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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首台主流计算机推向学校教育的二十年后，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多关于 ICT 在教育领域应用的重要经验，

并且对 ICT 对国民教育系统的潜在变革性冲击有了重要认识。然而，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紧迫的挑战。

这些挑战来自于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需的金融投资，以及对教师在教室或其它教学环境中发挥 ICT 作用时

所扮演角色的清晰愿景。 

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要认识到 ICT 在教育战略上需应对的诸多方面，如教师能力、学习资源、ICT 装备、

学生与教师的动机，以及它与国家其它领域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在 ICT 教育总体规划中采用跨

部门的方法可以帮助国家成功地阐明所有相关联的维度。 

在这种背景下，《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旨在帮助各国制定各自完整的教师 ICT 资质政策和标准，

该框架应被视为 ICT 在教育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版本的《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是2011年版，它是2008年第一版的修订版，也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与思科、英特尔、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微软等单位长期以来成功合作的结果。基于世界范围内的学科

专家和用户反馈，本版中的“框架”更为充实，并且增加了包含示例的教学大纲、针对技术素养和知识深化的

考核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定期更新这个框架文件，欢迎将关于《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

框架》应用的反馈意见发送电子邮件至：ICT-CFT@unesco.org。 

我们要感谢众多的员工、合作伙伴及国际专家团队，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我们要特别感谢 Ms. Martina Roth, Ms. Michelle Selinger, Mr. Tarek Shawki 和 Mr. Jim Wynn 发起 ICT-CFT

的想法. ICT-CFT 的演变得益于 Mr. Robert Kozma(第一版)、Mr. Paul Hine (第二版)，众多世界一流教育专

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与信息通讯部门的有关人员均对该框架进行了专业撰写与审校。非常感谢我

们的合作伙伴思科、英特尔、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和微软，他们的努力使 ICT-CFT 成为现实。 

 

 

 

 
 
 
 
 
 
 
 
 

 
 
 
 

  

Jānis Kārkliņš 

传播与信息署副署长 

Qian Tang 

教育署副署长 

mailto:ICT-CFT@unesco.org%E3%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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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信息和知识。所以需要: 

□建立一个具备 ICT 技能的团队来处理信息，团队成员要会反思、有创造力，善于解决问题

并能形成知识体系。 

□使公民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资源，这样他们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并能过上充实且

满足的生活。 

□鼓励所有公民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并对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产生影响力。 

□培养跨文化的理解力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 

这些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正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工作重点。为实现这些目标，教师需要武

装自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行业领袖、国际学科专家共同合作，创建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个标

准描述了教师运用 ICT 进行有效教学所应具备的能力，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和通信技

术能力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强调：教师仅具备 ICT能

力并把它们教给学生是远远不够的。在学生使用 ICT进

行学习时，教师应帮助学生发展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

力和创造力。这样，学生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合格公民

和优秀人才。鉴于此，框架描述了教师工作的所有方面。 

框架设计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方式（教师发展的三个

连续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素养，使学生利用 ICT工

具更有效地学习。第二阶段是知识深化，使学生深入理解学校课程中的知识并将它们应用于复杂

的、真实世界的问题解决中。第三阶段是知识创造，使学生、及他们成为的公民和员工，能创造

出和谐、充实、繁荣社会所需要的新知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技术素养 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 

理解教育中的 ICT 政策意识 政策理解 政策创新 

课程与评估 基础知识 知识应用 知识社会技能 

教学法 整合技术 复杂问题解决 自我管理 

ICT 基本工具 复杂工具 普适工具 

组织与管理 标准课堂 协作小组 学习型组织 

教师专业学习 数字素养 管理与指导 教师作为模型学习

者 

每个模块的细节如附录 1所示。如何将这些模块转化为教学大纲和考试规范的示例参照附录 2。 

该框架旨在告诉教育政策制定者、教师培训者、教学服务供应商和一线教师们有关 ICT 在教

育改革中所担负的角色。  

理解教育中的 ICT 

课程与评估 

教学法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下简写为 ICT） 

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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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教育中恰当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大有裨益的，这一新兴理念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广泛认同。这种益处几乎体现在知识和沟通扮演主要角色的所有活动

中：从改进教与学的过程到提高学习效果，从提高学生学习投入度到与其父母

无缝沟通，从校园网络到更高效的校园管理及监控。总而言之，这一切都不足

为怪，ICT 为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机会之窗，同时也为教育领域打开了

这扇窗。 

 

有效运用 ICT 

在力争最大化地获得机会之窗所带来的益处时，学校和教师面临着大量问题。他们可能无法

负担设备所需的资金，可能无法接入互联网，或者缺少与他们所使用语言一致的优质资源。然而，

最根本的问题是：教师是否知道在教学中如何高效地运用 ICT。 

显然，ICT运用的方式取决于所授学科、教学目标和学生特点。尽管如此，制定基本原则还是

非常重要的，它将指导教学环节中 ICT 的运用，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和通信技

术能力框架（ICT-CFT）》项目所做的事情。该项目关注 ICT 变革教育的众多途径。ICT 提供了高

投入、快速演化的学习环境，模糊了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的边界，鼓励教师开展新的支持学生学习

的教学模式。最终，它需要教育者重新思考，学生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和能力才能成为知识型社会

中的积极员工和有活力的公民。 

 

框架项目 

考虑到 ICT 对教育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其合作伙伴思科、英特尔、国际教育技术

协会、微软以及世界知名学科专家，经过密切合作、多次磋商，最终确定了教师在课堂中有效运

用技术所应具备的能力。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

(ICT-CFT)，该框架首次出版于 2008年，共包含三个小册子，即： 

 框架政策：解释 ICT-CFT项目的缘起、结构和方案。 

 能力框架模块：解释如何根据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教师工作的六个方面，创建一个具

有 18个教师能力模块的框架。 

 实施细则：对每个模块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1 

第二版 ICT-CFT的相关文献吸收了上面所提到的三种教学方式的组成部分，即：“技术素养”、

“知识深化”和“知识创造”。2009 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研发教学大纲和考试规范

的示例，目前适用于前两种：技术素养和知识深化。它们构成该框架文件的附件。附件中还包括

文档中用到的术语表。 

该框架认为教师应运用适合于知识型社会的教学方法。在使用 ICT 工具时，学生不仅要能深

入理解课程中的知识，还要能理解自身如何生成新的知识。对一些教师或许大多数教师来说，这

将是十分新奇且具挑战性的观点。这需要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同时，这

                                                           
1该指南提供了一个包含六种技能的框架：政策课程与评估、教学法、课堂教学中技术的使用、学校组织与管理、教师专

业学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档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指南，将会定期更新以反映 ICT 的发展与演化。 

1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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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政府、教育负责人、教师教育负责人以及校长的大力支持。 

如何使用该文档 

本文档的附录有各模块说明、教学大纲和考试规范的样例，其目的在于指导教师在课堂中最

优地运用 ICT 以改善学生的学习。这些附件可以指导政府修改相关的教育政策，也可以作为教师

专业学习的参考资源。对于教师培训者而言，这些附件可以用于开发完整的 ICT 能力课程。附录

还提供了教师已经掌握该框架相关能力的基本资格认证。 

但最重要的是，该文档应被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师教育方面的重要主张，对发展中国

家更是如此。该文档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使在校学生成长为知识型社会中高投入、高产出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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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 

 

UNESCO 的教育政策与项目 

对于任何国家或社会来说，教育都是其核心职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认为教育具有

以下目标： 

 教授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承文化遗产 

 为儿童、青年和成人的个人发展提供支持 

 促进民主和提高社会参与度，尤其是妇女和少数族裔 

 鼓励跨文化理解，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改善健康与生存状况 

 支持经济发展，减少贫困，在更大范围内促进经济繁荣 

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项目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包括教科文组织）一系列促进教

育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规划之一。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缩

写为 MDG）、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缩写为 EFA）、UN十年扫盲项目（UN Literacy Decade，

缩写为 UNLD），和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项目（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缩写为 DESD），全都致力于减少贫困并提高卫生保健和生活质量，他们均认为教育对实现这些目

标有重要贡献2。他们致力于提高男女平等以及全体公民的人权发展，尤其是少数族裔。这些项目

都将教育看作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看作一种能够让人们实现潜能和掌控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决定

的方式。教育还被看作是所有公民的权利。此外，EFA 和 DESD 项目强调学习的质量，包括学到了

什么和如何去学。UNLD和 EFA将读写能力作为学习和教育的重要部分。EFA、DESD和 UNLD除了强

调校内学习外，还强调发生在校园系统外的非正式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世纪教育委员

会3认为，终身学习、在学习型社会中的积极参与，是应对快速变革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的关键所

在。该委员会强调学习的四大支柱：“学会共处”、“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和“学会生存”。 

 

框架项目：连接信息和通信技术、教育和经济 

ICT-CFT项目强调了这些教育项目的目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联合国的教育目标。像这些

项目一样，ICT-CFT 强调减少贫困并提高生活质量。和 EFA 和 DESD 一样，ICT-CFT 强调提高教育

的质量。与几个教育项目一样，ICT-CFT 同样重视读写能力的发展（如 UNLD），甚至在更广的范

围内讨论了读写能力的定义。为了与国际委员会保持一致，ICT-CFT强调终身学习、新的学习目标，

以及在基于知识建构和知识共享的学习型社会中的积极参与。 

                                                           
2 UNESCO. 2005. Links between the Global Initiatives in Education. Paris, UNESCO. 
3 Delors, J., et al. 1999.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Paris, UNESCO. 

