟通，

并建立有效的反馈循环机制。在通过协作制定的战略计划来实现这

个愿景的同时，领导者们将技术作为学生和老师的学习工具。领导

者们在确保有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支持他们的前提下，发

展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思维，包括在其机构内外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 

• 为了使教育研究对实践产生最大的影响，使用和理解研究对于

学校和地区的从业者来说至关重要。教育科学研究所支持两个在知

识运用层面支持两个国家研究和发展中心，负责研究如何在学校或

学区的决策制定过程中应用教育研究结果。（http://www.ncrpp.org 和

http://www.research4schools.org）。早期的结果表明地区的领导人重

视教育研究，并在制定专业发展和课程采纳的决策时利用它来加深

对教育问题的理解。 

 

促进开放式交流：丘拉维塔斯小学地区（CVESD）开发与父母交流

的移动应用程序 

CVESD 认识到，他们需要在 45 所学校的大约 3 万名学生的家

庭中做得更好，其中超过 50%的学生参加了免费或低价午餐计划，

30%是英语语言者。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容易获取 CVESD 的

传统电邮和时事通讯，所以 CVESD 为了与他们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而联系了该地区的家庭。 

通过他们的谈话，CVESD 发现 99%的家庭都在使用智能手机，

而且其中大部分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在与父母们的密切合作下，

CVESD创建了一个 facebook页面、推特账户和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在父母们的建议下，添加如学生食堂账户余额检查以便家长了解孩

子在学校午餐的费用以及在个人日历中导入学校活动的功能，都被

纳入到 CVESD 的移动应用中，该应用在 2014 年 11 月推出。家庭

可以选择用西班牙语接收该移动应用中的信息。 

 

学生个性化学习 

• 科技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途径，使学生通过主动和协作学

习活动进行学习。一套清晰可辨的学习成果指导着教学。这样的结

果以及一致的课程、教学和评价反映了知识的多学科性；通过对数

字化读写能力和公民身份的关注，培养学生适应我们的参与文化；

学习包括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坚持不懈在内的技能和性格。 

  

http://www.ncrp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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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者们确保在政策和资源上给予教师正确的工具和持续支

持，使学生在他们的课堂上能够进行个性化学习。 

• 教师们会根据不同的数据集进行教学决策，包括对学生和教

师的观察和反思、学生的作品、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以及从学

习活动和软件中获取数据，这些活动和软件实时可用且可视，比

如信息指示板。领导政策和教师方法在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展示学

习的途径上支持学生的声音和选择。学生经常完成一系列的自我

评测、协作、多学科的项目和咨询，这些项目会通过个人资料或

资料集进行评价。在大多数设计中，技术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每

天都使用它在课堂内外进行协作、探究和写作，以及进行世界范

围的交流。在课堂上，老师们充当着教育设计师、教练和辅导员

的角色，引导着学生们进行他们的个性化学习体验。 

加强基础设施 

• 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对于变革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必不可少，

领导者们需要掌握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维护。2016 年 CoSN 的年度

教育带宽和基础设施调查发现，即便有所进展，但负担能力仍然

是实现互联互通的主要障碍。网络的速度和容量对学校构成了巨

大的挑战；最后，美国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学校系统报

告显示缺乏在宽带服务上的竞争力。4 领导者们应该应对这些挑

战以确保行政人员、教师和学生能够连网并使用设备，并且技术

支持人员确保设备得到良好的维护。实际的领导者们承担直接的

责任，确保基础设施保持最新的状态（无论是在安全方面还是相

关软件、应用程序和工具方面），并向适当的网站内容和社交媒

体工具开放，以支持协作学习。领导者们还认识到，在负责创建

和维护技术基础设施的人群中，建设能力的重要性。实际的领导

者们通过仔细规划和注重长期可持续性的财务管理计划来支持

所有的这些努力。 

个性化专业学习 

• 由领导者们确保教师设计和领导的工作嵌入式的相关专业学

习在其他专家的支持下具备持续有效性。领导者们为了专业学习

和学生学习的愿景能够一致，开发出一套清晰方案。 

• 教师和领导者们参与协作调查，通过面对面、在线、混合的

专业学习社区及网络的形式，来培养参与人员和整个学校的能力。

领导们确保专业的学习计划是参与式的和不间断的。领导者们与

教师和员工一起学习，以确保专业的学习活动得到技术资源和工

具、协作时间和适当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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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是关键 

尽管愿景对于改变教学和学习至关重要，但是具体的战

略实施计划才是成功的关键。在一些州、地区或学校将制定

自己的技术实施计划；在另外一些州，州的教育领导者们带

头，地区也跟着走。未来优秀教育联盟的网站提供了一个免

费在线评价工具的例子，该工具可以由地区团队完成。所生

成的报告旨在帮助地区团队创建一个全面的实施计划，该计

划包括四个未来的重点领域以及实施策略和资源。 

除了与教育机构内的团队合作来制定实施计划之外，领

导者们也应该从广泛的影响者（管理员、有使用技术支持学

习经验的教师领导、专业组织、教育和知识丰富的社区成员、

董事会和商界领袖、文化机构、其他地区的同事和父母）处

征求输入信息和反馈。5 

 

以身作则：范·亨利·怀特，学校董事会主席 

许多学校的董事会成员认为他们的职责主要集中在预算的

批准和招聘决定上。纽约罗切斯特市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和城市

董事会教育委员会主席范.亨利.怀特先生认为应该将教学和学

习转变为所有教育者的责任，包括地区的负责人。怀特认为，作

为委员会的一部分，意味着领导应该学习和利用相同的技术工

具，他希望他学区的老师能够利用这些工具来支持课堂教学。

例如，在 2015 年的罗切斯特市纪念马丁路德金日期间，怀特与

罗切斯特的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工作人员与包括纽约市在内的

全国各个地区、迈阿密、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就美国的种族和民

权问题进行了一次结构性的视频对话。 

怀特还相信在一个地区的设施之外建立连接的重要性。他

和罗切斯特市的其他地区领导人已经开始与当地的市和县领导

人进行对话，目的是为整个地区的家庭提供无线上网服务。他

认为这种技术和网络连接的可用性不仅仅是一种地区工具，也

是一种促进家庭学习的工具。怀特希望地区范围内的无线网络

接入将意味着家长可以通过查找他们可能不理解的学术内容来

帮助他们的学生，并能对地区提供的工具进行公平访问，例如

在线的门户网站。 

 

美国教育部的发展资源 

美国教育部已与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SETDA）签

约，将于 2017 年 6 月开发国家级专业学习资源包和工具包。

这些资源将为各州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各地区提供实现以下目

标的途径：1、支持转化式数字学习的实现 2、帮助缩小数字

鸿沟 3、提高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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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学习资源将包括支持地区数字化学习计划的创新、

修订的具体例子和关键要素。影响者工具包将被设计用来促进

合作状态的领导能力，包括样本演示、研讨会大纲、清单和通

信工具。为了实现包容性，受众者将包括学校董事会、校长、地

区领导、家长和商业团体。 

 

为改变设定一个议程：霍华德.温内希克（HOWARD-WINN），

社区学区 

约翰.卡夫是霍华德-温社区学区负责人，他在建立未来优

秀学校数字化学习转变项目时，所面临的条件并不理想。该学

区登记入学的人数正在下降，而且在阅读理解中未能达到“一个

都不能差”的标准，并且该学区近一半的学生都有资格享有免费

或低价的午餐。很多地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霍华德-温地区

决定将失败看作是学习和改进的机会。 

尽管缺乏资金以及部分社区拒绝改革，但是卡夫在老师、

学校董事会和该区学校改进咨询委员会的支持及紧密合作下

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 2020 年，Howard-Winn 的学生

将成为世界上准备最充分、招生时最受欢迎的孩子们。6 

新品牌 2020Howard-Winn 的创立帮助卡佛表达该地区教

学各部分中的科技愿景，为该地区专业人士所提供的社会和在

线系统支持，以及积极的社区参与。在这三大支柱背后，是变

革所必需的领导属性：勇于识别挑战，创造紧迫感；开放的投

资时间，建立信任，培养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及持续的可

用性、可见性和所有权作为变革的驱动因素和面貌。 

尽管计划的实施还处在初期阶段，但该地区已经获得了

1300 台笔记本电脑，并实现 1：1 的配套。教师们将面临成为

数字化探索者的挑战，并且主动利用技术来教育他们的学生使

之成为优秀的数字化公民来寻求专业的发展机会。 

自从这些措施实施以来，HowardWinn 地区学校的学生入

学率提高了 90%，并与爱荷华州东北部的社区学院进行了一项

技术支持的合作计划，让学生在高中时就可以参与到大学的课

程中，从而为学生节省了 9000 到 10000 美元的学费。此外，该

地区的学生人数也增加了 17%，超过了综合性评价的标准。有

了投资人超过 25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该地区已经能够实施可

持续化的和节省成本的措施，例如太阳能无线路由器和天然气

公交车。该地区还创建并宣传了 2020HowardWinn----这反映了

他们在 2020 年之前所承诺的 21 世纪教育体系的转变。 

随着该地区继续实施数字化学习的愿景，卡夫说，他和其

他领导人会经常思考“我们是不是足够爱孩子到不再去做那些

无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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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遍布全州的领导力：北卡罗莱纳州的数字化学习计划 

为了加快向全州所有K-12学生提供高质量学习目标的实现进

程，北卡罗来纳州要求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育创新研究所制定

北卡罗莱纳数字化学习计划。从 2014 年 6 月开始，星期五研究所

在之前的研究和数字化学习计划的基础上，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学

校和地区开展来了多方面的规划过程。 

该规划过程针对 18 个地区和各种特许学校进行实地考察，其

中包括 164 个小组讨论和对主管、校长、教师、技术总监、课程和

指导主任、首席财务官、职业发展总监、教学技术协调员、技术人

员、家长和学生的采访。 

此外，星期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会见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

育系统的所有者，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独立学院、当地学校董事

会的成员、立法委员、商业领袖、非营利教育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研究人员收集和分析了北卡罗来纳州所有 K-12 公立学校的技

术基础设施的数据，并准备利用这些信息帮助该州的教育宽带的

申请。 

星期五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还对现有的数字化学习计划进行了

审查，并收集了来自其他州和大区的计划和策略信息。北卡罗来纳

州的数字化学习计划可以在这里找到。 

 

数字化学习转型期的资金和预算 

在落实技术设施和项目方面，地区常常面临着财政的困难。一旦技

术使用的设想到位，地区主管和学校领导们首先应该检查现有的预算，

确定哪些地方的预算可以减少或去除，以用来支付学习技术的费用。他

们也应该考虑到增加这些项目预算的所有可能性。当各地区评价其预算

和资金时，建议考虑以下方法。 

消除或减少现有成本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新的学习机会和经验，它也可以使用现有的程序

和过时的工具，从而节省资金支付技术费用。这里有三个明显的例子：

复印机（以及相关的供应和劳务合同）、专用的计算机实验室以及拥有

公开许可证的教育资源来替代商业许可的教科书。作为#GoOpen 的一部

分，OET 要求学校开始这一进程，只需要用有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来替

代一本教科书，以此作为第一步来节约成本，并了解在实施学校范围或

全区范围的改变时哪些是必要因素。 

 

转向开放：伊利诺斯州的学校接受有公开许可的数字化资源 

许多学校正在把资金从教科书的购置中挪出，从而为数字化

资源腾出资金。伊利诺伊州的 Williamsfield 社区学校在新的数学

教学标准中提供了三个负责选择教学材料的选项：符合标准的有

效及可靠的外部资源材料、由伊利诺伊州教育委员会指定的数学

模型范围和顺序或一个教科书系列。 

 

 

 

 

 

 

 

 

 

 

 

 

 

 

 

 

 

 

 

 

 

 

 

 

 

 

 

 

 

 

 

 

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 

公开许可的教育资源是指

在公共领域的教学、学习和研究

的资源，或者是在允许他人使用、

修改和与他人共享的许可下发

布的资源。开放资源可能是在线

课程、数字教科书或者更细致的

资源，例如图像、视频和评价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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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区的预算只有 1 万美元，因此该学区决定放弃采用传

统教科书，转而开始创建和使用公开许可的内容。该学区依赖

于达纳中心公开提供的一个数学范围和序列框架，并通过 OER

公共和学习注册中心使用各种开放内容。相比较以前将资金用

来购买教科书，现在学校购买了低成本、基于云计算的笔记本

电脑。此外，领导们还分配了联邦农村教育成就计划和第二项

资金，用于采购设备和升级联通性基础设施。 

认识到需要围绕这些新资源培养专业能力，地区领导们专

注于专业发展的时间，包括在课堂上提供服务，以帮助教师更

好地理解如何管理、协作和处理数字化内容。此外，教师们还在

使用基于云存储的储存设备来存放他们的教学内容。这一方法

不仅在学习教学中广泛利用，还为该学区不断发展的 STEM 项

目定下了基调和发展的轨道。 

该地区经常评价关于使用开放许可资源的用户体验。后续

的努力将利用伊利诺伊州共享的学习环境来鼓励该地区最具有

创新精神的教师们重新组合或贡献他们最原始的有公开许可的

学习辅助资料。 

 

与其他组织合作 

通过包括当地企业和其他组织、校友、内部和邻近的教育专家在

内的合作伙伴获取资源，与其他地区一起，以提供专业发展及课程开

发安排。一些学区已与当地和郡政府结成了伙伴关系，共享技术基础

设施和技术人才，共同聘请首席技术官，并在建设和购买宽带接入服

务时充分利用规模效益的优势来降低成本。这些规模效益也可以效仿

肯塔基山谷教育合作社的联合采购模式，它同时代表了几个地区和高

等教育机构，并帮助他们进行资源的分配。 

充分利用联邦资金 

教育宽带项目为学校和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提供了大幅

度的价格优惠，也是技术资助的一个来源。此外，除了联通性资金外，

美国教育部于 2014 年 11 月出版并于 2017 年 1 月更新的“亲爱的同

事”信件为将现有的联邦资金用于技术相关支出提供了指导和范例。 

 

充分利用联邦资金：美国教育部“亲爱的同事”信件要求联邦政府

为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教育部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并于 2017 年更新“亲爱的

同事”信件，旨在帮助国家、地区和具有伙伴关系的人更好地了

解如何使用联邦拨款去支持以创新技术为基础的个性化学习战

略。这封信包括了如何通过小学和中学教育法案（I、II 和 III）

和残疾人教育来进行资金资助的例子。 

法案（IDEA）支持通过使用技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

绩。由于这些项目的规模限制，它们只能在初级和中等教育法案

和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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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教育法里实施，但是由美国教育部管理的其他方案和竞争

性拨款项目的资金也可以用于此目的。 

这些例子并没有违反之前美国教育部的指导方针，而是明确了

利用联邦拨款基金支持数字化学习的机会，包括改善和个性化的专

业学习以及对教师的其他支持，让学生更多地获得高质量的数字化

内容和资源，促进教育合作和沟通，并为学生访问数字化学习资源

提供设备。为这四个领域提供资金支持非常重要因为技术本身并不

是万能药。 

 

为学生提供支持和丰富学习内容（SSAE）的拨款 

2016 年 10 月，美国教育部发布了非管制性指导：为学生提供

支持和丰富学习内容（SSAE）的拨款。这个由 ESSA 修订、ESEA

最新发布的拨款项目，将重点放在支持全面教育、学生的安全和健

康以及有效利用技术的活动上。这一指南强调了 SSAE 基金可以用

于提高技术有效使用的一些方法： 

1. 为教育工作者、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提供高质量的专业发

展，使他们能够实现个性化学习并提高学术水平。 

2. 发展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 

3. 实施创新式混合学习项目。 

4. 为农村、偏远地区及服务水平低下地区的学生提供资源，使

他们能够从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机会中受益。 

5. 使用科技来提供专业或严谨的课程体系，包括数字化学习

技术和辅助技术。 

地方教育局可能利用 SSAE 基金购买设备、器材和应用软件来

发展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准备不足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各区不得使用第 4109 条规定下所提供的超过 15%以上的资

金。获取更多信息，请参考 ESEA, secs. 第四章 A 4109(a)(2)及

4109(b)关于非监督管理指导部分。 

 

创造性的资金解决方案：厄齐康县通过整合筹款渠道来付款 

北卡罗来纳州的厄齐康县公立学校中有一所该州辍学率最高

的学校，还有三所表现最差的学校。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近 700 名

学生（总 6200 名学生）辍学选择其他出路。为了改变这些令人震

惊的数据，厄齐康县的领导们对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全球教育方法

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投入，该方法有技术支持，并通过一种创新的

模式将联邦资金和免费在线教育资源的使用结合起来。 

修订后的地区科技计划，包括全州范围内的免费数字化教学和

学习资源，现在也反映了北卡罗来纳州教育委员会达到 21 世纪未

来好学校的目标。该计划侧重于四个优先事项：1、更新基础设施；

2、为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通用的设备；3、全体员工的在线职业发

展机会；4、用于减少冗余以及合并系统、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的

共享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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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该计划，该地区还申请并接受了教育宽带资助，并寻找

可以替代购买印刷版教科书方案。这个决策不仅划算，还为学生和

员工提供了高质量的最新学习资源，取代即将过时的传统印刷课本。

该地区现在使用北卡罗来纳州的 WiseOwl 来访问免费的在线资源

以及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资源和专业开发资源的 Learn NC 知识库。 

 

反思现有员工的责任 

作为他们技术实施计划的一部分，许多地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

正在重新考虑现有工作人员的角色和职责，以支持技术学习。例如，一

些人正在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活动来扩展图书管理员的角色，使之成为

学习技术资源的评价者和策展人。其他地区和学校采取共同领导和人员

配置模式，使他们能够通过分享昂贵的资源来使学生掌握更多。地区和

学校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和其他组织合作，在学习项目中使用特殊的技术。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组织者都能很好地确保他们能够满足需求，而不是

简单地在现有的岗位上增加额外的工作。 

 

建立非营利伙伴关系：“学校代码”组织帮助学校建立计算机科学

能力 

为了提高能力，学校可以和组织合作，为教师提供专业的发展

培训来培养教师的技能和信心。大巴尔的摩地区的许多学校都与

“学校代码”组织合作，为他们的老师和图书管理员提供支持，他们

希望通过使用低成本的设备在课堂上介绍基于项目的计算机科学。

比如 Raspberry Pi、Arduino 和 Makey Makey，并学习使用免费的基

于浏览器的资源，通过使用 Scratch、Code.org 和 MIT App Inventor

开始在课堂上教授代码。 

一些老师在他们的课堂上与“学校代码”组织一起教授视频游

戏和应用程序开发课程。例如，自由小学校长约瑟夫曼科与“学校

代码”合作，开发了一个 pk-5 的计算技能课程，为教师开展专业发

展，并为教学日图书馆的创客空间和课后项目中提供直接的指导。 

 

百汇移动创客空间：让图书管理员成为技术领导者 

2015 年，位于切斯特菲尔德的百汇学区启动了名为“移动创客

空间项目”的创客运动。对于百汇地区来说，这个项目拥有两层目

标----让地区的图书管理员成为教学合作伙伴和技术领导者，同时

提供机会给那些能够积极利用技术来培养自己的学生们，让他们成

为有能力、有好奇心、有爱心和有信心的人。 

作为努力重新定义学校图书管理员角色的一部分，该地区一直

专注于给那些图书管理员在每一个移动创客套件技术上进行即时

培训，将他们定位为技术领导者以及利用各种套件与老师一起进行

课程连接设计的教学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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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给了学校一个机会，在他们对工具进行投资或对

空间进行设计之前，尝试使用新的技术对自己的空间进行原型

设计。越来越多的学校已经在探索移动创客空间的套件，它们

正在对这些创新的空间进行投资，让学生们有机会去开发和增

强他们的思维并在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社区环境中学习、合作和

创新。欲了解更多关于移动创客空间项目的内容，请访问

tinyurl.com/mobilemakerspace。 

 

改变对话：学校领导重新构想图书管理员的角色 

位于奥罗拉市的印第安大草原学校的图书馆领导们，正在利

用面向未来的图书管理员框架促进与其他教师、建筑管理员、后

勤人员、家长和学生就改变学校图书管理员角色进行有目的的对

话。该框架直接连接了图书管理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以及学校

和地区在向个性数字化学习转变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标。 

印第安草原高中的图书管理员克里斯汀.马特森博士说：“有

一种公众的误解，认为学校的图书馆已经不再需要管理员，因为

该区域正在走向 1：1 的环境。在‘未来好承诺和图书管理员’

框架中，我们学校的董事会和管理部门已经对学校图书馆做出了

承诺，公开承认有资格认证的管理员能够给学校带来宝贵的技能。

我们的团队在支持员工和学生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为学习材料在数字化，以及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在发生改变。” 

在使用“未来好承诺图书管理员框架”作为个人反思的工具

后，该地区的 32 名认证图书管理员将个人和地区团队的目标融

入到该框架中，其中管理员已经通知在接下来的一整年将使用该

框架来进行专业开发和提供支持。为了分享他们的学习，地区的

图书管理员们开通了一个面向未来图书管理员的博客，他们将专

题报道和框架的组成部分相结合在一起，以此来帮助其他人了解

面向未来的想法如何转变为显示行动。这些报道也可以帮助家长、

社区成员和学校董事会来了解学校图书馆的持续相关性。 

 

 

确保长期可持续性 

 

技术的投资不是一次性的支出。虽然一次性拨款和其他补充资金

来源可以作为学习努力建立技术的催化剂，但随着学校和地区朝着长

期的愿景和计划的方向发展，他们是不可持续的。当设备的使用寿命

到达尽头，基础设施设备变得过时，地区和学校就应该有一个可靠的

方法来替换或者升级他们。领导者们应该从计划技术实施的最开始就

把它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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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协同州、地区、大学和学校各个层面建立清晰的战略实施计

划，明确各层面是如何与技术相关联并在技术的支持下改进学习。 

州和地方当局特别适合了解他们当地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需

求和可获得的资源。广泛、协调的战略计划需要来自各方的承诺，

并且在组织的边界上一致地协作。这些对话和联络需要积极的拥

护者，他们将投资于这个级别的工作，并能够利用现有的州和地

区会议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 

 

 设定一个促进学习的技术使用共同愿景，在愿景的设立过程

中，领导者广泛征集包括学生、教师、学生家长、技术专家和文

化机构相关人员的意见建议。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参与方都要负责执行一种使用技术来实

现学习的愿景，但是通过确保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团体都是愿景

设定过程的一部分，领导者将确保更好的社区支持，并确保建立

一个反映当地需求和目标的学习技术计划。 

 

 当关注于那些有可能被技术淘汰的资源和工作的时候，应当

为可持续性技术购买和开放许可内容利用而开发资金使用模式

和计划。 

领导者们不应该将技术视为支持学习的附加组件，而是应该

在整个学习系统中评价当前的系统和进程，并识别那些可以被现

有技术扩张和取代的技术。在规划过程中，他们还应该确定目前

在地区、学校或大学中还没有替代的系统和进程，并为之制定更

有效的解决方案设立目标。 

 

 组织各级各类教育领导者实践学习共同体，以帮助领导者设

立愿景，同时创造一个分享最新研究和在使用教育技术方面实践

经验的良性循环圈。 

在教育创新集群模式的基础上，国家、地区、大学和社区组

织的领导者们应该建立起一个有凝聚力的实践社区，让人们和网

络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以便共享最新的研究和有效地使用教育

技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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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 

评价学习 

 

目标：在所有层面上，我们的教育系统将通过科技的力量衡量什

么是重要的，并利用评价数据改善学习。 

 

衡量学习是每个教师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教师需要检查学生的

理解能力，家长、学生、和领导者们需要了解其整体情况以帮助他们

为大学和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除了支持跨内容领域的学习之外，技

术支持的评价还可以帮助减少论文评价所需的时间、资源和干扰。使

用技术提供的评价可以提供比传统评价更完整、更细致化的学生需求、

兴趣和能力，并且让教育工作者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通过嵌入式的评价，教育者可以看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思考的证

据，并通过学习指示板提供近乎实时的反馈，这样他们就可以立马采

取行动。家庭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孩子在上学期间的学习情况

和学习方式。从长远来看，教育工作者、学校、学区、州和国家可以

利用这些信息在学习中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 

技术支持工具也可支持教师评价和指导。这些工具进行视频采集

和其他教学质量的证明，例如团队的协同与合作。他们为自我反省、

同伴反思和反馈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为管理者提供了评价。 

教育工作者和院校应该注意他们是否在衡量最容易衡量的，或者

是最值得衡量的。如今，传统学校和高等院校的评价主要依靠多项选

择题和不切实际的答案。许多评价也在学习开始几个月后派发结果时

进行，通常是在课程结束之后。只有当他们提供及时的反馈时，评价

才更有指导意义。 

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会扩大对正在进行的、格式化的和嵌入式评价

的使用，这些评价的破坏性更小，对改善学习也更有帮助。这些进步

也确保了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在全州范围内的评价中展现他们的知识

和技能，他们越来越关注现实生活的技能和对理解的综合示范。在全

州范围内进行评价和有意义的问责是确保学生能够获得高质量教育

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值得重视的测试

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测试反映出学生们需要的教学体验，并为其提

供可操作的见解。 

由于技术使我们有能力完善长期的评价方法，我们的公共教育系

统有责任以对学习有最大影响的方式使用我们在评价过程中收集到

的信息。这意味着要使用评价的方法让学生们用有意义的方式展示他

们所学到的东西。学生和家长们都知道，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外，还

有比从一个多项选择题中选择答案或者回答一个开放性问题更合理

的教育。所有学习者都应该得到评价，以便更好地反映他们所掌握的

知识，并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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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各种类型的评价适合不同的途径和时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