2 2.原则 



 

13 

ICT-CFT 项目通过构建 ICT 应用、教育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支持这些项目。ICT-CFT

基于这样的准则：系统性社会和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和促进繁荣的关键所在。同时 ICT-CFT 遵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信息社会中及为了信息社会的教育》4报告中提出的设想：ICT 能够成为发

展和富强的驱动力，同时对促进教育发展有深远意义。 

与此同时，ICT-CFT项目与国际委员会保持一致：全面经济增长与公平相悖，应该尊重人类的

现实条件，并对世界自然资源进行明智的管理。和 DESD 项目一样，ICT-CFT 在人类生活水平与经

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并通过系统的教育改革使二者趋于一致。 

 

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 

传统的经济模式将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投入因素的增长相关联。一个国家的企业购买更多的设

备并雇佣更多的工人，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积累。在发展的早期，新加坡使用了这一方式，提供

廉价的劳动力为多个国家的公司组装电子元器件。目前,中国也使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然而，正

如新加坡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经济产量中的追加资本会变得越来

越小。 

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公民产生的经济价值。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新

知识、人类能力的革新和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教育和人类能力发

展使得个体能够为经济体增加价值，为文化传承做出贡献，并参与到社会讨论中来。教育能帮助

人们提高家庭和社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同时保护自然环境。无论性别、种族、宗教或者语言，人

人都应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这样个人贡献会成倍增长，人们可以公平的分享和享受经济增长带

来的益处。 

经济学家指明，有三大因素能促进基于人类能力增长的经济发展： 

 资本深化——劳动力使用比以前的生产力更高的设备的能力 

 高质量劳动力——知识渊博的、能增加经济总量价值的劳动力 

 技术革新——劳动力能创造、分配、共享和使用新知识的能力 

框架的三种方式 

上述三种生产力要素成为相互补充（一些地方有些重叠）的、连接教育政策与经济发展的三

种方式的基础。 

 通过将技术运用的技能集成到学校课程中的方式，提高学生、公民和工作人员使用新技术

的程度——技术素养方式 

 提高学生、公民和工作人员运用知识来解决复杂的、真实世界的问题，从而增加社会和经

济财富的能力——知识深化方式 

 提高学生、公民和工作人员创造、生成新知识，并从这些新知识中获益的能力——知识创

造方式 

框架 

技术素养 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 

                                                           
4 Guttman, C. 2003. Education in and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Paris, 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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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教师培训机构的能力建设》5（Capacity 

Building of Teacher-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缩写为 TTISSA）中所指

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是将教师教育与国家发展目

标结合在一起。这三种方式使得教育能帮助一个国家发展经

济和社会，从一个使用新技术的国家，变成一个还拥有高绩

效劳动力的国家，最终变成一个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国家。

通过这三种方式，一个国家的学生及最后成为的公民、工作

人员，能获得所需的越来越多的复杂技能，来支持经济、社

会、文化和环境的发展，同时提高生活的水平。 

ICT-CFT聚焦于中小学教师，然而这些方法适用于各层次

的教育：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和第三方机构教育，同样适

用于在职学习和继续教育。这些方法对于各类教育人员，不仅仅是教师，还包括学生、学校、ICT

协调者、课程建设者、管理者、专业学习教练和教师培训师来讲，都具有意义。因为以经济发展

理论为基础，因此 ICT-CFT也为主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府部门提供了政策和规划。 

 

教育改革 

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体现了新的教师角色、新的教学方法以及新的教师教育途径6。ICT 与

课堂的成功整合依赖于教师的这些能力：用新的方式构建学习环境、将新技术融于新的教学方法、

发展社会性活跃课堂、鼓励合作互动、协作学习和小组工作等。这要求教师具备一套与以往不同

的课堂管理技能。未来的教学技能将包括：创新的使用技术改善学习环境，促进技术素养、知识

深化和知识创造。教师专业学习将会成为教育提升的关键性部分。然而，只有关注教学的具体变

革，专业学习才能产生影响。 

因此，该框架指明了教师在其工作的各方面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5 UNESCO. 2005. Capacity Building of Teacher-Training Institutions in Sub-Saharan Africa. Paris, UNESCO. 
6 Makrakis, V. 2005. Training teachers for new roles in the new era: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CT 
programme.Proceedings of the 3rd Pan-Hellenic Conference on Didactics of Informatics. Korinthos, Greece. 

教师工作的六个方面 

理解教育中的 ICT 

课程与评估 

教学法 

ICT 

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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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于人类能力发展的三种教学方式（信息素养、知识深化、知识创造）与

教师工作的六个方面（理解教育中的 ICT、课程与评估、教学法、ICT、组织

与管理、教师专业学习）相交叉，创建出一个包含 18 个模块的框架。 

 
 

 

框架 

 技术素养 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 

理解教育中的 ICT 1 1 1 

课程与评估 2 2 2 

教学法 3 3 3 

ICT 4 4 4 

组织与管理 5 5 5 

教师专业学习 6 6 6 

 

这些方式代表了在教育中使用 ICT 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是否采用这种方法依赖于 ICT 集成

到社会、经济和教育系统的程度。 

 

技术素养 

技术素养方式的政策目标是使得学习者、公民

和工作人员能够使用 ICT 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生产

力发展。相关的政策目标包括增加入学率，制造高

品质资源并让全体公民享有，提高文化水平技能。

教师应该理解这些目标并能识别教育改革项目中与

这些目标相对应的成分。与这种方式相关的课程中，

相应的改变可能包括通过技术提高基本的文化水平

和在相关的课程情境中加入 ICT能力的发展。 

这将涉及到在传统的课程中留出一些时间，以

整合一系列提高效率的工具和技术资源。教学法的

改变涉及到使用各种 ICT 工具和数字化内容作为整

个课堂、小组和个别学生活动的一部分。教师实践

的改变包括知晓在何时（或何时不）、何地使用技

术来进行课堂教学和知识呈现、管理教学、或者获

得支持教师自身专业学习所需的课外学习材料与教

学法知识。在这种方式中，几乎不涉及课堂社会结

构的改变，但在教室或者实验室中技术资源的安置

3 3.模块 

技术素养 

政策意识 

基础知识 

整合技术 

基本工具 

标准课堂 

数字素养 

理解教育中

的 ICT 

课程与评估 

教学法 

ICT 

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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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成，以便学生公正合理地使用方面却有较大改变。这些技术可能包含办公软件、练习和操练

软件、教程、网页内容、以及实现管理目标的网络应用。 

在发展的早期，与技术素养相关的教师能力包括：基本的数字化技能，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已

有教程、游戏、练习和操练软件、计算机实验室中的网页内容、有限的教室设施等，完成课程标

准的目标、评估方法、单元计划、传授式的教学教法。同时教师也必须能够使用 ICT 管理课堂数

据和促进自身的专业学习。 

下面的例子表明技术素养方式在实践中的存在形态。 

教师日常工作中的技术素养 

理 解 教 育 中 的

ICT 

一位教授母语的教师理解在教学中使用 ICT 的基本原则，因此他/她7会考虑如

何最好地使用他的/她的8教室里最近刚安装的交互电子白板。直到现在，她还

只是把电子白板当投影屏幕来用。 

课程与评估 教师认识到使用交互电子白板上的单词处理功能作为一种新的方法来学习本

课的一项基本技能——如何改善句子的措辞。单词处理功能允许修改或者移动

单词而不用无休止地在纸张上重写整个句子。 

单词处理功能还可以用于形成性评价。教师提供一个用词糟糕的长句，学生可

在各自的电脑上看到这个句子。然后，教师询问大家在五分钟内能生成多少种

改进后的句子。 

教学法 教师使用单词处理应用程序在交互白板上展示一些较差的拼写的例子。教师演

示如何稍稍替换一些单词或改变单词的顺序，使得句子更加简单和清晰。 

然后，通过向全班提问，指出学生们句子中的问题并提供建议，教师让学生们

进一步的修改一些例句。按照学生的建议，教师在交互白板上呈现修改的过程，

整个班级的学生都能看到这个改进过程。 

最后，教师坐在教室的一边，要求学生走到交互白板前面自行操作，展示他们

修改句子的过程。 

ICT 最初，教师使用交互白板的单词处理功能与全班学生讨论。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每个学生使用一个笔记本电脑。由于笔记本电脑与教师机

是联网的，教师很容易就能在交互白板上展示改进句子的有趣案例。学生能够

在五分钟测试中修改句子，然后整个班级展开讨论并对不同的措辞进行评价。 

组织与管理 第二次课程中，教师使用学校的笔记本电脑控制台，使得每个学生都能使用他

们自己的单词处理程序。教师将课程分成两部分，学生就能明确在第二次课中

应该做什么，而不用提问或者讨论，确保学生能够充分利用笔记本电脑。 

使用学校的计算机网络，教师在一个中心文件中记录学生的成绩，其他教师和

学校管理部门也能获取该文件。 

                                                           
7
 下文中，“他”或“她”应该被理解为“他/她”。 

8
 下文中，“他的”或“她的”应该被理解为“他的/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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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学习 教师在网站上搜索母语教学中关于写作技巧的授课资源，包括练习和写作作

业、激励材料和关于课程的想法等。 

 

 

知识深化 

知识深化方式的目标是：

提高学生、公民和劳动者的能

力，通过把学校所学知识用于

解决真实世界工作、社会和生

活环境中复杂且极为重要的

问题，为社会和经济增加价值。

这些问题可能涉及环境、食品

安全、健康以及冲突解决。在

使用这种方式时，教师应理解

政策目标和社会优先事项，并

能够识别、设计和使用具体的

课堂活动以达成目标与社会

优先。这种方式通常需要对课

程进行改革，强调对内容和评

价的深度理解，强调对真实世

界问题理解基础上的应用。评

价关注复杂的问题解决和将

评价融入到学习活动中。与这

种方式相关的教学法包括以

问题和项目为基础的协作学

习。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深入

探索主题，并用所学知识有针

对性地解决复杂的、日常的事

项和问题。在这种方式中，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角色是建构学习任务、指导学生理解，并

支持学生开展合作项目。期间，教师要帮助学生创设、实施和监测各种项目计划和项目解决方案。

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以小组方式进行学习，课程和课堂结构也更具活力。在引导学生理解关键概念

时，教师将采用专门针对其课程领域的开放式 ICT 工具——科学的可视化，数学中的数据分析工

具，和社会研究中的模拟角色扮演等。 

和知识深化相关的教师能力包括开展以下各项工作的能力：管理信息、构建问题任务，以及

将开放式软件工具和具体学科应用程序整合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和协作学习项目中，以支

持学生对关键概念的深层次理解，并应用相关概念进行复杂的、真实世界的问题解决。为了支持

协作项目，教师应该使用互联网和基于网络的资源帮助学生协作、获取信息，并与外部专家交流

来分析和解决他们选定的问题。教师应该能够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创建和监测个体和群组学生

的项目计划；能够获取信息并与专家交流，能够与其他教师合作，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实践领域中知识深化方式的示例如下： 

教师日常工作中的知识深化 

技术素养 

政策意识 

基础知识 

整合技术 

基本工具 

标准课堂 

数字素养 

理解教育中的

ICT 

课程与评估 

教学法 

ICT 

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学习 

政策理解 

知识应用 

复杂问题解决 

复杂工具 

协作小组 

管理与指导 

知识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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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教 育 中 的

ICT 

一位体育教师感觉很沮丧，因为许多学生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也不理解身体

健康对健康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以用 ICT工具改变学生的态度并且让他们

的身体更健康。所以，他给学校管理委员会写了一份详细的经济预算，具体解

释了为什么 ICT能改善体育课并且能帮助学生学习。 

课程与评估 体育老师将 ICT工具应用到那些以前无法讲或无法生动教学的内容上。现在他

可以将人类生理学加入到课程信息中。以前，这些主题因太抽象和理论化而很

难解释清楚。现在，他可以将生理过程用计算机仿真（视频或者动画）的方式

呈现给学生，这样学生很容易就能理解。采用这样的方式，学生对体育知识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 

他还能更有效地开展形成性评价，因为他能用数码摄像机记录学生们在体育馆

中的表现。他把拍摄下来的视频给学生看，帮助他们理解怎样用不同的方式移

动他们的肢体。学生之前不知道在某个动作上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直接看到

应该怎样去做。 

教学法 以前，他只能口头讲述健康的益处，学生并不感兴趣。但是现在，他可以给学

生展示生动的影片剪辑、体育赛事、音乐和舞蹈视频等。这些内容呈现了运动

盛况，展示了健康是多么的有吸引力。 

然后，他将学生分成合作小组并让他们设计自己的健康评估计划，比如在运动

之后多久心率回到正常值。学生们分析自己的评估计划，每个学生为组内其他

同学推荐一个健康计划。学生们建立一张协作电子数据表，来记录下一个月中

计划开展的情况。当完成健身计划后，他们在一个社交网站中相互评价和彼此

鼓励。 

ICT 教师需要获得： 

 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投影仪，以便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都能看到计算机