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总结性评价。总结性评价通常由一群学生共

同管理，包括整个班级、学校的分数水平或整个地区的分数水平。这

些评价结果有助于确定学生在某一科目中是否达到标准，并评价教学

课程或模式的有效性。 

 

许多 PK-12 学校将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中期测试，并在年底进

行正式的总结测试。这些评价提供了系统范围内所有学生的成绩数据

以及学生分组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为所有学生的成绩和进步提供有

价值的见解，包括促进获得优秀公平教育的机会和缩小成绩的差距。 

 

相比之下，形成性评价是经常的、有指导意义的检查，使教师对

学生在一段时期内的进步有一个快速、持续的了解。在总结性评价之

前，教学测评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提供信息。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利用教

学测评来决定应采取哪些行动来促进进一步的学习。这些评价有助于

鉴定学生的理解能力，通知和改进教师的教学实践，帮助学生追踪他

们自己的学习。6 

 

最理想的情况是，一套综合评价系统包含多种评价方法，以确保

学生、家庭、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及时和适时的信息来支持个

体学习，并作出正确的决定来全面加强教育系统。 

 

使用评价数据支持学习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数据都可以在我们个性化和个人需

要的适应经历时提供帮助。然而，为了充分利用评价数据提高学习能

力，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最近一项关于教师对数据使用情况的

研究发现，当下许多现实都让人感到沮丧。这些挫折包括大量来源不

同的数据、不兼容的数据系统和工具，这些数据使得数据分析变得更

加耗时，细节和数据质量也变得不一致。以及不能及时地访问数据以

进行指令修改。7 

教育数据系统并不总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互操作性标准，这使得教

育工作者、学校、地区、州、学生和其家庭能够轻松、安全地共享信

息。因此，教育工作者错过了利用数据来改善和个性化学习的重要机

会。随着改进的教育数据系统的诞生，领导者们可以利用综合数据来

提高技术支持的学习工具和资源的质量和效果。 

 

例如，现在可以在形成和总结过程中收集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

来创建个性化的数字学习体验。此外，教师可以利用这些数据确定干

预措施以及决定如何与学生接触；个性化学习；为所有学习者创造更

有吸引力、更有意义和更容易理解的学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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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数据可以直接提供给学生，这些数据在帮助学生选择自己的

学习路径方面发挥重大作用。8 这些数据也可以提供给家庭成员，使

其在支持孩子教育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此外，数据也可用于支

持教师（个人或团队、部门或学校）的努力，以提高专业实践和学习

的能力。9 为了发挥个性化学习的全部潜力，数据系统和学习平台应

该包括对数据安全和相关隐私问题的无缝互操作性。 

 

在许多情况下，岗前培训的老师在理解和使用数据方面没有得到

足够的指导。同时，在职教师可以从持续的技术整合的专业发展中受

益，以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根据“数据质量运动”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4 年 2 月，只有 19 个州将数据读写能力作为对教师资格认

证的要求。10 尽管基于技术的评价和数据系统的数据具有很大的潜力，

但只有当教育工作者有效地使用它们时才变得有意义。教师们应该得

到持续的支持，加强他们在如何利用数据来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方面

的技能。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将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1、为教育者在为

使用评价数据发挥所有潜能上提供准备和支持。2、鼓励更直观的数

据评价工具的发展，包括能明确显示数据指令用途的可视化工具。3、

确保在这些系统里学生数据的安全和隐私。 

 

有关学生数据安全和隐私更完整的讨论，请参阅第五部分：基础

设施。 

 

技术如何改变评价 

 

技术可以提供各种方法帮助我们想象和重新定义评价。这些工具

可以为设计和制造产品的学习者提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测量值，并使

用移动设备进行实验，然后在模拟的环境中操作参数。问题可以放在

现实的环境中，在那里学生可以执行任务，或者模拟真实的、渐近的

与主题相关的多阶段场景。教师可以在教学日获取学生进步和学习的

信息，这使得他们可以根据个性化的学习或特殊干预来应对学习的缺

点。支持这些基于技术的评价的活动包括以下特殊的属性。 

 

启用增强型问题 

基于技术的评价允许多种问题形式，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传统评价

方式典型的多项选择、判断对错或填空这些形式。增强的问题类型的

例子包括以下内容： 

• 图形回答，其中包括学生通过绘图、移动、排列或选择图形

区域来对项目做出响应 

• 仿真实验，让学生们在高保真的真实场景中通过沉浸式或角

色扮演的方式来测试他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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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回答，学生通过输入一个方程式来回答 

• 基于表现的评价，学生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任务 

 

 

技术强化的问题让学生能够展示出更复杂的思维，并分享他们对

材料的理解，这在以前是很难用传统方法来评价的。 

 

特别地，基于表现的评价是为了让学生必须完成一系列复杂的技

能而设计的，要求他们从不同来源综合信息，分析这些信息，并证明

他们的结论是合理的。例如，英语语言艺术中心的表演任务可能包括

阅读原始文献的段落、分析那个段落并迅速地写出一篇回应式的散文。

在数学课上，一个表现性任务可能要求学生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图表，

并描述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由于基于表现的评价允许学生构建一个

原始的回答，而不是从列表中选择正确答案，于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来测量学生的认知思维能力以及他们运用知识来解决现实的、有意义

的问题的能力。11 

 

使用基于性能评价的技术，学生可以在网上界面输入他们的回答。

对于那些需要手工评分的任务，分数可以在同一系统中与机器评分进

行合并，从而提供完整的测试结果。例如，在更多传统的机器得分提

示之外，“评价大学和职业的准备程度以及更智能的平衡性评价的结

合”评价了学生在课堂演讲和听力作业方面的能力。 

 

评价复杂的能力 

 

最近召开的国家研究委员会（NRC）强调了扩大评价焦点的重要

性，包括非认知能力和技术在测量知识、技能、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12 

 

例如，NRC 突出了国际比较评价的工作，国际学生评价项目

（PIPA）。PIPA 执行学生在创造性问题解决方案中对学生表现的一

项新颖的技术评价，旨在衡量学生应对非常规情况的能力，以发展他

们作为具有建设性和反思意识的公民的潜力。NRC 还强调了

SimScientists 基于仿真的课程单元和评价，这些课程的设计目的是利

用科技来测量中学生对生态系统和科学探究的理解。 

 

同样，在 2015 年 6 月，全国教育评价项目（NAEP）宣布扩大其

测试项目，开始包括学生动机、心态和毅力的测量，以此建立更广泛

使用的证据基础。 

 

 

 

 

 

 

 

 

 

 

 

 

 

 

 

 

 

 

 

 

 

 

 

 

 

 

 

 

 

 PIPA 

PIPA 是一项周期为 3 年的

国际调查，旨在通过测试 15 岁

学生的技能和知识来评价全世

界的教育系统。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oecd.org/pi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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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成长型思维的评价提供支持 

有了美国教育部小型商业创新研究项目的资金支持，思维模

式工作室开发了 SchoolKit，这款应用程序旨在加强学术、社交

和情感上的成功。通过动画、评价和课堂活动，学生可以学习到

成长性思维模式——理解能力会随着努力而增长。在 9 所中学进

行的试点研究显示，学生的成长性思维有显著的提高，这与学习

目标的加强、对努力的积极信念、以及积极的学习习惯和行为有

关（比如对失败的适应性反应和更好的学习策略）13。 

这些变化也与学生平均绩点的提高有关。自从 2012 年推出

以来，SchoolKit 已被成千上万的学生使用，其中包括华盛顿特

区的所有中学。这款应用基于卡罗尔·德韦克对成长型思维的研

究 14。 

 

 

提供实时反馈 

基于技术的形成性评价可以提供实时的结果报告，使得利益相关

者能了解学生的优势和劣势，同时指导他们对评价数据进行有效的、

可操作的理解。与传统的评价相比，这样的评价能让教师更快地看到、

评价和回应学生。类似地，学习者和他们的家人也几乎可以实时地获

取这些信息。基于技术的总结性评价还促进了结果的更快转变。 

如今的一些基于技术的评价还提供比传统的甚至第一代在线评

价更丰富的反馈方法。某些形成性评价平台允许教师通过在线评论

（通过视频、音频或者文本）向学生提供反馈、参与在线聊天、直接

向家庭和学习者发送电子邮件反馈，并将学习者与额外的资源联系起

来以练习特定的技能或培养关键的理解。 

这些技术还可以提高反馈的效率，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关注最需

要的领域。例如，为了在经常关注的领域给予反馈，教师可以预先填

写一份作为评论的回复，这可以让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每个学生专属

的反馈领域。当作业延迟或者不完整时，也可以生成自动回复。尽管

这仍然是一项新兴的技术，但近年来，在自动评分的文章中出现了一

些进步，这可能使它成为生成及时反馈的更有力的工具。 

 

提高可访问性 

基于 UD 的技术进步以及与 UDL 相结合的系统使得评价对于更

多学生来说更容易进行并且更加有效，包括那些具有多种能力和会多

门语言的学生。这些进步使得更多的学生获得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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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功能包括增加字体大小和改变颜色对比度、文本-语音转

换、双语词典、词汇表等等。这些特点可以被嵌入到评价中并让学生

能够使用，这取决于评价的内容和确定的学习者需求。基于技术的评

价中嵌入的无缝访问特性减少了对单个学生进行额外支持的需求，这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额外的相似的好处。 

 

类似地，辅助技术如文本转换为语音、备用响应系统和可刷新的

布莱叶盲文支持残疾学生进行学习。这些技术不断进步，使得学生能

够以一些方式与数字学习资源进行交互，而这些方式用标准的基于打

印的评价是无法实现的。当辅助技术和评价有效地相互作用时，学生

就能更好地展示他们所学的知识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 

 

适应学习者的能力和知识 

计算机自适应性测试已经提高了准确评价学生知识的能力，并且

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跨课程的测试，这比以往必要的时间缩短了很

多。计算机自适应性测试根据学生的回答，使用算法来调整评价的难

度。例如，如果学生正确回答了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

挑战性稍微大一点的问题；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或她就会得到另外

一个以不同方式呈现知识的机会。 

 

由于适应性测试的目标内容和测试项目与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

相一致，因此这种适应性会在一个显著缩短的时间段内为所有学生评

出更精确的分数。在传统的纸笔测试中，达到同样的精确度要求学生

回答更多的问题，潜在地影响了教学时间。展望未来，这些评价可以

从增加的互动操作能力中受益，这样一来，这些自适应性测试的数据

就可以被拉到一个集中的仪表盘上，从而对学生的表现有更全面的了

解。 

 

将评价嵌入学习过程 

嵌入式评价被直接编入学生进行的学习活动中。这些评价可能是

技术驱动的，也可能仅仅是有效教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出现在数字

化的学习工具和游戏中。它们在教学过程中通常是不可见的，因为它

们被嵌入到常规的课堂活动中。嵌入式评价有可能对诊断和支持的目

的有帮助，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为什么学生在掌握概念方面有困难，

并提供了如何个性化反馈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见解。15 

 

基于游戏的评价旨在利用视频游戏设计与下一代学习和评价之

间的相似之处。16 最近的研究集中在数字化学习可以支持形成性评价

实践的有希望的方式上，17，18 包括诸如注释工具和指示板之类的整

体特性。通过这些方式，游戏可以发现关于学生学习成果更精确的结

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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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生的兴趣：游戏与评价 

GlassLab 开发并支持具有高人气的游戏，通过开发游戏、开展

研究和构建基础设施来降低新开发人员的入门成本，从而使学习得

以实现。例如，GlassLab 已经进行了多项研究，调查游戏作为学习

和进行低调评价的工具所产生的效果。 

 

经常玩 GlassLab 游戏的学生称，他们在游戏中遇到有挑战性

的学业内容时能坚持下来，并且他们在自己的学习中有主人翁意识。

SimCityEDU：Pollution Challenge!，作为 GlassLab 的数字游戏之一，

为教师提供工具和内容让学生参与到世界各国面临的现实挑战中

去。该游戏的重点是各国减少对煤炭等廉价、污染性资源的依赖，

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在 SimCityEDU：Pollution Challenge!中，学生们扮演一个城市

市长的角色，该市长面对着日益严重的污染和日益萎缩的经济问题。

在学习经济和环境是如何影响彼此的同时，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理解复杂系统中人际关系的能力也能得到评价。GlassLab 评价系

统通过记录学生活动来收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容易观察到的解

决问题和系统思维能力的证据。为了增加教师的使用便利性和丰富

师生之间的互动，游戏还包括课程计划、教师和学生的指示板以及

学生的数据报告。 

 

嵌入式评价：理解中学生对物理概念的认识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麦克和埃菲坎贝尔泰纳的教育学讲席教授

瓦莱莉·舒特正在研究视频游戏对学习的影响，其核心是对嵌入式

评价的未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舒特和中学生们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让学生们玩一个相对简

单的视频游戏：Newton’s Playground 来关注对物理概念的习得和嵌

入式评价。玩家通过一系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二维环境将球引到

一个气球上，这些环境包括斜坡、钟摆、杠杆和弹簧板的放置及操

控。在进行一项传统的预测试并回答一份背景问卷以评价之前的知

识后，学生们在 6 节课的时间里玩了这个游戏 — 总共约 4 小时 

— 然后在结束时完成一项传统测验。 

Newton’s Playground 会在学生玩游戏时生成详细的日志文件，

采集花在这一关的时间、重玩本关的次数、解决方案中使用的道具

总数、解决方案是否最终有效以及球的运行轨迹等数据。每一个数

据点都提供了一些信息，游戏用这些信息来推断每个学生在游戏中

的表现并评价学生对正在学习的物理概念的理解情况。 

在分析游戏前和游戏后的测试数据、游戏日志文件和背景调查

问卷的基础上，舒特和参与者们展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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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游戏的学生提高了他们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 游戏参与度高的学生比那些不太投入游戏的学生能学到更

多。 

· 视频游戏中嵌入的评价可以用来替代传统的课堂评价。 

舒特的研究彰显了嵌入式评价的潜力，该评价在帮助学生

获得和展示重要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20 

 

 

评价正在进行的学习 

技术为学生提供了多种途径创建整个学年可评价的工作。为了展

示他们的理解程度，学生们可以制作多媒体作品，开设网站来组织和

分析信息，并设计交互式的演示来作为被评价的产品。通过这些途径，

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如何在规定的类别中获取和理解信息。对于需要单

独安排的学生，技术的进步使其能够用相同概念或技能的其他表达方

式来进行动态的、个性化的展示和评价。例如，可以通过 Diagram 

Center 的工作为图像提供可选文本，以使具有阅读障碍的学习者可以

看到图形。 

展望未来，越来越复杂的技术驱动的评价将使更强大的个性化学

习得以实现，很可能会加速从基于时间的学习向以能力为基础的学习

的转变。 

技术评价下的未来 

尽管这个过程通常具有挑战性，但基于技术评价下的过渡正在进

行中。这些评价将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如下方式继续完善。 

持续改进的评价 

传统的纸笔测试，甚至是第一代基于技术的评价，通常只按照设

定的时间表进行审查和更新，且通常是由打印和分发周期驱动的，而

不是在测试项目需要更新的时候进行审查和更新。在线递送的评价使

得测试项目可以被持续改进。 

综合性的学习和评价系统 

技术有潜力将与学生进步的脱节的评价转变成一个可整合评价

和个性化教学的系统，以满足学习者的需要。技术可以更全面地整合

学生的课堂体验、家庭作业以及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价，所有这些都与

学术标准紧密相关。在线学习平台可以显示减少作业的效果、目标的

进展，以及与导师和老师沟通的渠道。 

我们同样应该期待见证整合的系统，让学生和教师有更加无缝的

学习过程。随着学生在个性化学习道路上的进步，当他们准备好展示

对特定技能和内容掌握时，他们将会被评价，而不是在日历显示有测

试日期时被评价。同时，我们有责任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高标准，

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体验。确保公平的同时提供加速发展的个性

化教学，是评价中对于技术提出的最大挑战和机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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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并恰当地使用数据 

 

为了实现跨学生系统共享数据的愿景，我们需要解决几个挑战。

在技术方面，建立多级评价系统的强大障碍是在多个学生数据系统并

行运行，加上不同的数据格式，以及跨系统互操作性缺乏的背景下产

生的。如今的学生和程序数据在不同层次以不同的数量被收集，来满

足教育系统的不同需求。国家数据系统通常提供宏观解决方案，机构

级别的绩效管理系统提供微观解决方案，而由嵌入式评价生成的学生

数据则形成纳米级解决方案。提供通过所有这些系统所收集的有意义

的、可操作的信息，将需要就共享数据的技术格式达成协议，同时也

要关注学生的隐私和安全。 

 

为了帮助克服这些挑战，美国教育部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一直在

领导着共同教育数据标准（CEDS）倡议，这是一项全国性的合作努

力工作，旨在开发自愿的、共同的数据。CEDS 倡议的目标是帮助国

家和地方教育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一起合作确定组织间常见的一组

最小集关键数据元素，并在定义、业务规则和技术规范方面达成一致，

以提高共享这些元素的可比性和能力。（注：第 5 版于 2015 年 1 月

发布。） 

有关保护学生数据和隐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5 部分：基础设

施。 

 

能够可视化的学习指示板 

虽然支持实时反馈的系统可以加强教师和学习者对学习目标的

理解，但如果在一个易于访问的地方提供反馈，反馈就更有价值。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将发生在数字工具和平台之间的关于学习

的信息进行关联。 

 

学习指示板将来自评价、学习工具、教师观察和其他来源的信息

整合到一起，实时提供令人信服的、全面的学生进步的视觉表征。学

习者的出勤数据、讲师的反馈、总结性评价数据和其他有用的信息都

能以不同形式提供给利益相关者。学习指示板可以在易于理解的图形

界面中显示这些数据。 

 

这些指示板还可以提供关于资源的建议，以帮助学生继续学习进

度并帮助确定有偏离轨道风险甚至辍学的学生。在更大的教育系统中，

这些指示板可以帮助教师在全部时间内追踪学习者的表现，以及监控

学生群体以确定公平、机会和成就差距的变化。尽管教师指示板已经

变得非常普遍，但学生和家庭指示板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帮助学生掌

控自己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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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习公开展示：顶峰公立学校的学生指示板个性化学习 

每天早上，顶峰公立学校的学生们通过使用他们的设备来连

接其个性化学习计划（PLP）。在这里，学生们可以在同一个地

方了解他们短期和长期的项目见解、完成项目所需的材料，以及

及时的形成性反馈来改善他们的个人学习。使用颜色编码系统使

每个项目都与相关的内容知识标准相关联，学生们可以看到他们

朝着这些标准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他们需要进行更多练习的领域。

顶峰公立学校邀请了其他 19 所学校参加一个名为“顶峰大本营”

的项目，以此来试验个性化学习计划。合作机构的教师有机会深

入了解个性化学习计划的能力，他们还将拥有额外的资源在自己

的学校建立个性化的学习环境。 

这种自动化的反馈和工作管理系统使学生能够更容易地进

行学习并掌控自己的进度，让教师能花更多的时间教学，而不在

管理和组织任务上费时过多。顶峰公立学校的一名老师伊丽莎

白·道吉特说：“很难追踪我的学生在实现学习目标的过程中取得

了什么进展，并给予他们及时的反馈。”他还说：“通常，我会在

周末把学生的作业带回家，但是当我完成给所有人的反馈时，对

他们来说，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已经太迟了。”21 

有了个性化学习计划这一系统，学生们可以实时地得到他们

需要的形成性反馈，而他们的老师，例如道吉特，能够更有效地

计划和进行差异化教学，从而让其所有学生的学习更为顺利。学

生们也从个性化学习计划的层面受益。教师已经注意到这些计划

是如何促进学生组织和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学生们应该及时

获得所需要的，我们提供资源，这样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顶

峰公立学校的前首席信息官乔恩·迪恩说。。22 

道吉特总结了实施个性化学习计划的效果，她说：“这让学

生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容易。这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老师，也使他

们成为更加成功的学生。”23 

共同的技能标准集 

随着我们向个性化学习转变，越来越需要一套共同的技能标准。

微证书的开发是解决这种需求的一种方法，它通过在开发这些能力时

创建一种共享的语言和系统来实现成功交流。 

微证书，通常被称为徽章，主要指针对某种单一能力的掌握，而

且比文凭、学位或证书更加突出重点、范围更精细。微证书的获得和

授予通常是由一种基于技术的系统所支持，这种系统使得在任何地方

的学生和评价者都能参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的这些活动。微证

书还使得学生掌握一门技能的证据具有便携性。获得徽章的学生作业

信息可以嵌入到元数据中，就像作业的标准能够反映徽章授予者的信

息一样。与其他数据系统一样，下一代微认证平台的一个关键目标是

与其他教育信息系统的互操作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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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数字读写技能：分配微证书 

“学习时代”与纽约教育局高等教育预备办公室合作，开发了

一种数字化学习课程——DIG/IT，当转校生学校的（第二次高中

机会）学生在制定自己的大学、职业和生活规划时，它向他们介

绍了数字化读写技能。DIG/IT 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导向系统，它

专为授予徽章的社会学习而设计，使用基于挑战的任务和徽章来

识别四个领域的能力和积极行为：数字化公民、大学和职业探索、

金融素养和艺术、文化和游戏。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为一位家

庭成员或者他们生命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设计一种学习体验。 

在完成一系列相关的任务后，学生们会获得徽章，证明他们

已经获得切实的新技能。他们还会获得奖励徽章，用于在线和课

堂社区。当他们获得足够的奖励时，他们会“升级”并会继续因为

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他人而获得奖励。 

目前，纽约市有 36 所转校生学校正在使用 DIG/IT。最初的

试点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包括教师和学生积极的反馈，据说

学生在学校的参与度更高。学生在以 DIG/IT 为基础的课程中的

出勤率比不使用这种方法的课程要高。DIG/IT 项目将在未来两

年内推广到大约 50 所转校生学校，覆盖 5000 多名学生。 

自从 DIG/IT 开发以来，“学习时代”已经剥离出 Credly 业务

以便专注于以一种开发和便携的方式来获取、管理和分析数字证

书和徽章。Credly 拥有 6000 多个组织和他们各自的微认证方案。

BadgeOS 是建立渐进认证项目的开源环境，它已经被世界各地

的组织安装了三万多次并支持着数百万的学习者。 

 

 

 

教师们也可以从获得微证书的过程中受益，因为他们在整个职业

生涯中学习到的新技能能够获得认可。非赢利性组织，例如 Digital 

Promise 和 Friday Institute，已经建立了一个教师的微认证系统，并指

出教师的微认证可以鉴定、捕捉、识别和分享我们最优秀教师的实践。

支持者认为微证书是一种有前途的新兴职业发展战略。 

  

http://badgeos.org/


 

教育技术办公室 67  
 

建议 
 

 修改练习、政策和规章以确保隐私和信息的保护，同时启用一

个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持续收集和共享数据以不断改进学习和教

学。 

这不仅需要更好的系统互操作性标准，还需要提升教师和管理

人员的能力，以了解他们希望在学校和大学中建立的系统类型。此

外，他们还需了解应该从供应商那里得到的互操作性标准。这种能

力增加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应该是确保教育领导人对隐私和安全

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如何在学校或系统中解决这些问题，以及

如何就政策和程序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清晰的沟通。这一建议

的成果将得益于 CoSN、ISTE 和国家教育技术董事协会(SETDA)等

组织的参与和指导，这些组织已经在该领域获得了专业知识。 

 各个州、地区和其他机构应该设计、开发和实施学习指示板、

响应系统和通信路径，这些途径可以让学生、教师、家庭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得到关于学生成绩的及时和可执行的反馈，以提高学生成

绩，改善教师教学实践。 

这种工具的下一代应该能在平台和工具之间进行无缝集成，用

移动优先的思想来设计，并以 UD 和 UDL 原则为指导，以确保所

有利益相关者能够访问。尽管目前的产品和指示板包括一些在以前

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基础功能和特性，但是未来的迭代应该

建立在反馈和对话的前提下，允许学习者和家人讨论学习成果和证

据，并增加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代理和所有权。 

 创建一个集成的系统并使之生效，将其用于设计和实施有效、

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评价，能对 21 世纪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的复杂方面进行评价。 