演示。 

 来自互联网的视频剪辑 

 体育和人类生理学仿真、动画 

 简单的数据获取设备，比如心率测试仪，能直接将记录的数据导入计算机。 

 电子数据表软件，以便帮助学生记录每周的健身评价。 

 一个数码摄像机，用来记录学生的动作和在体育馆中使用健身设备的过程。 

学生还使用学校和家里的其他计算机来获取共享的数据表，登录社交网站等。

一些学生可以使用移动电话将每天的健身计划成果提交到网站。 

组织与管理 虽然教师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在体育馆使用的投影仪，但是学生们可以帮忙

拍摄，也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摄像机或电脑屏幕上回放视频，这样教师可以安排

以下体育活动：每节课学生至少可以观看一个他们自己的视频片段，或者记录

他们每周健身评估的结果。 

教师使用笔记本监测学生在协作电子表单上的记录，并在社交网站上发布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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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和健康计划的其他信息。 

教师专业学习 教师定期访问由专业协会为体育教师组织的网上论坛。网上论坛提供了很多如

何提高学生体育兴趣和锻炼兴趣的新思想、新方法。例如，他可以针对学生想

实施的一个新的健身计划来提出问题，寻求技术建议。 

 

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方式的目标是，通过让学生、公民和工作人员持续地投入到知识创新、发明创造、

和终身学习中并从中获益，从而提高生产力。在这种方式中，教师应当不只能够设计可推进这些

政策目标的课堂活动，还应能够参与制订学校中有同等效果的各种计划。在这种方式中，课程设

置超越了以往仅对知识和学科教学的关注，明确包含了创造新知识所需要的技能。这些技能涉及

解决问题、交流、协作、实验、批判性思考、创造性表达。其实，这些能力已经成为课程的目标，

而且也是新评价方法的对象。也许，最有意义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创建他们自己的学习目标和计

划——确定他们已经知道的、评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制定学习规划、执行学习任务、追踪进展

情况、追求成功和调整失败。这些都是在学习型社会中可以受用一生的技能。教师的职责是有意

识地建构这些过程、构筑学生使用这些技能的情境，并在学生获取技能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教师

在课堂上创建一个学习社区，让学生能在其中持续专注于增强自身和他人的学习技能。事实上，

学校已转型为学习型组织，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从这个角度看，教师可以被视为

模型学习者和知识创造者，与其同事和外部专家合作，不断地参与教育实验和创新，以创造关于

学习和教学的新知识。各种网络设备、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环境被创建，并支持社区中的知识产

出与随时随地的协作学习。 

 
技术素养 

政策意识 

基础知识 

整合技术 

基本工具 

标准课堂 

数字素养 

理解教育中

的 ICT 

课程与评估 

教学法 

ICT 

组织与管理 

教师专业学习 

政策理解 

知识应用 

复杂问题解决 

复杂工具 

协作小组 

管理与指导 

知识深化 知识创造 

政策创新 

知识社会技能 

自我管理 

普适工具 

学习型组织 

教师作为模

型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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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知识创造方式的教师能够设计基于 ICT 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环境，能够使用 ICT 培养学生

的知识创造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支持学生持续的、反思型学习，并为学生和同事创建知识社区。

这些教师还将在同事中发挥领导作用，建立和执行一个关于学校的远景：一个以创新和持续学习

为基础、并因信息和通信技术而更加丰富多彩的社区。 

实践领域中知识创造方式的示例如下： 

教师日常工作中的知识创造 

理 解 教 育 中 的

ICT 

一位地理教师与历史教师、数学教师合作，组织学生参加一项基于 ICT的项目

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该项目关注的最近当地社区中涌入的大量来自邻

国的移民（邻国正经历一场政治动乱和经济紊乱）。该项目涉及到调查移民的

原因，了解移民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及其面临的问题。 

课程与评估 该项目涉及三个学科的内容：地理（理解社会团体的生成与改变）、历史（本

国的近代史以及与邻国的近代关系史）和数学（用图表分析和呈现复杂的统计

信息）。学生还可能会进一步考虑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最近的移民潮对当地社

会团体的影响。 

在仔细考虑项目的目标后，学生通过与教师合作，设计整个项目中用来评估自

身和他人工作的评价量表。 

学生至少用三种方式创造知识。 

 他们创造新的关于该当地移民案例的历史、地理知识（如事实、数据、访谈、

生平故事，及其他对当地历史博物馆有价值的发现和结论等）。 

 他们发现移民很难获得一些传统的食物。这一新的市场需求的商业知识可以

提供给当地店主。 

 学生发现当地人对移民的偏见大多是缘于神秘感和误解。如，一个移民是学

校清洁工，人们认为他的教育基础一定很薄弱，而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教养的

工程师。这样，当地知识和人们的相互理解会不断增强，社会团体间潜在的

冲突就会减少。 

教学法 教师扮演监督者和教练的角色，确保学生拥有他们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建议

学生可能会用到的方法，确保学生专注于他们的学习任务并在达成一致的最后

期限内完成任务。 

ICT 学生使用： 

 互联网获取在该国生活的详细背景信息，包括与移民的学生建立电子邮件联

系。 

 电子表格程序分析和呈现关于移出和移入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经济

条件统计。 

 图形化应用程序制作海报，在当地中心张贴，向移民社会团体召集愿意接受

采访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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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相机和录音机，以视音频的方式记录被采访对象的个人历史背景和在当

地国家的经历。 

 文字处理软件作笔记，写下他们的发现并评估自己的工作。 

 演示软件制作展示材料，包括视频剪辑、静态图片等。向他人演示研究发现。 

组织与管理 教师在学校的学习管理系统中（学校的计算机网络)创建学习环境，允许学生

协作的存储、共享和开发作品。还包括共享文件、wikis和讨论社区等。 

教师专业学习 地理教师定期向其他教师展示该项目如何使用 ICT工具促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产生知识。 

教师还向同行解释项目开展和改进过程中的经验，以及他在其中承担的角色。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成为学生和同行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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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的国家可以从教师当前 ICT 应用能力现状的

研究入手，例如可以通过“附录 2”提供的大纲或考试规范来开展这项研究。

研究结果会帮助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的提供者确定 ICT-CFT 的三种方式中哪

个是最相关的，并确定及其优先顺序。 

 

 
 

模块化结构 

ICT-CFT采用模块化组织结构。教师教育机构与专业发展提供者在课程内容或学习活动设置上

不必面面俱到，不必涉及标准中的所有模块与能力。他们可以设计只包含某些模块的方案，不过

这些模块应符合“框架”的整体目标和基本原理。这就意味着，课程与专业学习活动选取的各模

块不能只是少量的无联系的能力模块，而必须有清晰的、合理的关系。模块选择应遵循一些基本

原理：“广度策略原理”，某一方式下的所有模块都会被选取；同一模块下的“深度策略原理”，

例如，关于教学法，那么三种方式下的所有教学法模块都应被选取；“角色策略原理”，即为某

些角色选取特别相关的模块，这些角色可以是技术协调者、课程协作者或者校长。当然，还可能

有其它的原理或策略。 

 

未来的发展 

尽管当前的能力设置已经很全面了，但 ICT-CFT 仍然是一个不断优化中的框架。随着信息与

通信技术以及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构知识的新发展，ICT-CFT框架会不断审核与优化。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鼓励专业学习提供者和教师教育者，提供关于该框架的内容、结构和审查等方面的任何建议。 

 

发展途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教师培训机构的能力建设》报告指出，教师教育项目经常会与发展目

标不一致。ICT-CFT意在为教育政策制订者提供政策目标，这些政策目标以新的教学方法的形式出

现。这些目标可以用来改革教师教育与专业学习，最终提高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但是，各国间社会与经济状况、发展目标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不尽相同，

与低收入国家更是相差甚远。ICT-CFT的目标是为不同发展状况与发展路径的国家提供一个通用的

教育发展框架。 

因此，框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以能力为基础的方式，无论是哪种发展策略的国家，都可以从

框架中找到有用的部分。社会与经济状况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具有相似的发展目标，但实现目标

的途径却可以不尽相同。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基于知识创造的生产力与经济产出来达到

知识社会的目标，但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或许不具备实行以知识创造为基础的增长计

划所需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发展路径，以便在追求更高的

经济与社会目标时，可以从一种方式转向另一种方式。ICT-CFT框架促进了这种策略。根据教育基

础设施、教师素养、课程内容、以及评价方法的不同，各国的发展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采用

知识创造方式的关键是善于利用当前的各种优势来改善教育系统的其它组成部分。在一个国家中，

4 4.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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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基础设施可能是强项，但在另外一个国家中，可能已经在努力改变各种教学做法。在初期优

势和改革努力的基础上，标准框架可以使各项能力互补，使教育变革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

大化。通过这种方式，框架还可以被修改或本土化，以便为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政策、当前的教

育状况等制定教育能力发展项目，如下图所示。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国家可以利用其在教师教育

与教学法上的优势，来改进课程、评价和学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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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

师 ICT 能力框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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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 ICT 能力框架模块 
 
 

技术素养 

技术素养方式的政策目标是使学生、公民与工作人员掌握信息与通信技术，以促进社会发展

和提升经济生产力。相关的教育目标包括增加学校入学率、为所有人提供高质量的资源、以及提

升基本的文化素养，包括技术素养。 

 

 课程目标 教师能力 教师应达到的目标 方法样例（给教师教育或专业

发展培训人员） 

模块 1：理

解教育中

的 ICT 

政策意识：通过这种

方法，各项计划会

把政策与教室中的

活动直接联系起来 

老师必须能够

意识到这些政

策，并能清晰

说明教室中的

活动如何与政

策保持一致。 

TL.1.a.确定课堂活

动的关键特征，并

明确这些特征如何

服务于政策实施。 

鼓励教师参与到关于国家

政策与普通课堂活动的讨

论中，识别支持政策实施

的课堂活动特征。让参与

者根据政策辨别、分析他

们的课堂活动。 

模块 2：课

程与评估 

基础知识：这一方

法要求课程做出的

改变通常包括：通

过技术以及增加在

不同情境中发展

ICT 技能的方式来

提高基本的文化素

养，这将涉及到在

课程中整合相关的

ICT 资源与工具。 

教师必须有非

常扎实的关于

本学科的课程

标准、标准评

价策略等方面

的知识。除此

之外，教师还

必须能将技术

整 合 到 课 程

中。 

TL.2.a.将具体的课

程标准与特定的软

件包、计算机应用

等进行匹配，并描

述这些软件和应用

是如何支持标准

的。 

针对具体的学科领域选取

软件包；让参与者确定与

这些软件包相关的课程标

准，并讨论这些软件应如

何支持各项标准。 

模块 3：教

学法 

整合技术：教学活动

的变革包括把不同

的技术、工具、数

字内容整合到整个

课堂、小组、个别

学生活动中去，使

之成为其中一部

分，来支持授导式

教学。 

教师必须知道

要在何时（以

及不在何时）、

何地、对谁，

以及如何在课

堂活动与授课

中使用 ICT。 

TL.3.a.描述如何利

用授导式教学与

ICT 来支持学生掌

握学科知识。 

描述如何利用 ICT 和特定

类型的软件来支持学生获

得学科相关知识，并展示

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使用

这些技术补充授导式教学

（即讲授与示范）。 

TL.3.b.在教学计划

中整合恰当的 ICT

活动来支持学生获

得学科知识。 

让参与者设计包含个别指

导与操练软件、数字资源

的教学计划，并分享计划、

接受同伴的评议。 

TL.3.c.使用演示软

件与数字资源来支

持教学。 

示范如何使用演示软件与

其它的数字媒体来辅助讲

授；提供多种教学讲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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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让参与者设计一个