由主要的测试协会提供的可互操作的形成性评价格式是重要

的第一步。然而，工作仍然是为了更多的教师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形

成性评价工具，并培养更多的能力来更好地评价认知和非认知技能。

展望未来，提高教师设计和部署有效且可靠的形成性评价的能力，

将需要当前的评价开发人员、教师准备计划、学校系统和研究人员

的共同努力。此外，学院和大学将从全系统的评价实践中受益，并

从确保所有教员对有效学习评价的设计和实施的关键原则和实践

有深入的了解中获益。 

 研究和开发应该用于探索模拟、协作环境、虚拟世界、游戏和

认知导师等嵌入式评价技术是如何在评价复杂技能时利用它们来

吸引和激励学习者的。 

尽管有些此类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各

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例如 GlassLab、Games for Change、iCivics、学

院、大学、非正式的学习空间、学校、慈善组织和研究机构，这些

组织对游戏机制如何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有深入的了解。这种协作

可以增加建立有效且吸引人的体验来支持学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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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设施 

允许访问和有效使用 

 

目标：所有学生和教师都可以在学习所需的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一

个强大且综合的基础设施。 

让学生们为未来的成功做好准备，这需要一个强大而灵活的学习

基础设施，能够支持新型的参与方式并让学生能够随时使用用于创造、

设计和探索的技术工具。支持转换学习体验的基础设施的基本组成部

分包括以下内容： 

· 无处不在的连接. 在学校内外都能持续连接高速因特网 

· 强大的学习设备. 可以使用将学习者和教师与互联网海量资

源相连接并促进沟通和协作的移动设备 

· 优质的数字化学习内容. 可以用来设计和传送极具吸引力及

相关学习体验的数字学习内容和工具 

· 负责的使用政策（RUPs）. 保护学生的指导方针，确保基础

设施被用于支持学习 

 

为学习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首先要理解目标和所期望的结果，

它们支持吸引人的赋权学习体验。当以学习目标为基础时，技术基础

设施的决策就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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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支持随时随地的学习 

 

     
 

 



 

教育技术办公室 71  
 

 

设定未来的目标：关于评价你当前处境的指导 

当他们开始制定一项全面的技术学习计划时，这些问题包含了许

多地区的重要考量。更详细的信息和指导可以在美国教育部的“未来预

备学校：为学习建立技术基础设施”中找到。 

· 你对技术基础设施所支持的学习有哪些设想？ 

· 哪些数字化学习内容、工具和资源将会被支持？ 

· 将支持多少设备？支持什么类型的设备？ 

· 教师需要什么样的专业发展才能精通数字化学习？ 

· 你们目前的网络容量是多少？ 

· 你们目前的物理基础设施状况如何？ 

· 有什么资源可以为这种转变提供资金？ 

 

开发一种可长期应用的方法：巴尔的摩郡公立学区（BCPS）技术学习

综合计划 

确保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公平有效的数字学习环境，且所有学生和

教师都有充分参与互联网学习所需的个人技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BCPS 已经开发并正在实施“学生和教师到达明天（S.T.A.T.）”计划。

S.T.A.T.是一项为 BCPS 改革的多年计划，包括以下八项改变： 

1.  课程。BCPS 的教师正在创建一个数字化的增强课程，该课程将重

新定义如何在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学习环境中进行教学，同

时提高人们的期望并更加重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2.  教学。所有的 BCPS 教师都将促进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技术

的学习。BCPS One 是一个完全整合的技术平台，它汇集了学区的

所有项目和计划，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个单一的界面，让他们可

以访问混合的课程内容，包括用于教学和学习的数字资源。 

3.  评价。BCPS One 将使教师能够很容易地访问与课程一致的形成性

和总结性评价，同时还能查看全系统的图书，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实

时的访问权限。 

4.  组织发展。在该计划的 10 个试点灯塔学校中，仍将存在密集的工

作嵌入式专业学习机会，它们作为教师领导公司将教室变成学习

实验室的示范点。 

5.  基础设施。BCPS 目前正在通过向教学人员和学生发放移动设备来

更新其基础设施以支持 S.T.A.T.，并通过更新网络确保所有学校都

实现完全无线化。此外，BCPS 还与巴尔的摩县公共图书馆系统合

作，使学生能够在任何县图书馆中访问 BCPS 网络。 

6.  政策。目前 BCPS 政策正在进行审查和修订，以反映语言的系统性

变化，强调赋予学生和员工在赋权规则方面的权力。 

7.  预算。在 BCPS 中，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让学生为大学、职

业和生活做好准备而进行的重要且必要的改革需要大量的金融投

资。 

8.  沟通。BCPS 通过几个通信渠道提供有关 S.T.A.T.的信息，其中包

括地区和学校网站、时事新闻、社交媒体、BCPS 电视台和家长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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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发布了 2014

年中期评价，评价了 S.T.A.T.计划对 10 所试行灯塔学校的影响。尽管

该报告包含了早期的基线数据，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学校正开始体现

S.T.A.T.的目标。 

 

快速发展计划：温哥华公立学校的技术实施 

2013 年，在一次由负责人史蒂夫韦伯领导的社区外展和宣

传活动之后，温哥华公立学区的选民们通过了一项价值 2400 万

美元的技术征税，该学区在华盛顿的温哥华为超过 2.3 万名学

生提供服务。这项税收减轻了实施数字化学习的最大挑战之一，

即如何为它买单。它还向地区施压，要求其制定并执行一项将

很快产生影响的计划。 

正如一位老师所言，学区迅速从“完全模拟，为学生在投影

仪幻灯片上创建笔记页面，到所有教师的笔记本电脑，到今天

为每位学生和教师都配备一台平板电脑的技术部署。” 

实施的核心是公平和卓越的理念。从一开始，该学区就将

科技视为缩小高需求低服务水平学生群体与历史上表现较好的

学生之间的成就差异的一种手段。 

为每个学生配备一台平板电脑是受学生的学习需求所促使

的。实施计划的关键是很多目前正在某些选定的学校进行的试

点项目，重点是满足不同人群的独特需求。英语学习者接受了

设备和其他配有翻译及语言开发软件的数字化工具。 

为了将学习延伸到学校范围之外并填补温哥华的社区和家

庭之间的数字化鸿沟，该学区还配备了有无线互联网的校车，

并在社区中心和诸如社区教堂的其他目标社区位置开设了热点。 

 

 

无处不在的连接 

可靠的连接，如同水和电，是建设高效学习环境的基础。学生和

老师在不能对互联网进行持续可靠访问的情况下是无法利用这些机

会进行全球性联系和参与的，也同样无法利用优质的学习资源。此外，

美国教育部的民权办公室于 2014 年 10 月发表了一封题为“亲爱的同

事”的信，其中包括作为美国学校内部获取公平访问权限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技术获取。 

 

在学校的网络连接 

2013 年，白宫为全国 99%的学生设定了一个目标，即每 1000 名

学生至少有 100 兆每秒的联网速度，到 2018 年，目标速度将达到每

秒 1 千兆。近年来，联邦、州和地方机构所做的努力朝着这个目标迈

进了一大步。2014 年，电子化率计划的现代化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

额外资金，以帮助各地区提高互联网连接和接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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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史无前例的可用资源，但许多学校和

地区仍有大量重要的工作要做。正如前面提到的，2016 年的学校网

络联盟（CoSN）年度电子化率和基础设施调查发现，81%的学校系统

已经达到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短期目标，即每 1000 个学生的互联网

带宽为 100 兆，剩下还有 19%的学校需要互联网接入。尽管我们离实

现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这是 2013 年以来的一次显著改善，2013 年

只有 19%的学校达到了目标。2 像 EducationSuperHighway 和 CoSN

这样的组织致力于在整个过渡过程中支持学校。 

 

在家的网络连接 

在学校上课的时间结束了，但学习不会停止，数字化学习资源也

依然可以获取。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在美国大约有 55%

的低收入家庭中 10 岁以下的孩子在家里无法上网。3 

 
 

终身学习图表是根据“知识共享属性─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3.0”来授权的。（生命中心：Stevens,R.Bransford，J&Stevens,A.，2005） 

 

基于这些统计数据以及对用在学校之外时间的考虑，已经引起了

人们对家庭网络连接速度慢或在家不能上网的学生（这一问题在农村

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社区中有着不成比例的普遍性）和那些家里有足

够网速的学生之间“家庭作业差距”的担忧。他们还相信，如果我们要

避免在无法联网的家庭中加剧已有的不平等现象，那么学生在家能联

网是 21 世纪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给他们一些物质

方面的好东西。4 

教育领导者应该努力确保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时候能够连接到网

络和设备，这样他们就能充分体验到优质的联网学习。为了支持学校

的这一努力，像 EveryoneOn 这样的组织致力于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高

补贴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此外，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 2015 年启

动了 ConnetHome，重点是将高速互联网引入低收入社区，让每个人

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日益互联的社会中。 

 

 

 

 

 

 

 

 

 

 

 

 

 

 

 

 

 

 

 

 

 

 

 

 

 

 

 

 

 

 CONNETHOME 

互联居 
ConnetHome 是美国住房和

城市发展部的一个项目，其重

点是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接入

高速互联网。这个试点项目于

2015 年夏天在 27 个城市和一

个部落国家启动，旨在为成千

上万的公共住房家庭提供高速

互联网接入服务。作为该计划

的一部分，互联网服务供应

商、非赢利性组织和私营企业

将为廉租房居民提供宽带接

入、技术培训、数字扫盲计划

和设备。5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connecthome.hud.gov/ 

  

http://educationsuperhighway.org/
http://cosn.org/
http://cosn.org/
http://connecthome.hu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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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最贫困的社区能够接通网络：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切拉谷地 

当科切拉山谷联合学区决定实施一项通过技术改造学习的计划

时，该计划的设计者很快意识到全天候的高速互联网接入对于在学校

内外创造互联的学习机会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该地区具有广泛

的社会经济多样性，实现互联网公平是一项挑战。 

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学区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滨河县，为科切拉

市、热社区、迪诺市的部分地区和帝国县的萨尔顿市提供服务，共 25

所学校，超过 1.8 万名学生。当地的有线电视公司拒绝在该地区或当

地的移动家庭公园内使用印第安人保护区的光纤，这使得该地区的一

些最需要网络的学生在放学之后只能从外面张望。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该学区配备了 100 辆带有无线网络路由器的

校车，并配备了车顶太阳能电池板进行供电。这使得学生在上学和放

学的路上可以上网，同时去参加体育活动和课外活动时也能上网。此

外，在夜间，配有 Wi-Fi 的车队停在了该地区一些最贫困的地方，使

得学生几乎可以随时随地接入高速互联网。 

这项倡议并非毫无挑战。领导阶层需要来自社区和教师工会的支

持，而教师工会的成员从相同的普通基金中获得工资和福利。社区领

导人通过频繁外联获得社区支持，包括委员会会议和焦点小组，以及

与各个社区成员直接对话或者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负责人达瑞尔·亚

当斯专注于在每个人对于该学区学生殷切希望的成功愿景和实现这

一愿景的具体方法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受这一项目的成功的鼓舞，科切拉谷地现在有了一个长期计划，

让该地区成为其自己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再依赖商业电信公司。 

 

为新社区接入宽带：俄克拉荷马州乔克托族部落地区进行了公私合作 

由于安装和维护高速互联网连接所需的基础设施成本高昂，许多

人口稀少的地区无法接入互联网，从而扩大了农村人口的数字化鸿沟。

乔克托族部落地区已经示范了私人企业如何通过拨款、贷款和捐款等

方式来为那些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社区提供至关重要的互联网接入服

务。 

在 2009 至 2010 年， Pine Telephone，这家在俄克拉荷马州东南

部提供语音、视频、手机、长途电话和高速宽带服务的供应商申请并

获得了 4 项美国复苏和再投资奖金，共计 5600 万美元，用于建设基

础设施来为被乔克托族居住地环绕的 10 个没有网络的县提供互联网

接入服务。6 

在获得这项投资之前，乔托族部落地区缺乏可靠的宽带服务。

低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 8.3 至 19.7 人)、高贫困率(25%的人口处于

贫困线以下)以及崎岖的地形使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变得非常具有

挑战性。部署宽带的启动成本意味着宽带服务仅限于具有商业利益

的地区。7 

如今，超过 1700 名客户都可以通过光纤和无线网络连接到高速

网络，就像 Pine Telephone 服务区的每一所学校一样。有一个学区，

断弓学区，已经能够使用数字设备、在线教学计划以及附加的在线

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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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长可以在线获取出勤、作业和考试成绩的记录，断弓学区
的家庭参与度得到了改善。网络连接也使乔克托族居住人能够多路传
送教育视频，并从一个中央位置共享部落领袖的信息。例如，在乔克
托族内，除了几所大学之外，乔克托语言学校现在为大约 14 个早教
项目和 35 所高中提供远程教育课程。 

 

随处可用服务：德克萨斯图书馆实现全面数字化 

位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全数字公共图书馆——

BiblioTech 的图书管理员对如何利用他们的数字化现状来更好地服务
当地社区很感兴趣，在那里，那些能够上网的人和无法上网的人之间
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BiblioTech 被公认为是德克萨斯的一家州立图书馆，它的运作是
基于这样的理念：“如果能在任何地方开设数字图书馆，那么它就应
该无处不在。”9在一个 78%的图书馆用户家里无法上网的地区，图书
馆已经向当地学区内最迫切需要的 5 所学校分发了 10 台电子阅读设
备。学校很快就认识到这些资源的价值，并将它们作为学校图书馆藏
书的一部分，匹配或超过了电子阅读器的数量。 

在 BiblioTech 的物理空间内，用户可以找到可租借的电子书阅读
器、供研究和阅读使用的电脑，为年纪较小的读者提供的故事时间以
及通过与其他地方组织的合作而开设的社区教育课程。由于所有的内
容都存储在图书馆流通使用的电子阅读设备上，图书管理员们现在花
时间来帮助读者获取信息、资源和内容。 

此外，由于 BiblioTech 的分馆只需要 2100 平方英尺的空间，图
书馆就可以在当地公共住宅开发项目中共置，从而将资源和网络连接
提供给用户，如果没有分馆，这些用户就可能无法获取图书馆的藏书。
BiblioTech 于 2013 年 9 月开放，其外联团队正努力在 14 个当地学区
的每一所学校进行社区演示。 

 

确保网络进入所有空间：印第安纳州允许被监禁的青少年上网学习 

被监禁的青少年就读的学校通常无法上网，这使得老师们很难使
用数字化学习材料。同样地，学生无法接触到海量的数字学习体验和
资源，而这些资源对其他学生来说可用性越来越大。 

试图通过提供仅教师有权限访问的互联网支持的交互式白板来
解决这一问题只是一种折中方案，因为从少管所发出的互联网协议地
址仍然无法访问许多互联网站点。 

2014 年 6 月，美国教育部和美国司法部对州教育部门和州青少
年司法机构发布了一封信，信上说被监禁的青少年需要和那些没有案
底的同龄人一样享受相同的受教育机会。10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印第安纳州与美国监狱数据系统公司接触，
来确定它通过安全无线平板电脑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否会在印第
安纳州的青少年矫正系统中起作用，这家公司位于纽约市，专门提供
一个私人网络的公共福利公司。数字内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全无线
连接传输的。学生们无法获取互联网上的内容；相反，经过批准的内
容通过安全连接被传送给学生。 

印第安纳州矫正部与奥克兰城市大学合作实施了一个试点项目，
即在位于印第安纳州麦迪逊的麦迪逊青少年惩教中心使用美国监狱
数据系统安全无线平板电脑。少管所的每个女孩都会收到一个平板电
脑，可以在上课时间和下课之后使用。这个试点项目还包括了 10 台
供娱乐的平板电脑，里面装有电影、游戏和音乐，用来奖励那些达到
行为目标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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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始于 2014 年 9 月下旬，目前取得了乐观的结果，包

括减少了在生活区发生的负面事件数量，减少了人们的抱怨和

宣泄行为，这些结果是由于学生能够将容易监测到的信息发送

给成人，他们对通过平板电脑访问内容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女

孩们的空闲时间减少了。 

 

 

强大的学习设备 

任何利用移动学习设备和资源的努力都依赖于高速的网络连接。

选择合适的设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年龄、个人学习需求以及课

堂或课后的学习活动类型。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合适的学习设备。美

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OET)于 2014 年 11 月发布了《未来好学校：

为学习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以此帮助学校和学区在建立技术系统支

持学习的同时考虑设备购买和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 

 

谨慎携带自己的设备(BYOD)或自带技术(BYOT) 

许多学校都有 BYOD 或 BYOT 政策，允许学生在学校使用他们

自己的移动设备。尽管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学校使用 BYOD 作为

确保学生拥有设备的主要方法，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些严重的数字化公

平性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贫富不均。获取数字学习资源的能力不成比例地被分配给那些家

庭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设备的学生。这将使得技术能够缩小的差距扩大。

这种情况还可能引起法律上的担忧，因为人们都期望学校为所有学生

提供免费教育。 

教学负担。对于教师来说，当他们必须支持多种平台和设备类型

时，管理学习体验和活动是非常困难的，而某些活动可能与某些设备

是不兼容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可能会以牺牲更有效的学习体验

为代价而回到最低标准的活动中，而这些活动是在比较旧的、不那么

健全的设备上进行的。 

隐私和安全。学生拥有的设备对于存储他们的学习数据可能没有适当

的保护措施。此外，个人的设备可能没有提供有效评价所需的安全特

性。 

优质的数字化学习内容 

学校和大学需要确保学生能够接触到各种高质量的数字化学习

材料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学习。掌握和分享数字化学习内容的能力

是强大的学习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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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PEN 

2015 年 10 月，教育技术办公室推出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

#GoOpen，鼓励各州、学区和教师使用得到公开许可的教育材料

来改革教学和学习。公开许可的教育资源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增

加在美国获取高质量教育机会的权利。使用公开许可的教育材

料，使学区能够为教师赋权，并将一部分投入到静态教科书上的

资金改投到其他有迫切需要的方面，例如投资于数字化学习的

过渡。在 2017 年 1 月，有超过 100 个学区和 19 个州承诺支持

所在地区的学校使用高质量的、公开授权的教育资源。 

2016 年 2 月，教育部组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

#GoOpen 开放交流活动，各学区共享最佳范例，几个州启动了

全州范围内的倡议，支持各学区向开放许可的教育机构转型。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了#GoOpen 学区启动数据包，这是第

一个将公开授权的教育资源作为该地区课程计划的一部分进行

战略采纳和维护的指南。最终，在 2016 年 7 月，OET 为#GoOpen

学区开启了#GoOpen 区域峰会，主办和组织区域峰会并促进分

享最佳范例和战略。2016 年举行了三次峰会，有代表 80 多个地

区的 425 人参与。计划在 2017 年春夏举行另外 5 次峰会。 

 

 

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 

大规模提供优质数字化学习素材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使用有开

放许可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使用、修改和共享，而无需支付

任何许可费，也无需请求许可。用于这一目的的开放许可是由Creative 

Commons 等组织创建的，作为学习资源。有许多开放许可类型的软

件可以使用，例如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和其他被开放源代码促进会

和免费软件基金会认证的软件。美国每年花费大约 80 亿美元购买商

业学习资源是一个很周全的考虑。11 仅仅为了一个主题而更换一本教

科书，就可以腾出数万美元用于其他用途。 

除了节约成本，还有其他的好处。公开授权的素材比传统教科书

更准确，因为它们可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公开授权的素材

还允许教师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和专业知识，这样他们就可以量身定做

学习材料来满足学生的需要。 

19 个州已经承诺提供全州范围内的资料库，以帮助教师访问、

管理、改进和共享公开授权的学习资源。此外，美国教育部联邦技术

基金“亲爱的同事”信中还提到，第二种基金可以用来帮助教师创建、

使用和共享公开授权的数字学习资源。美国教育部在 2016 年 10 月

发布的指导意见中，学生支持和充实(SSAE)基金也可能被用于类似

的目的。12 

像伊利诺伊开放教育资源、CK-12.org、SkillsCommons.org和OER 

Commons 等平台和组织是专门为教师设计的，帮助他们为学生找到

开放的内容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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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使它成为现实：科罗纳多联合学区 

科罗纳多联合学区已经使用了有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在四年

时间里创建了核心和补充性的教学材料。该学区发现，开发优质的

资源需要一支志同道合的、有积极性的教师队伍，还需要投入时间

将资源管理和修订为可用的教学工具。幸运的是，该学区有老师愿

意做这项繁琐的工作。教师的贡献包括创建资源，将它们整合到现

有的教学材料中，并每年对其进行更新。该地区为做这项工作的老

师提供了酬劳，开放资源专家估计，这些酬劳只占采用静态、传统

资源成本的三分之一。 

除了经济奖励之外，对编写有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的老师还有
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在与标准、评价、示范性指导实践及编制材
料的部门级或年级组成员间相一致的资源评价中所获得的专业成
长。 

该地区计划继续推广资源的使用，将其作为向教师提供最新的
教学材料和专业发展的一种手段。 

 

开放意味着对每个人开放：玛丽华盛顿大学 DS106 

作为一门关于数字化讲故事的在线课程，ds106 超越了大多数
慕课的实用性，成为了一个在多个平台、多个媒介上都可以使用的
学习体验。该课程是玛丽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目录的一部分，但
ds106 随时随地向所有人开放。 

ds106 的参与者共同学习并共同创建自己的数字故事，同时参
与对话，讨论我们通过视频、音频、社交媒体和艺术作品进行彼此
交流的方式。这门课程被描述为“部分讲故事的工作室，部分是技
术培训，最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对数字景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
它不断地调节我们如何与他人交流。”13 

在 15 周的时间里，ds106 参与者完成了多个平台（Twitter、

YouTube、Instagram、WordPress 等）的任务，创建了他们自己的

领域、网络状态和数字故事，以及探索数字媒体在网络传播中的作

用。材料和学习完全符合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如果这门课的一部分

是无趣的，那么学生可以随时进入和退出，使得 ds106 的参与者们

能够培养自己的学习方式。 

到目前为止，学生们已经创建了 800 多个作业集，托管在他们

自己的网站上，并收集在 ds106 网站上的一个可搜索作业库中。学

生可以浏览或搜索作业库，添加他们自己的作业，或者选择通过一

个叫做“ Remix Machine”的工具来重新组合现有的作业。 

 

尽责使用政策（RUP） 

拥有互联网连接和设备接入的地区也应制定政策，以促进尽责使用

和保护学生隐私。RUP 是父母、学生和学校人员之间签订的一份书面协

议，它概述了尽责使用的条款和误用的后果。有效的 RUPs 创造了一个

机会，让学生在学校里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这将帮助他们在一个互

联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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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RUPs 通常涵盖的主题包括学生如何在数字空间中相互交流

的预期、学生通过学区提供的设备和学校网络能访问和不能访问的资源、

在使用技术学习时的学术诚信标准。这些政策还可以概述学校和系统协

议，以了解学生数据和信息的使用情况。通常情况下，家长们承认他们

的孩子同意基本的关怀和责任指导，学生还签署了一份协议，同意遵守

管理互联网使用和在线行为的规定。 

RUPs 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学生、家长和学区工作人员都

可以轻松读懂。技术还可以帮助将这些政策转换为其他语言，从而架起

一座沟通的桥梁，否则有些家庭可能无法阅读。如果使用设备的政策和

程序过于严格，它们往往会产生计划之外的负面后果，比如合法的教育

资源无法被获取。欲了解起草 RUP时需要考虑的问题的其他更多信息，

请参阅美国教育部的《学生数据用户政策：一份备忘录》，或 CoSN 的

出版物《重新思考可接受的使用政策来促进学习：学区指南》 

在提供互联网接入或设备之前，设备管理、指导负责任的使用和保

护学生隐私的政策和程序均应该到位，并且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应对其有

所了解。《未来好学校：为学习建设技术基础设施》提供了广泛的指导，

指导学生如何适当地在学校使用因特网、学校提供的设备或个人设备，

或者在家使用学校提供的设备。 

除了互联网接入和设备使用，随着社交媒体在学习方面的日益普及，

各学区也应该考虑制定政策和指导方针，以确保社交媒体在学校得到安

全和富有成效的使用。 

此外，随着学生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各种网络设置和网络工具，学

区和学校应该采取措施强化这方面的意识，并告知学生、教职员工和家

庭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危险存在。同时，也要采取措施让学生了解负责任

的行为和尊重他人的行为，这是网络安全培训的一部分，还要解决网络

欺凌问题。 

 

保护学生数据和隐私 

学生数据的使用对于个性化学习和持续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参见第

4 部分：评价）。作为学生数据的管理者，教师要承担相应责任。学校

的官员、家庭和软件开发人员必须注意到数据隐私、保密性和安全措施

对学生的影响。学校和地区有义务告诉学生和家庭，学校或第三方（例

如在线教育服务供应商）正在收集什么类型的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将如何

被使用。在他们的计划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该确定政策是适当的，

这些政策关于谁能够获得学生数据以及学生和家庭了解他们在数据收

集方面的权利和责任。 

这些政策不仅要包括正式的在线教育服务的采用过程，还应该包括

非正式的使用，比如将应用程序下载到移动设备上，并同意点击。当用

户在使用应用程序或软件之前，需要点击一个按钮来接受服务提供商的

服务条款。有了这种点击确认的协议，接受服务条款的行为将使开发人

员和用户（在本例中，学校或地区）进入一种类似于签署合同的契约关

系。美国教育部通过隐私技术援助中心向学校和家庭提供处理隐私问题

的示范、培训和其他帮助。这些信息包括“在使用在线教育服务时保护学

生的隐私：要求和最佳实践”、“在使用在线教育服务时保护学生的隐私：

服务模式”和“发展学区隐私计划的清单”。 

 