使用演示软件的教学方

案；让参与者使用演示软

件来设计一份演示稿。 

模块 4：ICT 基本工具：这种方法

中涉及的技术包括：

使用装有办公软件、

操练与练习软件、辅

导材料和网络内容

的计算机；以及使用

网络来实现管理目

标 

教师必须知道

基础的软硬件

操作，以及办

公软件、浏览

器、通信软件、

演示软件和管

理应用软件。 

TL.4.a.描述并演示

常见硬件的使用。 

讨论并演示各类不同硬件

的基本操作，例如台式计

算机、笔记本电脑、打印

机、扫描仪和手持设备。 

TL.4.b.描述并演示

字处理软件的基本

功能与使用，例如

文字输入、文字编

辑、排版以及打印。 

讨论并演示字处理软件的

基本功能，演示如何在教

学中使用这些软件。让参

与者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在其中练习字处理软件的

基本操作，生成一篇文本。 

TL.4.c.描述并展示

演示软件及其它数

字资源的用途和基

本特征。 

讨论演示软件的用途并演

示其一般特征与功能。让

参与者自选某一主题，使

用数字资源来创建一个演

示材料。 

TL.4.d.描述图形处

理软件的用途与基

本功能，并使用图

形软件创建一个简

单的图片。 

讨论图形处理软件的功

能，并演示其创作过程。

让参与者创建并分享一副

他们创作的图片。 

TL.4.e.说明什么是

互联网并详细描述

如何使用，描述浏

览器的工作原理，

并使用 URL 来访问

网站。 

讨论互联网的用途与结

构，了解参与者的使用经

验。演示浏览器的使用，

让参与者使用浏览器访问

流行的站点。 

TL.4.f. 搜索引擎的

使用。 

演示搜索引擎的使用；讨

论并演示简单关键词搜索

过程；让参与者按他们感

兴趣的主题进行搜索，并

在小组内讨论他们的关键

词使用策略。 

TL.4.g.创建一个电

子邮箱帐号，并持

演示电子邮箱账户的创建

过程与使用方法；让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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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完成一系列电子

邮件通信。 

者创建电子邮箱账户并发

送一系列电子邮件。 

TL.4.h.描述辅导与

操练软件的功能与

用途，以及如何帮

助学生掌握学科知

识。 

演示参与者所教学科的各

种辅导与操练软件，并明

明它们如何帮助学生掌握

学科知识。让参与者分析

所教学科的特定软件包，

并描述它们如何帮助学生

获得学科知识。 

TL.4.i. 寻找现成的

教育软件包与网络

资源，根据课程标

准评价它们的准确

性与相关性，并将

它们与特定学生的

需求匹配起来。 

让参与者搜索网站和目

录，以确定适于特定学习

目标或标准的软件，并分

析这些软件包准确性与相

关性。让参与者讨论他们

分析与评价软件的标准。 

TL.4.j.使用网络记

录软件进行签到、

提交分数和保持学

生的记录。 

讨论网络记录保持系统的

用途及优点，演示这类系

统的使用，让参与者录入

他们班级的记录数据。 

TL.4.k.使用常见的

通信与协作技术，

例如文本消息、视

频会议、以及基于

网络的协作与社交

环境。 

讨论各种通信与协作技术

的用途及优点；让参与者

使用这些技术与组内其他

成员进行通信与协作。 

模块 5：组

织与管理 

标准课堂：在这一方

法中，除了教室与实

验室的空间布局调

整、技术资源与课程

的整合等，课堂的社

会结构变化很少。 

教 师 能 在 全

班、小组、个

别学习活动中

使用技术，并

确保每个学生

都可平等获取

资源。 

TL.5.a.将计算机教

室整合到正在开展

的教学活动中。 

讨论并给出使用计算机教

室（或一系列课堂笔记本

电脑）补充课堂教学的不

同方法的案例；让参与者

创建一个包含计算机教室

活动使用的教案。 

TL.5.b.管理常规教

室中个人、小组学

习时增加的 ICT 资

源的使用，以便不

干扰课堂的其它教

学活动。 

讨论并举例常规教室中使

用 ICT资源补充自主学习、

两两合作或小组学习的方

法；让参与者编写使用 ICT

来补充课堂教学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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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5.c.确定能与各

种 ICT 资源协调使

用的社会规范 

辨别不同硬件与软件技

术，并讨论适合它们在各

种教学中应用（如个别化

学习、两两合作、小群组

学习、大群组学习）的社

会规范。 

模块 6：教师

专业学习 
数字素养：在教师

教育中，这种方法

强调教师数字素养

的发展，以及使用

ICT 来促进职业发

展。 

教师必须具备

必需的网络资

源的技术性知

识与能力，以

便使用技术获

得更多的学科

内容与教学法

知识，来促进

其专业发展。 

TL.6.a.使用 ICT 资

源来提高工作效率 

讨论工作期间完成各种任

务的时间比例；讨论 ICT

资源何以能帮助完成任务

并提高效率；让参与者使

用台式计算机、笔记本、

手持设备，及字处理软件、

博客、维基百科或其它效

能与交流工具，完成一项

指定的任务。 

TL.6.b.使用 ICT 资

源来帮助自己获取

学科知识和教学法

知识。 

讨论参与者可用来增加自

身学科知识与教学法知识

的不同 ICT 资源；让参与

者确立一个专业学习目

标，并创建一份使用不同

ICT 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的计划，例如网络浏览器

与各种通信技术等。 

TL.6.c.识别互联网

安全问题并进行管

理。 

讨论互联网空间相关的问

题，包括：网上欺骗、恰

当地张贴信息、交流论坛、

个人隐私与隐私问题、计

算机病毒、垃圾邮件、网

站缓存、信息推送、智力

产品著作权、版权、不合

适内容、数字公民、电子

邮件礼仪、种族问题、合

法主张、个人机密数据、

密码问题等。让参与者掌

握合适的策略与方法来应

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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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 ICT 能力框架模块 
 
 

知识深化 

这种方式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工作人员将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工作与生活的真实世界中，

解决复杂的问题，从而增加经济价值的能力。 

 课程目标 教师能力 教师应达到的目标 
方法样例（给教师教育或专业

发展培训人员） 

模块 1： 

理解教育

中的 ICT 

政策理解：这一方

法通常要求教师理

解政策，这样才能

设计出符合国家政

策的课程计划，体

现出社会迫切问

题。 

教师应深入理

解国家政策和

迫切的社会需

求，能够设计、

修改和实施支

持这些政策的

课堂实践。 

KD.1.a.解释和分析

教育中使用 ICT 的

原则。描述将这些原

则应用于自己教学

中的具体方式。分析

在实施这些原则的

过程中会出的问题

与解决方法。 

考 虑 在 学 校 内 实 施

ICT-CFT 原理时会出现哪

些问题。识别实施的机会和

潜在的障碍。分析不同的方

法在实施 ICT 政策目标时

的优缺点。 

模块 2： 

课程与评

估 

知识应用：这一方

法通常要求在课程

上进行改革，强调

认知的深度理解而

非涉猎范围；在评

价上也要进行改

革，强调认知在真

实的世界问题和紧

迫的社会需求中的

应用。评估变革主

要聚焦于复杂问题

的解决，以及将评

估纳入到正在进行

的班级活动中去。 

教师必须深入

理解所授学科

的知识，并能

在各种情境下

灵活运用。他

们还必须能够

创设复杂的问

题，其解决方

案可以测量学

生对知识的掌

握程度。 

KD.2.a.确认该课程

领域中的关键概念

和过程，描述特定课

程工具的功能和目

的，并阐述如何用这

些工具支持学生理

解关键概念和过程，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

的知识应用。 

展示各学科的软件包（科学

课中的可视化工具，数学课

中数据分析软件包，社会科

学中的模拟角色扮演工具，

语言类课程中的参文献资

源等。） 

参与与在线专家的交流，访

问在线博物馆，创建基于仿

真模拟技术的网页，并描述

以上技术对学生理解学科

关键概念的支持，以及在解

决复杂问题方面的应用。 

让参与者在特定学科领域

中分析具体的软件包，并描

述这些软件包是如何在以

学习者为中心环境中支持

概念理解和复杂问题解决

的。 

KD.2.b 开发和应用

基于知识和行为的

评估准则，来评价学

生对于关键概念、能

力和过程的了解程

讨论学生反应特点，以及不

同质量水平的产品特征。开

发包含这些特征的量表，并

检测这些评估量表。让参与

者针对样品试用这些量表，



 

30 

度。 比如学生化学实验报告。 

模块 3：

教学法 

复杂问题解决：与

这一方法相关的课

堂教学法包括：基

于问题或基于项目

的合作学习，其中

学生可以深入探索

学科知识，并将知

识应用于复杂的、

日常生活的问题、

困难中。 

教学以学习者

为中心，教师

以富有技巧的

方式、有目的

地开展教学，

同时要设计问

题任务、引导

学生学习、支

持学生的合作

活动。在这个

角色中，教师

需要具备帮助

学生创造、实

施和监测项目

计划和解决方

案的能力。此

外，教师还需

要注重学习中

的评价，并以

此作为基本的

原则来指导自

己的实践。 

KD.3.a.描述如何利

用合作学习、基于项

目的学习和 ICT 来

支持学生理解关键

概念和过程以及应

用于现实生活的问

题解决。 

描述如何使用 ICT 和特定

的软件工具来支持学生知

识理解和知识应用，以及以

何种方式使用技术来支持

基于项目的学习。举例来

说： 

 学生团队扮演成海洋

生物学家或海洋学家，

使用网络等各种工具，

找出保护生态系统的

方法； 

 学生团队在社会学习

中，使用演示工具并应

用政府概念，支持当地

一个组织的工作。 

包括以在线讨论或实时交

流的方式与专家进行合作。 

KD.3.b.确定或设计

复杂的、真实的问

题，嵌入关键概念和

过程将其结构化，使

其成为学生项目学

习的基础。 

讨论包含关键概念的真实

世界问题的特征；调查这些

问题的例子；让参与者生成

案例，比如提高庄稼产量或

营销某产品的需求。 

KD.3.c.设计支持学

生深入理解概念并

在真实问题中应用

概念的在线材料。 

分析在线材料，找出支持深

度理解的关键特征。让参与

者以小组的形式设计在线

活动支持概念的深入理解、

培养学科相关技能。 

KD.3.d.设计单元计

划与课堂活动，让

学生合作理解、表

征、解决真实世界

复杂问题的时候能

进行推理、讨论和

使 用 学科 关键 概

念，并且反思和交

流解决方案。 

讨论吸引学生参与其中的

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的特

征；调查这些活动的例子；

让参与者设计活动来支持

学生，比如使用物理概念来

加固房子以防地震；使用分

数来对资源进行均分。 

KD.3.e.构建单元计

划和课堂活动，学生

讨论活动特征，活动使用开

放式的数字工具和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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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解决复杂问