 

 

  



 

教育技术办公室 80  
 

 

保护学生数据和隐私的关键联邦法律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FERPA）（20 U.S.C. § 1232g； 

34 CFR 第 99 部分）是一项联邦法律，规定父母有权监督和检查

他们孩子的教育记录，有权要求修改教育记录，对教育记录中个

人可识别信息的披露有一定的控制权。当一个学生年满 18 岁，

或在任何年龄进入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因此成为一名“合格的学

生”时，根据《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赋予其父母的权利将被移

交给学生。 

FEPA 通常要求家长或符合条件的学生在学校和学区可以从

学生的教育记录中披露个人身份信息之前，提供事先的书面同意，

除非申请例外。例如，当学校和学区使用在线教育服务时，他们

必须确保符合 FERPA 的要求。美国教育部发布了最佳实践指南，

以解决学生隐私和在线教育技术在课堂上使用的问题，可在
http://ptac.ed.gov/document/protecting-student-privacy-while-using-

online-educational-services 网站上找到。 

《学生权利保护修正案》（PPRA）是一项联邦法律。该法律

规定，作为美国教育部管理项目的一部分，在某些调查、分析和

评价中，可以从学生那里收集到哪些信息。例如，作为一项适用

计划的一部分，没有事先的书面同意，学生可能不需要进行任何

揭示关于八个受保护地区中的一个或更多的信息的调查、分析或

评价，包括但不限于行为态度以及非法的、反社会的、自证其罪

的或有损人格的行为。PPRA 还向地方教育机构提出了要求，规

定各机构在与家长协商例如收集、披露和使用来自学生的个人信

息用于市场营销、家长通知，以及管理学生的某些体检等问题时

制定和采纳政策的要求。 

关于 FERPA 和 PPRA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familypolicy.ed.gov/。关于 FERPA 或 PPRA 的一般问题可

以通过在该网站上点击“联系我们”或者直接登陆网址

http://familypolicy.ed.gov/content/questionscomments 提交给家庭

政策遵守办公室。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COPPA）（15 U.S.C. § 6501–

6505）13 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在线收集作出了规定。例如，在

开发人员可以从 13 岁以下的学生那里收集任何信息之前，需要

获得可证实的父母同意。负责执行 COPPA 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已

经表示，学校的官员可以以家长的资格行事，同意在学校为学生

提供在线教育课程以供学校使用和受益，而且不带其他商业目的。

通用的准则是允许软件公司在他们的项目中追踪学生，但是

COPPA 不允许他们在互联网上追踪这些学生。 

美国教育部发布了最佳实践指南，以解决与学生隐私和在

线教育技术在课堂上的使用相关的问题，可在
http://ptac.ed.gov/document/protecting-student-privacy-while-using-

online-educational-services 网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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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CIPA）（47 U.S.C. § 254）改进
了对学校或图书馆的一些要求，法案规定这些学校或图书馆可以
获得互联网接入的教育优惠折扣。学校和图书馆必须证明他们有
一个包括技术保护措施的互联网安全政策。这些保护措施必须能
阻止或过滤未成年人对互联网淫秽、色情或其他有害图片的访问，
学校也必须监控未成年人的网上活动。因为大多数学校都有教育
优惠基金，所以他们需要教育学生进行适当的在线行为，包括在
社交网站和聊天室里，以及让学生对网络欺凌有所了解。尤其是，
如果一个数字学习资源需要在学生之间展开交流，学校必须遵守
CIPA。 

《残疾人教育法》（IDEA）也包含了信息保密的条款，这些
条款依据 IDEA 的 B 部分保护由参加机构收集、维护或使用的教
育记录中的个人可识别信息。通常与 FERPA 一样，IDEA 的保密
条款要求获得事先书面同意，方能披露教育记录中包含的个人可
识别信息，除非有特殊的例外情况。请注意，IDEA 的 B 部分的
信息条款的保密性包含了一些 FERPA 的要求，但也包含了一些
与残疾儿童有关的条款。更多信息，请看美国教育部在 2014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 IDEA 和 FERPA 保密条款的附加指南，在
www.ed.gov/policy/gen/ guid/ptac/pdf/idea-ferpa.pdf 上可以看到。 

 

设备和网络管理 

许多学校都低估了人员配备和资源规划的重要性，即用于持续监
控、管理和维护网络基础设施。我们必须确保学生数据在安全的系统
中得到维护，以满足所有适用的联邦和州关于保护个人可识别信息的
要求。一项基础设施计划的关键要素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 网络管理和监控 

· 用户帮助台和技术支持 

· 设备和器材的维护及升级 

· 设备保险 

· 对未来需求和网络容量规划的估计 

· 数字化学习内容的授权费 

· 防火墙保护 

· 内容过滤 

· 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的保护 

· 安全过滤器 

· 网络冗余 

· 备份恢复计划 

· 用户网络安全教育 

· 使用开放标准来确保与其他学习网络的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随着教师和学生上网分别进行更多的教学和学习，他
们所依赖的系统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使得老师和学生很难对他们的学
习进展有全面的了解，也很难知道学生们的学习难点在哪里，这样老
师才能给予他们有效的支持。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这些挑战。例如，
来自 Digital Learning Now!的美国教育部技术采购指南建议利用行业
标准进行单点登录和数据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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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登录。可以开发应用程序和工具来进行单点登陆，让老师和

学生可以用一个密码登录他们所有的应用程序。一名使用多个程序和

工具每天教 6 个班学生的老师需要一种管理学习内容、出勤率、学生

进度和成绩的方法。学生和老师必须记录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

录到每个系统，这不仅浪费了时间，还带来了挫败感。此外，如果所

有不同的学习系统都无法识别学生身份，他们就不能帮助学校全面了

解该学生的学习。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需要使用单点登录的解决方案

使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一个登录凭证来访问他们的所有应用程序。许

多地区甚至正在从倾向于单点登录到强制使用单点登录转变。 

 

互通性系统。没有任何一款应用或工具能够满足每一位老师、学

生或家长可能需要的所有功能。让老师和学生可以无缝地使用多款应

用程序，其意义远远超过一次普通的登录。学生时间表或所修课程等

基本信息，可能需要从一个系统共享到另一个系统，以提供最佳的学

习体验。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在一个在线学习平台上演示了对一个新

概念的掌握，这可能会被反映在老师或家长用来追踪学生进度的应用

中。 

在教育中，Web服务的一种常见格式是学习工具互操作性标准。

IMS 全球学习联盟开发了这一标准，有关该规范的信息可以在其网站

上找到。这一标准允许学习管理系统与其他被学校批准使用的学习工

具和应用程序交换数据，从而让学生能够拥有无缝的学习体验，即使

他们使用的是不同开发人员开发的应用程序。 

 

数据互操作性和标准。无论您是通过现有的或自定义的应用程序

接口或通过数据导出选项来启用数据共享，为了使其有用，数据都需

要以一种通用的格式来呈现。例如，当在不同系统间传输学生数据时，

系统是使用“M”或“F”还是“male”或“female”来表示性别呢？这个字

段的名称应该是姓还是名字？如果我们要让学生无缝地使用不同的

学习应用程序，那么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已经

建立了数据互操作性框架，以确保数据以可用的格式呈现。除了前面

提到的 CEDS 之外，解决数据互操作性问题的现有框架、资源和组织

联盟还有以下例子： 

· 中小学互用性框架（SIF）是一种开放的数据共享规范，它包

含用于建模教育数据的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和用于共享机

构间数据的服务导向式架构。 

· 由 CoSN 开发的“教育互操作性标准：共同努力实现 K-12 企

业的战略连接”是教育领导者们更好地解决与构建支持学习

的技术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的初级读本。 

· 高等教育电子标准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旨在促进

数据交换标准的实现和使用。 

· 教育部无线网络联盟支持在教育工具之间建立公共数据标准。

它专注于向教师提供显示实时数据的指示板启动工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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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确保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能够宽带接入互联网并提供足够的

无线连接，特别关注校外访问的公平性。 
虽然网络连接本身不能确保技术的转化利用以促进学习，但

缺乏连接肯定会阻碍技术的转化利用。通过与联邦计划（如通过

FCC 的电子速率）合作，以及与非营利合作伙伴（如 CoSN、教

育超级高速公路、EveryoneOn 等）合作，国家、地区和高等院校

将能确保所有学生在任何地点都可随时使用技术支持的学习。 

 确保每个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至少有一个互联网接入设备以

及用于研究、通信、多媒体内容创建和校内、校外应用合作的合

适的软件和资源。 

只有学习者掌握完成这些活动所必需的工具，才能充分发挥

教育技术的潜力。国家和地区应确保这种设备采购具有可持续性，

并有一个设备更新计划。 

 支持开发和使用开放授权教育资源以促进创新，同时加速发

展和采纳新的开源的基于技术的工具和课程。 

类似于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州和华盛顿州正在进行的领先

的国家和地方的努力，正式和非正式领域的各级行政人员和政策

制定者，应该考虑使用这种公开许可的资源所固有的多样化的学

习途径和潜在的成本节约。 

 为基础设施建设起草持续性的计划，包括有线和无线接入的

升级以及设备更新计划和可持续资金来源，同时确保学生资料的

安全和保护。 

随着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努力弥合现有的数字鸿沟，他们同

时也应该起草升级所必要的基础设施计划，以满足增长的用户需

求以及使用不断发展的技术所需要的速度。这些计划应包括保护

学生资料的具体制度和策略，并与交叉利益相关群体一起起草，

包括资助可持续发展和可能的合作伙伴的特别考虑。 

 创建联通性、设备可用性和开放授权教育资源使用情况的规

划蓝图和数据库。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鸿沟，逐步弥合数字鸿沟，研究人员、

国家和地方官员以及地区行政人员应相互协调地工作，以测试学

校和家庭的连接速度，并识别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访问的设备的种

类和面向教育机构用户的设备比例。这种规划和数据库的建立将

使网络访问的不平等以及缓解这些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可视

化。此外，公开授权的学习材料的参与程度应作为衡量公平访问

进展和资源有效分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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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网络安全培训纳入学生、教师和家长在接受“尽责使用政

策”培训的一部分。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以及诱惑他们的手段正变得

越来越复杂。因为孩子经常使用学校内外的设备，网络安全应纳

入尽责使用政策和培训。教育部提供了几个资源来支持国家、学

校和地区： 

· 学校战备和应急管理（REMS）技术援助（TA）中心 

· 国家安全和支持性学习环境中心 

· StopBullyin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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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在是利用技术来促进和改进所有水平、所有地方以及所有背景

人士学习的最好时机。从电子速率的现代化到公开授权的教育资源的

扩散和采用，通过教育技术实现最好转化的关键因素已经实现。 

 

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管理人员以及教师培养和专业发展项

目应将这些工具和资源纳入其实践中。与家庭、研究人员、文化机构

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这些群体可以消除低效率，超越传统课

堂的阻碍，形成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以支持随时随地学习。 

 

虽然技术不能确保学习中的公平性和可访问性，但它有能力通过

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低阻碍。无论学习者的能力或地理位置如何，他们

都可以访问资源、经验、规划工具和信息，这些资源、经验、规划工

具和信息使他们能够获得上一代人以前无法想象的专业知识。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增加教育者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工具和数据

系统可以无缝集成，以提供有关学生学习进度的信息，超越了静态的

和过时的传统评价评分。学习仪表板和协作与沟通工具可以帮助轻松

连接教师和家庭。在从先进教师到学校、地区和州级行政人员的各个

层面的强大的视野和领导的指导下，这一切都变得更有可能。对于这

些角色，技术也可以实现更好的沟通效果、资源共享和改进实践，从

而使所有人拥有愿景，并致力于帮助系统中的每个人提高学习能力。 

 

现在我们拥有利用技术来支持学习并取得进展的巨大可能。 

 

 

 

挑战依然存在 

对于技术促进学习的所有可能性，当我们迎接其变革潜力时，也

会面临随之而来的挑战。随着设备和应用的增加，我们应该建立所有

的教育者对作为学生资料管理者而提供服务的理解和资格，以便限制

未拥有合法访问数据的人进行访问。我们还需要找到新的有创意的方

法来解决学习者家庭中的连接问题，以便学生在某一天离开学校时，

在学校的学习不会中断。 

 

当我们弥合全国学校和家庭的数字鸿沟时，我们也应该培养教

育者的能力，以要求学生参加新的技术转化的学习体验。这将需要

在教师休息室或教育工作者的课后专业发展中有更多的技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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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需要对教师培养单位进行系统性改变，使其更加密切地反映他们

培养教师候选人的标准和设置。 

如果我们希望在从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到整体的基础组成部分的

学习中加强技术的使用，教师培养计划与学区之间的这些合作伙伴关

系代表着我们希望在所有教育团体中建立的伙伴关系的类型。 

 

 

 

我们已开始行动 

如计划中的案例所示，全国各地的学校、组织和合作伙伴已经开

始从事应用实践的重要工作，通过技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事实

上，分享创新和经验教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并且聚集了利用

技术促进学习所需要的资源。从 NETP 到“Connected Educator Month”

到 LearningRegistry.org，从快速循环技术评价到教育创新集群：目前

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正在进行的工作具有远见卓识，并走在

致力于改善美国学习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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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第一部分：学习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开发和利用体现技术灵活性和
效力的学习资源，创建公平可及的学习生态系统，让所有学生随
时随地均可学习。  

无论是在创建内部学习资源、利用协作网络还是使用传统采
购程序，各机构应坚持利用资源并运用通用设计实践的学习体验，
以确保学习机会的可获取性和日益增加的公平性。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开发和利用采用技术体现学习
科学设计原理的学习资源。 

教育系统可以获取尖端的学习科学研究。但是，为了更好地

利用现有的研究文献，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将需要共同努力，
确定最有用的传播方法，便于将研究成果结合至教师的教学实践
中。 

 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应制定一个所有学习技术资源的
清单，并使其与预期的教育成果保持一致。利用该清单，他们应
记录所有学习者可能成为专业人士的途径，例如正式和非正式学
习的结合、混合学习以及远程学习。 

如果未对社区内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空间中可用的工具和资
源进行周详的清算，那么让学习者具备专业知识的优质途径只是
偶然。这将需要在从未考虑过计划此类教育途径的组织内增加容
量。为此，诸如 LRNG、蜂窝学习网络和教育创新集群之类的网
络可以作为利益交叉的相关方合作的模式，以便更好地将现有资

源运用于学习者的学习中，使其具备专业知识。 

 教育利益相关方应制定学习资源设计的无障碍标准，帮助教
育工作者选择和评价学习资源，从而实现学习体验的可获取性和
公平性 

无障碍资源是指原生数字化资源的作用，用于表达原生数字
化资料也能且应该是无障碍可获取的。如果制作人采用目前的行
业标准制作教材，该资料便立即可用。利用 UD 和 UDL 的原理
和研究基础，该标准将作为可获取设计中普遍接受的框架和语言，
并为供应商和第三方技术开发人员与各州、地区和高等教育机构
的互动提供指导。 

 有关学习科学领域的研究（关于人们是如何学习的科学研究）

还需加强，使技术在学校环境中得到更好地应用。 

这一方面的研究人员讨论了以下问题：如何更好地向学生提
供信息？什么学习策略可更好地增强记忆力？应该教授什么内
容以及如何教？关于人们如何学习可用于设计更加有效的教育
技术产品的基础知识，使其符合大脑运作方式。例如，赫什--帕
萨科（Hirsh-Pasek）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四个因素（主动式、投
入式、理解性和社会互动式学习）来识别潜在有效的教育应用的
学习科学框架。可以制定类似的框架来指导其他类型的有效教育
技术产品的开发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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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学 

 为岗前和在职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的学习经历，以提高他

们的数字化读写能力，并使他们能够创造激发别人学习兴趣的活

动，从而改善教学、评价和教学实践。 

为实现这一目标，师资培养项目、学校制度、州和当地的决

策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应为设计服务前和服务中的专业学习机会

的利益而联合起来，这些机会与国家标准中概述的技术预期相一

致，反映了学校里网络连接和设备使用情况的改善。技术不应该

与内容领域学习相分离，而应将其作为教师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来过渡和扩大职前和在职的培训。 

 使用技术为所有学习者在线提供可用的有效教学和更好的

学习机会，即使他们处在无法在线获取的地方，也要为他们提供

替代选择。 

这个目标需要借力于合作的组织、建立制度以及教师的能

力来利用免费和有开放许可的教育内容，例如那些通过“Learning 

Registry’s #GoOpen Node”（LearningRegistry.org）建立索引的内

容。适当的连通性将使得那些因为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或者

其他历史因素而处于教育劣势的学习者们能够更公平地获取资

源、教学、专业知识和学习途径。 

 培养一支能熟练运用在线和混合教学的师资队伍。 

我们的教育系统不断发现，传统学校里的在线学习机会和混

合学习模式有着明显的提高。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高等教育机

构、学区、课堂教育工作者以及研究人员需要一起确保从业人员

获得关于研究实践和当前信息的理解并充分利用新兴的在线技

术支持网络和混合场地的学习。 

 为大学教授及完成教师资格教育的候选人制定在有技术支

持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任教的通用技术能力预期指标。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必须确保当学生走进一个 PK-12 教室或

大学课堂时能遇到一个完全有能力利用技术来改变学习的老师

或辅导员。认证机构、倡议组织、国家政策制定者、管理员和教

育工作者必须在明确的共同预期背景下通力协作并就相关教育

者的能力进行认证审核，以有效地设计和实施技术辅助支持型学

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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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领导力 

 

 协同州、地区、大学和学校各个层面建立清晰的战略实施计

划，明确各层面是如何与技术相关联并在技术的支持下改进学习。 

州和地方当局特别适合了解他们当地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需

求和可获得的资源。广泛、协调的战略计划需要来自各方的承诺，

并且在跨组织边界上一致地协作。这些对话和联络需要积极的拥

护者，他们将致力于这一级别的工作，并能够利用现有的州和地

区会议来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 

 

 设定一个促进学习的技术使用共同愿景，在设立愿景过程中，

领导者广泛征集包括学生、教师、学生家长、技术专家和文化机

构相关人员在内的意见建议。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参与方都要负责执行一种使用技术来实

现学习的愿景，但是通过确保所有参与的利益相关团体都是愿景

设定过程的一部分，领导者将确保更好的社区支持，并确保建立

一个反映当地需求和目标的学习技术计划。 

 

 当关注于那些有可能被技术淘汰的资源和工作时，应当为可

持续性技术购买和开放许可内容利用而开发资金使用模式和计

划。 

领导者们不应该将技术视为支持学习的附加组件，而是应该

在整个学习系统中评价当前的系统和进程，并识别那些可以被现

有技术扩张和取代的技术。在规划过程中，他们还应该确定目前

在地区、学校或大学中还没有替代的系统和进程，并为之制定更

有效的解决方案设立目标。 

 

 组织各级各类教育领导者实践学习共同体，以帮助领导者设

立愿景，同时创造一个分享最新研究和在使用教育技术方面实践

经验的良性循环圈。 

在教育创新集群模式的基础上，国家、地区、大学和社区组

织的领导者们应该建立起一个有凝聚力的实践社区，让人们和网

络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以便共享最新的研究和有效地教育技术

实践。 
 



 

教育技术办公室 90  
 

第四部分：评价 

 

 修正练习、政策和规章以确保隐私和信息得到保护，同时启用

一个评价模型，利用该模型持续收集和共享数据以不断改进学习和

教学。 

这不仅需要更好的系统互操作性标准，还需要提高教师和管理

人员的能力，以了解他们希望在学校和大学中建立的系统类型。此

外，他们还需要了解从供应商那里得到的互操作性标准。这种能力

增加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确保教育领导人对隐私和安全问题有

明确的理解，如何在学校或系统中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就政策

和程序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清晰的沟通。这一建议的成果将得

益于 CoSN、ISTE 和国家教育技术董事协会(SETDA)等组织的参与

和指导，这些组织已经在这些领域具备了专业的知识。 

 各个州、地区和其他机构应该设计、开发和实施学习指示板、

响应系统和通信路径，这些途径可以让学生、教师、家庭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得到关于学生成绩的及时和可执行的反馈，以提高学生成

绩和教师教学实践。 

下一代这样的工具应该无缝地在平台和工具之间进行集成，用

移动优先的思想来设计，并以 UD 和 UDL 原则为指导，以确保所

有利益相关者能够访问。尽管目前的产品和指示板包括一些在以前

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基础功能和特性，但是未来的迭代应该

建立在反馈和对话的前提下，允许学习者和家人讨论学习成果和证

据，并增加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代理和所有权。 

 创建一个集成的系统并使之生效，将其用于设计和实施有效、

可靠和具有成本效益的评价，能对 21 世纪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的复杂方面进行评价。 

由主要的测试协会提供的可互操作的形成性评价格式是重要

的第一步。然而，工作仍然是为了更多的教师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形

成性评价工具，并培养更多的能力来更好地评价认知和非认知技能。

展望未来，提高教师设计和部署有效且可靠的形成性评价的能力，

将需要当前的评价开发人员、教师准备计划、学校系统和研究人员

的共同努力。此外，学院和大学将从全系统的评价实践中受益，并

从确保所有教员对有效学习评价的设计和实施的关键原则和实践

有深入的了解中获益。 

 研究和开发应意识到，探索模拟、协作环境、虚拟世界、游戏

和认知导师等嵌入式评价技术是在评价复杂技能中用来吸引和激

励学习者的。 

尽管有些此类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各

组织间的密切合作，例如 GlassLab、Games for Change、iCivics、学

院、大学、非正式的学习空间、学校、慈善组织和研究机构，这些

组织对游戏机制如何提高学习者的动力有深入的了解。这种协作可

以增加建立有效且吸引人的体验来支持学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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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基础设施 

 

 确保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能够宽带接入互联网并提供足够的

无线连接，特别关注校外访问的公平性。 
虽然连接本身不能确保技术的转化利用以促进学习，但缺乏

连接几乎肯定会阻碍技术的转化利用。通过与联邦计划（如通过

FCC 的电子速率）合作，以及与非营利合作伙伴（如 CoSN、教

育超级高速公路、EveryoneOn 等）合作，国家、地区和高等院校

将能确保所有学生在任何地点都可随时使用技术支持型学习。 

 确保每个学生和教育工作者至少有一个互联网接入设备以

及用于研究、通信、多媒体内容创建和校内、校外应用合作的适

合软件和资源。 

只有学习者掌握完成这些活动所必需的工具，才能充分发挥

教育技术的潜力。国家和地区应确保这种设备采购具有可持续性，

并有一个设备更新计划。 

 支持开发和使用开放授权教育资源以促进创新，同时加速发

展和采纳基于技术的新开源工具和课程。 

类似于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州和华盛顿州正在进行的领先

的国家和地方的努力，正式和非正式领域的各级行政人员和政策

制定者，应该考虑使用这种公开许可的资源所固有的多样化学习

途径和潜在的成本节约。 

 制定相关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规划草案，包括有线和无线接

入的升级以及设备更新计划和可持续资金来源，同时确保学生资

料的安全性得到保证。 

随着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努力弥合现有的数字鸿沟，他们同时也

应该起草升级必要的基础设施计划，以满足增长的用户需求以及

使用不断发展的技术所需要的速度。这些计划应包括保护学生资

料的具体制度和策略，并与交叉利益相关群体一起起草，包括资

助可持续发展和可能的合作伙伴的特别考虑。 

 创建网络连通性、设备可用性和开放授权教育资源使用情况

的规划蓝图和数据库。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鸿沟，逐步弥合数字鸿沟，研究人员、

国家和地方官员以及地区行政人员应相互协调地工作，以测试学

校和家庭的连接速度，并识别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访问的设备的种

类和面向教育机构用户的设备的比例。这种规划和数据库的建立

将使访问的不平等以及缓解这些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可视化。

此外，公开授权的学习材料的参与程度应作为衡量公平访问进展

和资源有效分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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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网络安全培训纳入学生、教师和家长在“尽责使用政策”培

训的一部分。 

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以及诱惑他们的手段正变得

越来越复杂。因为孩子经常使用学校内外的设备，网络安全应纳

入尽责使用政策和培训。教育部提供了几个资源来支持国家、学

校和地区： 

· 学校战备和应急管理（REMS）技术援助（TA）中心 

· 国家安全和支持学习环境中心 

· StopBullying.gov 
 

注： 

（1）附录及部分超链接未包括在翻译电子版内， 

如有需要可访问 https://tech.ed.gov/netp/ 下载报告原文。 

（2）本报告部分翻译参考： 

徐鹏,刘艳华,王以宁. 准备未来学习,重塑技术角色——《2016 美国国

家教育技术计划》解读及启示[J]. 电化教育研究,2016,37(08):1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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