题时，开放式的工具

和学科特定应用程

序将支持学生的推

理、讨论和使用学科

关键概念和过程。 

序促进学生投入到基于项

目的学习；检查此类活动的

样例、工具和应用软件；让

参与者生成和展示各自学

科领域的单元，例如，使用

计算机模拟和社会性学习

概念来理解一个聚居区扩

展的影响因素和动态机制；

或者使用一个图形包来展

示一首诗歌表达的意境。 

KD.3.f.实施协作性

的、基于项目的单元

计划和课堂活动，向

学生提供指导，促进

学生项目作品的成

功完成和关键概念

深入理解的达成。 

讨论在协作性的、基于项目

的单元中，教师作用以及教

师使用的策略。让参与者展

示策略的使用和支持单元

实施的数字化资源。 

模块 4： 

ICT 

复杂的工具： 

为了理解关键概

念，学生使用特定

学科领域的开放式

技术工具，例如科

学中的可视化软

件，数学中的数据

分析工具或者社会

性学习中的模拟角

色扮演类。 

教师必须熟悉

各种学科工具

和应用程序，

能够在各种基

于问题或项目

的情境中灵活

使用这些工具

与程序。学生

在分析和解决

所选定的问题

时，教师应当

能够使用网络

资源来帮助学

生合作、获得

信息、与外部

专家交流。教

师应当能够使

用信息与通信

技术创建和监

控学生个人与

小组的项目计

划。 

KD.4.a.使用各种恰

当的学科开放软件，

如数据分析、模拟角

色扮演、在线资料等 

展示一个学科领域中各种

软件包的使用；让参与者探

索和展示这些软件包。 

KD.4.b.评价在线资

源在支持特定学科

中的基于项目学习

的精确性和可用性。 

让参与者搜索网站和目录，

发现特定学科中支持基于

项目学习的恰当软件。让参

与者开发评价标准与量表，

并根据所选目的有效性来

评估自己的选择 

KD.4.c.使用编辑环

境或者工具设计在

线材料 

呈现编辑环境或工具的使

用。让参与者集体设计一个

学习课程的在线单元。 

KD.4.d.使用网络和

合适的软件去管理、

监控和评价各种学

生项目的过程 

呈现软件的使用，帮助教师

去管理、监控和评价学生项

目工作，让参与者输入学生

项目作品的数据。 

KD.4.e.使用信息与

交流技术与学生、同

伴、父母或者更大的

社区进行交流与合

作，帮助学生更好地

讨论教师使用线交流与合

作环境对学生学习的支持

让参与者记录日志、分享文

件和展示他们在线交互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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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KD.4.f.使用网络支

持学生课堂内外的

合作 

讨论学生使用在线交流和

合作环境支持自己合作性

项目工作和学习；让参与者

记录日志、分享文件和展示

学生在线交互的例子 

KD.4.g.使用搜索引

擎、在线数据库和邮

件来找寻合作项目

的相关人和资源 

讨论搜索引擎、在线数据库

和邮件来找寻合作项目的

相关人和资源的使用；让参

与者根据他们的课程进行

相关项目的搜索；让参与在

线合作项目；让参与者反思

他们的经验，与他人分享并

讨论 

模块 5：

组织与管

理 

合作小组： 

课程周期和课堂结

构更为动态，学生

在扩充的时间内进

行小组活动 

教师必须能够

创建灵活的课

堂学习环境，

在 这 种 环 境

中，教师必须

能够整合学生

为 中 心 的 活

动，并且灵活

地应用技术来

支持合作。 

KD.5.a.为了支持和

增强学习活动和社

会交互，在课堂内放

置和组织计算机和

其它数字资源。 

依据这些配置支持或阻碍

学生交互和参与，检验和讨

论不同的课堂计算机安排；

让参与者设计课堂资源的

安排和讨论设计的合理性。 

KD.5.b.管理技术提

升环境下的学生基

于项目的学习活动 

讨论技术环境下的学生基

于项目活动的管理方式；着

眼于各种配置的优缺点，让

参与者讨论课堂管理的单

元计划 

模块 6： 

教师专业

学习 

管理和引导： 

此种教师专业学习

方式的意义在于聚

焦使用信息与通讯

技术基于复杂问题

指导学生，并管理

动态学习环境。 

教师必须要有

能力和知识创

建和管理复杂

的项目，与其

他教师合作，

使用网络去获

取信息、与其

他同事或外部

专家联系来支

持他们的专业

学习。 

KD.6.a.使用信息与

通讯技术获取和分

享资源，支持他们的

活动和自身专业学

习 

讨论在线信息的各种资源

以及其他可以支持专业学

习的资源；让参与者参与搜

索支持专业学习目标的材

料；让参与者分享和讨论这

些搜索和实施计划 

KD.6.b.使用信息与

通讯技术与外部专

家和学习社区接触，

支持他们的活动和

专业学习 

讨论各种在线专家的资源

和可以支持学习的社区；让

参与者进行在线寻找专家

和社区的活动；让参与者与

专家交流，参与社区活动，

然后分享和讨论这些活动

的成果。 

KD.6.c.使用 ICT 来

寻找、管理、分析、

讨论与在线资源分析相关

的知识管理技能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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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评价信息来

支持他们的专业学

习 

将其整合在实践中，评价他

们的质量；让参与者进行描

述、讨论和展示他们实践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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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 ICT 能力框架模块 

 

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培养能够不断参与知识创造和革新并从中获益的劳动者，

以提高生产效率。 

 课程目标 教师能力 教师应达到的目标 
方法样例（给教师教育或专业

发展培训人员） 

模块 1： 

理解教育

中的 ICT 

政策创新：通过这

种方式，教师和学

校的工作人员积极

参与教育改革政策

的不断演化。 

教师必须理解

国家政策的目

的，能够对教

育改革政策的

讨论有所贡

献，并参与设

计、执行和修

改旨在实施这

些政策的计

划。 

KC.1.a.设计、实施

和调整学校层面的

教育改革计划，以贯

彻国家教育改革政

策的主要思路。 

讨论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的

意图以及如何在学校层面

的计划中加以贯彻实施。让

参与者以小组合作方式设

计学校改革计划，并作为贯

彻国家教育改革政策的组

成部分。让参与者实施该计

划的初期阶段，评价其进展

效果并交流所遇到的挑战

和克服挑战的策略。 

模块 2： 

课程与评

估 

知识社会技能： 

通过这种方式，课

程不仅专注于学校

课程知识还明确包

括知识社会技能，

例如问题解决、交

流、合作和评判性

思考。学生同样要

有能力决定他们的

学习目标和计划。

评价本页是这过程

的一部分；学生必

须有能力评价他们

自己和他人的成果

的质量。 

 

教师必须了解

复杂的人类发

展，例如认知、

情感和生理发

展。他们必须

知道在怎样的

情境下学习者

可以更好的学

习，教师必须

预测并有能力

解决学生遇到

的各种问题。

教师必须具备

支持复杂过程

的能力。 

 

KC.2.a.确定和讨论

学生如何学习和展

示复杂的认知技能，

例如信息管理、问题

解决、合作和评判性

思考。 

讨论复杂认知过程的特征

和学生如何获得和展示这

些复杂认知过程。让参与者

确认在自身学习过程中这

些技能的使用。让参与者在

一个课程计划中明确地整

合这些技能的使用。让参与

者反思实现课程计划并提

供如何提升改进的建议 

KC.2.b.帮助学生使

用信息与通讯技术

来获得搜索、管理、

分析、评价和使用信

息的能力。 

讨论有效的信息搜索和信

息管理技能的特征，基于信

息与通讯技术的学习活动

如何支持这些技能的培养

和展示；让参与者生成这些

活动的案例。 

KC.2.c.设计学习单

元和课堂活动，整合

信息与通讯技术工

具和设备，帮助学生

获得推理、计划、反

思、知识建构和交流

讨论推理、计划、反思、知

识建构和交流技能的特征，

讨论基于信息与通讯技术

的学习活动如何支持这些

技能；让参与者生成和分享

这些活动的案例。让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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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 评价学习单元，提供更多资

源的建议。 

KC.2.d.帮助学生使

用信息与通讯技术

发展交流和合作的

能力。 

讨论交流和合作技能的特

征，基于技术的学习活动如

何来支持这些技能；让参与

者产生成和分享这些活动

的案例。让参与者通过参

与，在虚拟专业学习社区中

示范有效的交流和合作 

KC.2.e.帮助学生开

发基于知识和行为

的评估准则，并应用

准则来评价他们自

己对关键课程内容

的理解和信息技术

与通讯技能。帮助学

生使用这些准则去

评价其他学生的工

作。 

讨论使用基于知识和基于

行为的评估准则来进行自

身评价和同伴评价的特征；

让参与者生成和评价这些

活动和准则的案例。让参与

者基于已有的技术参与开

发基于知识和行为的行为

准则。 

模块 3：

教学法 

自我管理：学生在

一个学习型社会中

学习，他们不断参

与创造知识产品，

构建自身与他人的

知识与技能。  

 

在这种办法

中，教师的作

用是明确地模

拟这种学习过

程，构建情境

让学生运用这

些认知技能。  

KC.3.a.在教学过程

中，向学生明确地示

范自身的推理、问题

解决和知识创造。 

让参与者在讨论自身认知

技能的基础上，具体形象地

展示如何使用这些技能来

解决学科领域的各种问题。

让参与者共同分享、彼此借

鉴在解决问题和创造新知

中所采取的策略和过程。 

KC.3.b.设计在线材

料和活动，鼓励学生

参与合作性问题解

决、研究或艺术创

作。 

讨论有助于学生设计和规

划自身学习活动的在线材

料的特征；让参与者分组协

作编制与评价各种在线材

料。让参与者在专业学习社

区中示范在线合作解决问

题、研究或艺术创作活动。 

KC.3.c.帮助学生设

计项目计划和活动，

使他们能够参与合

作性问题解决、研究

讨论支持学生设计和规划

自己学习活动的教师活动

的特征；让参与者生成和展

示与这些活动相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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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艺术创新。 

KC.3.d.帮助学生以

有利于其现行知识

生产和与其他人沟

通的方式，把多媒体

制作、网站制作和发

布技术纳入其项目

学习中。 

讨论支持学生在自身学习

活动中使用各种技术的教

师活动的特征；让参与者提

出此类活动的范例；让参与

者展示多媒体制作、网站制

作和发布技术，以支持学生

通过在线专业学习社区中

发布作品。 

KC.3.e.帮助学生反

思自己的学习。 

讨论有助于学生进行反思

性学习的教师活动的特征；

让参与者在专业学习社区

中提出此类活动的范例、交

流想法并对他人的作品提

出批评建议。 

模块 4： 

ICT 

普适技术： 

使用各种网络设

备、数字资源和电

子环境来促成和支

持知识创造以及随

时随地的合作学

习。 

教师必须能够

设计基于信息

和通讯技术的

知识社区，并

运用信息和通

讯技术来支持

培养学生的知

识创造技能及

其持续的反思

型学习。 

KC.4.a.描述信息与

通信技术的制作工

具和资源（多媒体录

音和制作设备、编辑

工具、出版软件、网

站设计工具）的功能

和用途，并用它们来

支持学生的创新和

知识创造。 

展示各种软件包和数字制

作资源并说明它们如何支

持和促进学生的创新和知

识创造活动。让参与者分析

在学科领域中使用这些资

源的范例，并说明它们如何

支持学生的创新和知识创

造。让参与者在他们设计的

单元中使用并评估这些工

具。 

模块 5：

组织与管

理 

学习组织：学校已

转型成学习组织，

所有的行为者都能

够参与到学习进程

中来。 

教师应能够发

挥领导作用，

培训同事并为

之提供后续支

持，建立和实

施其学校愿

景：基于信息

与通讯技术的

创新和持续学

习社区。 

KC.5.a.描述虚拟环

境和知识建构环境

的功能和用途，用以

支持增加知识和理

解课程只能怪的学

科内容，开发在线和

面对面学习社区。 

展示各种虚拟环境和知识

建构环境，并描述它们如何

支持对学生的学习社区。让

参与者分析在学科领域使

用这些资源的具体范例，并

描述明这些环境如何支持

对学生的学习社区。让参与

者在设计的学习单元中使

用这些环境并展示其效果。 

KC.5.b.描述规划和

思维工具的功能和

用途，用以支持学生

创新和规划自己的

展示各种规划和思维工具

并描述它们如何支持学生

创新和规划自己的学习活

动。让参与者分析在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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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开展持续

的反思性思维和学

习 

域使用这些资源的具体范

例，并描述它们如何支持培

养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学习。

让参与者在设计的学习单

元中使用这些环境工具并

展示其效果效能。 

模块 6： 

教师专业

学习 

教师作为学习者的

榜样： 

从这个角度看来，

教师本身是学习大

师和知识创造者，

他们不断地参与教

育实验和创新，进

而创造关于学习和

教学做法的新知

识。 

教师还必须具

备能力、动机、

意愿、鼓励和

支持来实验、

持续学习和运

用信息通讯技

术来创造一个

基于知识创新

的专业学习社

区。 

KC.6.a.发挥带头作

用，展示随着信息与

通讯技术逐步融入

课程和课堂活动，他

们的学校会变成什

么样子 

讨论把信息与通讯技术融

入课程和课堂以改进教育

工作的学校和各种愿景；让

参与者制订和交流行动计

划，在这些计划中，他们要

发挥带头作用，与同事和管

理人员合作，为学校树立这

种愿景。让参与者执行该计

划的初期阶段，评价进展并

交流遇到的挑战和克服挑

战的策略。 

KC.6.b.发挥带头作

用，支持学校的创新

活动以及同事的不

断进修 

讨论促进专业人士参与和

维持学校创新所需的社会

支持的类型； 让参与者设

计和分享行动计划，在计划

中和管理人员、同事一起营

造创新支持环境。让参与者

提供在学校实施创新工具

和资源的策略。 

KC.6.c.持续评估和

反思促进创新和改

进的专业实践。 

讨论有利于正在进行的创

新和改进的专业实践；让参

与者根据自身经验，举例这

类做法 

KC.6.d.使用信息与

通讯技术资源来参

与专业社区；分享和

讨论最佳的教学实

践。 

讨论如何通过专业学习社

区，利用信息与通讯技术支

持正在进行的创新和改进；

让参与者根据自身经验，举

例说明这类基于信息与通

讯技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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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2 

教学大纲与考试

规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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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教学大纲样例 
  
如何使用这份文档 

这份文档为教师们列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中每一个模块的专业学

习任务。虽然这些都是在专业学习方案中实施的任务，但是他们与教师在教学中所承担的任务相关。

因此，有关这些任务的描述可以参阅专业学习方案和教学。 

举例来说，任务 5.3中最佳实践部分的“和同事按计划进行教学活动，以确认其合理性”可以

参考专业学习方案或教学过程。方案提供者决定方案是否运行，其中包含与同事一起实施活动，或

者决定方案能否引起正在承担这一日常教学活动的教师的关注。 

为了表明在专业学习方案中任务的重要性，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通常涉及教学

任务——教师在工作中执行任务的频度，在工作中的重要性等等。 

有关任务的详细信息说明会在技术素养教学大纲末尾的文档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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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展示 ICT-CFT 推动下的技术素养目标意识 

 

注释：假定 ICT-CFT是国家的政策目标。 

 
 

 

1.1 确认在 ICT-CFT 支持下的政策目标 

 

范围说明 

为支持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需要培养具备以下条件的公民：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来处理信息和

生成知识 

 创造性、反思性、协作性以及问题解

决（生成知识所需要的） 

 多产的且全心参与到社会中，影响那

些涉及他们生活的决策 

 渊博、机智，从而能有效的管理他们

的生活，拥有充实、舒适的生活 

 促进跨文化理解、和平解决冲突 

 有效促进国家经济，使其能参与国际

竞争 

 

任务要素 

 明确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以及将

ICT与教育相整合的理论、观念和益

处。 

 了解 ICT-CFT 是如何阐述这些经济

与社会目标的。 

 了解 ICT-CFT框架的基本特征，比如

有三种方式，哪个为第一阶段。 

 

外围规范 

与 ICT-CFT 或 ICT 不相关的国家或

地方政策。 

工业/雇主的 ICT 培训政策。 

课程开发政策。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 

每月的、关键性的、不难的，且在

规划或计划中的任务。 

 

任务触发 

支持国家政策的教师们在教学中使

用 ICT-CFT的方法，期望成为高效且有

责任的教师。 

政府希望通过采用 ICT-CFT政策来改

进教师效能。 

 

使用的工具 

ICT-CFT的出版物，尤其是 ICT-CFT

第二版本及相关参考出版物中关于社会

和经济部分所列的原则。 

 

最佳实践 

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观念 

 

障碍 

害怕改变。 

没有当地语言版本的 ICT-CFT 出版

物。 

国家缺乏支持 ICT-CFT的意识。 

当地反对或缺乏 ICT-CFT的资助。 

预算限制。 

严重错误 

不能正确理解 ICT-CFT是与教学相

关的，而仅是将其视为使用计算机。

  

模块 1 理解教育中的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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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1.2 明确 ICT-CFT 框架的目的和方式 
 

注释：这一目标是以教师为中心的。

它用来展现 ICT-CFT 是如何影响教育工

作者，并使之收益，主要方式是如何使

课堂更加活泼，以及如何使得学生沉浸

于网络资源和数字工具中。这些将有助

于打开学生的思维，使他们沉浸在真实

世界问题中，成为合作的、问题解决式

的学习者。 

 

范围说明 

能够理解： 

 这是 ICT-CFT三种方式的第一种

方式：技术素养是知识深化（方

式 2）和知识创造（方式 3）的

先决条件。 

 ICT-CFT 的每一种方式中都包含

6个要素。 

 

任务要素 

要以主动和热情的态度不断反思和

探索 ICT-CFT中不熟悉的观念和方法，

积极参与和承担有关 ICT-CFT的专业学

习，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列举 CFT在课堂中的应用及好处。 

在特定课堂情境下使用可视化应用

程序。 

ICT-CFT的认识、采纳和应用是一个

持久的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 

 

外围规范 

对教育者来讲，其他的 ICT框架。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有点难度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使用的工具 

ICT-CFT 文档以及任何相关资源。 

 

障碍 

害怕改变。 

没有当地语言版本的 ICT-CFT出版

物。 

国家缺乏支持 ICT-CFT的意识。 

当地反对或缺乏 ICT-CFT的资助。 

预算限制。 

 

常见错误 

在尝试改变教学时，过于激进；尝

试太多太快可能会适得其反。 

 

1.3 明确 ICT-CFT 支持下的学习经验会产生的预期学习结果 

 

范围说明 

这是 ICT-CFT三阶段的第一阶段，

因此，学生经过这一步之后会变得：更

明智、更有动力、乐于调查，对新的信

息资源敏感，喜欢不同的观点，能够使

用 ICT，有使用计算机外设的经验，与他 

人协作，喜欢反思并能够解决问题，心

态更加开放等。总之，为接下来的两个 

阶段打下基础。 

注释：这一目标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42 

任务要素 

认识到使用技术素养方式（罗列、

分析、讨论所带来的好处）对学习结果

带来的好处。 

对 ICT-CFT如何在自己的教学环境

中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好处进行可视化。 

培养学生使用 ICT以促进学生反思，

提高学生进一步使用 ICT的兴趣。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的、有点难度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使用的工具 

ICT-CFT文档及任何相关资源。 

 

障碍 

在使学生受益形象化方面缺乏创新

性。 

害怕改变。 

没有当地语言版本的 ICT-CFT出版

物。 

国家缺乏支持 ICT-CFT的意识。 

当地反对或缺乏 ICT-CFT的资助。 

预算限制。 

 

1.4 理解 ICT-CFT 框架在既定场景中的相关性 

 

范围说明 

技术素养的方式应该应用到特定的

课堂情境下，为达到帮助教师理解和使

用 ICT-CFT方式的目的，规定需详细，

符合实际。 

方案应该能够反映国家进行专业学

习的情况，要考虑如何将 1.1-1.3中的

覆盖的原则应用到教师所在国家的实际

情况中去。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学

习会考虑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方案。（专

业学习应该与特定国家相关，考试的方

式是不可行的。） 

 

任务要素 

基本来说，为分析方案，需制定一

项拟议的解决方案，以从其他人那里得

到如何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更详细地

来说： 

1. 了解和分析给定方案（可用的硬

件、软件，学生在学校和在家里的情

况，影响他们学习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课程目标以及课堂情况等）。 

2. 使得数字化工具和资源与学习

目标相匹配。 

3. 明确限制性条件以及如何克服

这些限制。（比如，为了解决网络连

接较慢的问题而要花整晚的时间下

载老师第二天要是用的视频） 

4. 与同事分享想法和可行的方法，

以便他们帮助你找出已有方法的优

缺点，给出替代方法。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 

每年的、重要的、有点难度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完成 1.1-1.3（ICT-CFT方法的理论

思考）。从现在开始准备思考这些观点

的实践应用。 

 

使用的工具 

数字工具的极大范围的使用有助于

展示方案和应用 ICT的方法（视频剪辑、

演示软件、学生讨论时音频剪辑、照片

等）。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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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的资料不足。 

在思考方案以及 ICT-CFT应用方面

缺少教师的经验。 

 

常见错误 

方案不够详细或者缺乏真实性。 

难以充分或恰当的利用数字化工具

和资源。 

 

严重错误 

将现实情况和教学中的问题简单化。

方案和方法必须令老师们看起来信服和

合理。 

 

最佳实践 

产生真正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办

法。 

 

相关决议 

从一系列给定方案中选择特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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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课程与评估 
阐述 ICT 资源支持课程的基本知识 

 

“要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掌握信息技术技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教师

不可能经常给学生讲授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如打印或使用鼠标的技能。 

 

 

2.1 根据具体的课程目标，找到恰当的 ICT 资源并确认使用资源所需的技能 

 

范围说明 

在线（共享软件、免费软件等）或在

零售商店中，找到与特定内容相关的工具

（也就是专门的学科软件包），并对这些

软件进行评价。找到特定学科的网站（例

如为学科老师建立的网站，或者历史频

道）、教学资源网站、期刊网站（如“教

学历史”期刊）以及相关的非学科网站（如

探索频道、学习频道、新闻报道等）；找

到恰当的开放性软件（如数学教学使用的

电子表格）。 

任务要素 

确定课程目标。 

确定学习活动。 

研究探索（如借助网络）哪些方式可

以实现教学目标（可通过寻找相应的资

源）。 

在现有资源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使

用和改进。 

在使用某个新软件进行教学前学习

该软件。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困难的，日程安

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障碍 

缺乏合适的、符合需求的工具，网络

连接问题，许可限制，没有教学语言适用

的软件。 

先决知识 

理解课程标准、预期教学结果、教学

大纲。 

任务 4.2和 4.3。 

课程目标。 

最佳实践 

挖掘数字资源的潜力，使教学更加生

动。 

主动进行专业发展：向同事或其他人

学习如何最佳使用数字资源、提高计算机

技能、保持教学和软件革新的意识。 

常见错误 

软件或资源选择不恰当。 

课程目标和软件/资源的不匹配。 

侵权行为。 

严重错误 

放弃承担设计恰当的教学/学习活动

的专业责任（寻找现成的课程，而不是设

计活动）。 

硬件、资源和可用软件/数据资源之

间的不匹配。 

任务结果 

精彩的课程；学生有强烈的学习动机。

模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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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2.2 根据具体的情境，评价和选择合适的电子化教学资源 
 

范围说明 

预测潜在的学习结果：效度、目的、

范围、成本、许可和版权、课堂动态、

小组结构、教学方法/模式。（备注：这

个任务的重点是，如何分析一个情境以

便使 ICT发挥最佳效果。以下是一个情

景案例：教室中有一台可上网的电脑，

打印机和照相机，但是没有投影仪，如

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给一个 12岁左右女孩

组成的大班讲授波义耳定律？） 

任务要素 

分析情境（教室中可以使用的技术、

学生的年龄和水平、教学语言、学生是

否有残疾、特定主题），基于以上分析，

教师可以探索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 

评价资源的可靠性、适用年龄、适

宜性，以及在教室中使用的可行性。（参

考 4.2任务要素）。 

匹配资源和情境（例如，考虑硬件

的便携性、设计不同的方式使用资源或

工具以探索资源或工具的可用性）。 

决策如何最佳使用选择的资源和工

具进行最佳。 

范围之外 

对资源或者课程目标的详细评价。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需要在一个特定背景及学习环境中

完成一个特定的教学目标。 

障碍 

缺乏合适的、符合需求的工具，网

络连接问题，许可限制，没有教学语言

适用的软件。 

先决知识 

关于学生如何学习这个特定课程目

标的知识，例如，他们在理解波义耳定

律时有哪些困难，学生需要掌握哪些概

念或知识。 

原则上，如何将具体的课程标准和

计算机应用程序或资源进行匹配的知识。 

常见错误 

过分大胆的计划在现实课程中并不

会奏效，比如带宽不足的情况下设计了

视频会议。 

软件或资源的不恰当选择。 

课程目标和软件资源之间的错误匹

配。过度依赖技术，尤其是极其有诱惑

力或市场大力宣传的资源、工具及游戏。 

侵权行为。 

严重错误 

放弃承担设计合适的教学/学习活

动的专业责任（寻找现成的课程，而不

是设计活动）。 

硬件、资源和可用软件/数据资源之

间的不匹配。 

最佳实践 

意识到不同的学生需求的差异及学

生任务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情境中使用有数字资源或工

具的方法。 

调查如何让其他老师在这一特定的

情境中使用数字资源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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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2.3 根据具体的情境，评估和选择 ICT 评价资源 

 

范围说明 

范围、成本、教室动态性；形成性

和总结性的方法；形成性和总结性的评

价，例如： 

 在线考试 

 学生展示他们所学的内容（如，制

作视频、创建电子表格，向全班同

学演示） 

 评价教学（学生在电脑演示的软件

中点击选择某个问题的答案）。 

 

任务要素 

分析情境，以便确定需要评价什么，

以及有哪些资源或工具可以使用。 

确定需要哪种类型的评价，例如总

结性评价还是形成性评价。采用让学生

进行实际操作的评价，而不只是书面测

试。 

鉴别和评估 ICT 评价资源，例如

Survey Monkey网站（美国著名的在线调

查系统服务网站）。 

将 ICT资源与评价相匹配。 

考虑多种网络评价方式（多项选择

题、填空题、练习题、拖放位置题）。 

 

范围之外 

测试理论。出勤记录，教室管理事

宜（第五部分会详细介绍）。 

 

任务频度、重要性、困难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教学中使用的评价方法的基础知识。 

意识到基于 ICT的评价方式的优势，

例如可以向学生提供即时反馈、自动计

分、自动收集数据以及单项分析。 

 

最佳实践 

挖掘 ICT的潜力，提供比传统评价

方式更快速、更准确，更详细的评价。 

 

障碍 

缺乏资源，例如教室中只有一台电

脑，很难进行网络测试。 

 

常见错误 

过度依赖统计数据。使用 ICT方法

更容易获得数据，但是额外的数据和统

计并不一定能够提供额外信息。 

假设认为 ICT 评价只是网络测试，

而不包括其他方式，例如制作视频来展

示学生所学到的知识。 

在一种简单的评价方式就可以满足

需求时，花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制作基

于 ICT的评价方式。 

 

严重错误 

允许 ICT错误改变评价方式和目的。 

 

成功标准 

知道如何开展教学（继续进行或重

新教学），如何知道学生，如何改进教

学，修正活动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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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2.4 选择一种合适的基于计算机的工具监测和共享学生绩效数据 

 

范围说明 

使用 ICT记录、管理和报告学生的

绩效数据（等级，学生作品档案袋，学

生成绩确认，以及给学生、家长和管理

部门的报告）。 

任务要素 

建立一个个人评价记录跟踪系统

（例如，记录分数的电子表格）。 

学习如何使用校际评价记录跟踪系

统（或其他有大量教师使用的系统）。 

通过各种方式录入数据（刷卡、键

盘输入）。 

生成评价报告。 

解释评价结果。 

向不同的对象（学生、家长和管理

者）合理发布相应的评价数据。 

范围之外 

利用 ICT来管理学生作业（通过电

子邮件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通过内网提

交作业）。 

深入的数据分析（例如，统计分析）。 

任务频度、重要性、困难和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非常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学习机密信息相关法律和最佳实践，

努力保护个人数据的安全性。 

意识到使用在线系统的优点与局限，

例如将 ICT用到一个需要专业判断的自

动化程序中的优缺点，包括：向家长提

供报告并理解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使用项目库为父母提供报告的优缺点等。 

密码安全问题的知识。 

使用的工具 

至少会使用电子表格和计分软件。

可能会用到数据库、学生信息系统、网

络接口等。 

最佳实践 

创建一种数据高质量文化。 

确保输入的数据是最新的。 

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来监控绩效：

使用多种类型的评价方式，对照来自其

他学生、教师、学校的数据。 

通过向家长提供更有效的信息，来

提高家长对 ICT 评价系统的参与度。 

充分利用 ICT 系统提供的信息，例

如由 ICT分数记录揭示的学生或老师绩

效下滑的早期指示信息。 

障碍 

缺少硬件、软件资源和财政支持。 

责任文化缺失。 

常见错误 

错误的数据输入（包括不完整的数

据）。 

缺乏数据管理技能。 

密码的安全性没有保障。 

错误的计算公式。 

严重错误 

没有保证机密信息的安全性。 

允许黑客侵入。 

由错误数据做出错误结论。 

对可以使用的数据持消极态度（不

会使用基于 ICT 的系统提供的信息，因

为这些信息之前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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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教学法 

 

 

整合技术和教学 

 

 

 

 

3.1 将 ICT 整合到教学知识的获得过程和学习理论模式中 

 

范围说明 

教师在讲授中使用软件、视频、动

画、模型等向全班学生展示。 

学生听老师讲课，分析和提问并回

答教师的问题。 

任务要素 

考虑可能会被用于课堂讲授的数字

工具和资源的范围，并分析哪些工具可

能会用于课堂讲授中的交流、演示和调

查环节。例如，学生可使用电子点击器

与教师交流，使教师知晓他们是否理解

了教学内容。 

考虑数字工具和资源可能被使用的

各种方式。 

对于一个特定的课堂情境，选择可

能提高教学效果的数字工具或资源。 

分析针对特定目标而选择的工具或

资源的效果和适合性。 

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准备处

理问题的临时计划（例如，投影仪出问

题、上课当天教室停电）。 

教师在教学前必须保证完全有能力

操作软件和硬件，而不是在课程进行中

发现他们不记得某个软硬件的操作步骤。 

在适当的时候保证学生有能力使用

必要的硬件或软件。 

 

范围之外 

学生可以独立操作计算机。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小时的、关键性的、困难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知道在授导式教学中使用 ICT的优

点和不足。 

最佳实践 

在授导式教学中使用 ICT时要满足

不同的学习风格，例如根据学生喜欢的

学习风格改变文本、图片或音乐，并且

使用特殊设备满足个别学习需要，例如

为一些听力受损的学生提供音频帮助。 

常见错误 

没有明确在教学讲授中可以应用的

软件和硬件的整体范围（不仅仅是一些

演示性软件）。 

严重错误 

过度依赖技术进行教学，例如用播

放视频取代课堂讲授。 

选择不恰当的工具或资源，例如一

些可以使用且有趣的资源，但与教学目

标无关。 

模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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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3.2 使用 ICT 资源设计创新性学习活动来支持特定的教学效果 
 

范围说明 

基于授导式教学并涵盖学生学习活

动的课程计划或活动，包括以下内容： 

 学生课堂作品（个人及小组） 

 家庭作业 

 短期及长期的项目作业 

 学生的自学成果 

 e-learning 

 测试及评价 

任务要素 

清晰地表述教学目标。 

设计学习活动。 

考虑支持教学活动的所有数字资源

及工具。 

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风格，选

择合适的数字资源和工具 

评价以上数字化支持的效果。 

范围之外 

支持授导式教学。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小时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常见错误 

没有预期到软硬件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有提前制定临时计划。 

选择比课堂教学时间更长的活动。 

ICT工具或资源与学生的年龄或能

力水平不相称。 

ICT工具或资源不能吸引学生。 

严重错误 

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没有达到学

习目标。例如，学生最终在玩电脑，而

不是真正地学习教师布置的任务。

 

3.3 在“即时的”和“自发的”学习交互中应用 ICT 

 

范围说明 

在课堂中或学生自学过程中（项目

或课后作业）产生的，未事先计划及非

结构化的学习交互。在这些学习交互中，

学生针对某一主题，希望了解比课堂讲

授更多的知识。这可能包括与课程相关

的新闻，最新的科学发现或者未预料的

他人询问。 

任务要素 

对于相关的发生率询问持欢迎态度，

以鼓励学生们保持好奇心和积极性。 

探索机会来展现数字资源和工具如

何支持学习，并向学生展示如何在这种

条件下使用 ICT。 

使用数字化资源或工具获取信息，

如使用网络查询，使用电子表格计算学

生成绩的中位数、平均数、模式等，或

用图表展示变化趋势并与过去的成绩进

行对比。 

通过在学习中纳入该新维度，帮助

学生扩展知识以及对初始学习目标的理

解。 

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字资源对于获取

信息、扩展知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有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中。 

范围之外 

未充分设计的课堂，或者未充分准

备的教学。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很重要的、有些难度，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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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任务触发 

为了激起学生的好奇心组织的课堂

讨论，自发地扩展已计划的学习活动、

可能的教学环境范围等。 

先决知识 

任务 4.3 

标准化的办公室工具 

使用的工具 

任何合适的数字工具，尤其是网络，

例如使用电子表格计算。 

最佳实践 

管理学生的新疑问，以使其有成效

并与教学目的相关。 

向学生展示，ICT工具如何应用于日

常任务。 

呈现有效的搜索查询策略。 

障碍 

教师不愿意尝试探索计划外的疑问

或未设计好的话题 

没有可以使用的 ICT资源。 

常见错误 

学生和教师脱离初始教学目标，例

如探索越来越多的网络链接。 

严重错误 

进入不恰当的网站，例如包含成人

内容的网站。

3.4 设计恰当整合 ICT 资源的演示介绍 

 

范围说明 

确定演示的结构、时间、与讲座有

哪些不同、计算机技术如何支持教学等。

包括所有的数字化工具和资源，不仅是

向全班学生进行屏幕展示的演示软件。 

任务要素 

清晰地描述教学目标。 

确定哪些 ICT资源（硬件、软件、

数据）是最恰当并且可以得到的（不局

限于演示软件，可以是电子表格软件、

文字处理软件或视频软件）。图表在演

示软件中只能以静态方式呈现而在电子

表格软件中可以动态呈现。 

组织演示的结构及其与其他教学部

分的关系。 

考虑所有可用于教学的数字化资源。 

选择与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风格最

为匹配的数字化资源和工具。 

运用良好的视觉设计、逻辑推演制

作演示，并避免屏幕上过多额外的无关

信息以及其他常见错误。 

应用良好的演示技术（加入更多的

交互、提问和评论环节等）。 

评价演示效果。 

使用“建构”（即信息的逐步展示）

来与陈述相同步，使得学生兴趣最大化

并增加互动性。 

范围之外 

高度专业化软件，例如在在工业环

境或特定学科中使用的软件（因为

ICT-CFT考试不是针对特定学科的）。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严重错误 

视觉设计较差（颜色、文字字体、

字号、颜色、间距等）。 

从屏幕上阅读。 

信息呈现过多。 

讲授信息而没有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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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ICT 
选择和应用基本工具 

 

 

 

 

 

 

 
 

4.1 根据具体的学习活动，确定需要使用的硬件及设备 

 

范围说明 

计算机（桌面式或移动式）、外围

设备、记忆和存储设备、显示器、白板、

手机、投影仪、数码照相机、打印机、

需要的简单维修设备，教学中使用的各

种设备或外围产品的优势及劣势以及各

种设备的价格。 

任务要素 

确定教学需求。 

鉴别能满足教育需求的一个和多个

设备。 

估计成本。 

使用设备进行活动测试。 

证明设备在所需时间和地点是可以

使用的。 

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形，按照教

学需求对设备效用进行再评价。 

范围之外 

安装选定的设备及外围设备；了解

使用设备及外围设备的详细技术知识

（如，如何使用照相机照相，而不仅仅

是图像如何存储）。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学校采购一个新的硬件设备。 

需要数字化档案（如为一次旅行拍

摄视频）。 

需要降低纸张浪费。 

最佳实践 

是根据目的选择设备，而不是根据

设备选择目的。 

障碍 

对使用设备需要的技能估计不足，

准备不足，信心不足。 

设备的成本和可获得性。 

技术上有难度，没有足够的技术支

持。 

严重错误 

在使用之前没有进行测试。 

  

模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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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4.2 使用网络及浏览器支持学习活动 
 

范围说明 

理解和使用统一资源定位器（URL）

登录网站；评价一个网站的可信度；插

件程序；下载文件或媒体；评价内容的

相关性；了解什么是浏览器及浏览器的

类型；理解网速可能对教学活动产生的

影响。 

任务要素 

 鉴别网络与学学习活动的相关性。 

 用浏览器浏览网页。 

 评价网站的可信度。 

 评价网站的精确性。 

 根据相关政策和知识产权评价网站。 

 评价网站内容对学习活动或结果的

有效性。 

 确定是否需要额外的软件，如插件

程序。 

 将网页内容融入学习活动和结果中。 

 对网站加书签或批注。 

范围之外 

网络如何运作；网络的历史；建立

网络连接；解决网络连接问题。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需要从不同角度发现额外信息或最

新信息。 

 需要发现更丰富的资源，例如除了

文本外的图像和视频资源。 

 需要设计交互性活动。 

 需要交流和协作。 

 需要融入真实情景学习。 

最佳实践 

 从以下几个角度证明网站的准确性

和可信度：这个网站是否被引用，

网站作者是否可信，网站的创始人

和赞助方是谁。 

 在安装插件软件前查看学校政策。 

 测试和跟踪网站链接，确认链接可

用并且内容恰当。 

 证明设备在使用环境中是可连接的。 

 评价使用该网站的风险。 

 需要时对网站加书签。 

 准备一个备用计划，以防技术故障。 

任务障碍 

 网络连接慢或无法连接。 

 社会常识认为该网络不安全。 

 缺少必要的外围设备。 

先决知识 

 任务 6.3—鉴别网络的安全性。 

 理解网络带宽。 

 认同使用政策。 

 浏览器是什么，及目前存在的种类。 

 统一资源定位器（URL）的组成部分。 

 网络是什么。 

 如何浏览网站 

 如何让网站的一部分在离线时也可

以使用。 

 网络上可用的服务类型。 

 如何评价网站的可信度和准确度。 

严重错误 

错误输入 URL 地址，导致进入意外

的或不恰当的网站 

相关决策 

 在教室中使用该网站时，是否需要

其他 ICT资源？ 

 可以在教室中离线使用该网站吗？

还是必须在线使用？ 

 该网站适合学生使用吗？ 

 我希望学生从该活动中获得什么？ 

 网络是最好的或唯一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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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4.3 使用搜索引擎进行关键字检索 
 

范围说明 

如何恰当的搜索、进行自然语言搜

索并评估搜索结果；了解搜索结果的排

名；了解什么是搜索引擎，搜索引擎的

种类及其优劣势；如何使用关键字；如

何在搜索中使用引号；如何搜索特定资

源类型（例如，图像/媒体）；对搜索结

果进行安全评价；访问搜索结果；对搜

索结果进行存储/书签标记/打印；管理

收藏夹/浏览历史；对搜索结果进行导航；

对搜索结果使用语言工具进行翻译。 

任务要素 

 确定要搜索的内容以及格式（如图

像、文本和视频等）。 

 对给定的主题选择合适的关键词进

行搜索。 

 在搜索结果之间进行导航或定位。 

 必要的情况下修改或细化搜索字词

以得到合理数目的、适当的搜索响

应。 

 评估和比较不同搜索引擎的关键字

和搜索结果。 

 针对相应的信息需求选择最合适的

搜索结果。 

 打开、访问及书签标记相应的网站。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低难度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对最新资源及信息的需要。 

 需要拓宽知识面及资源面。 

 为加强学习经验而搜索真实信息的

需要（包括搜索现实生活案例）。 

 将虚拟体验作为学习的一部分的需

要。 

先决知识 

 任务 4.2和 6.3。 

 版权原理和法则。 

 移动设备适用的搜索引擎及成本。 

 

4.4 创建和使用基于 Web 的电子邮件账户 
 

范围说明 

电子邮件地址的组成；什么是好的

密码；建立一个电子邮件帐户的步骤（包

括帐户失活和重新激活）；电子邮件的

概念；保存和发送附件（包括附件大小）；

电子邮件规范；地址簿；电子邮件供应

商；隐私考虑；安全性（垃圾邮件，病

毒，垃圾邮件，身份盗窃等）；管理电

子邮件帐户（包括文件夹的建立）；垃

圾邮件过滤器；移动设备电子邮件；邮

件故障排除；注销电子邮件账户；了解

基于 Web的电子邮件和基于客户的电子

邮件之间的区别。 

任务要素 

 创建一个电子邮件帐户。 

 创建和发送电子邮件。 

 一对一或一对多发送，抄送或密送。 

 电子邮件的回复。 

 发送/接收/保存附件。 

 管理电子邮件帐户。 

 创建/组织文件夹。 

 删除邮件以满足邮箱容量限制（包

括发送文件夹和垃圾文件夹）。 

 将邮件移动到文件夹中。 

 定期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 

 管理地址簿及其功能（包括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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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范围之外 

互联网如何工作；互联网的历史；

如何建立互联网连接；如何排除互联网

连接过程中的故障；电子邮件服务器管

理；企业电子邮件。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天的、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与家长、管理人员、同事、学生等

随时随地进行沟通的需要。 

 跟踪交流趋势的需要。 

 为学生分配任务的需要。 

 共享数字媒体或文件的需要（1对 1

或 1对多）。 

 降低成本和纸张的使用的需要。 

 与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进行沟通的需

要。 

先决知识 

 考虑适用规范 

 电子邮件比传统邮件的优势 

 理解作为异步通讯的电子邮件和

同步通讯方式的不同。 

 了解远程数据存储的特征和优点。 

 了解短信和邮件之间的区别。 

 任务 4.2和 6.3。 

障碍 

 速度较慢或不可靠的互联网连接。 

 防火墙阻止了邮件或者附件。 

 拼写错误的电子邮件地址。 

 附件大小超过限制或者邮件被阻止。 

常见错误 

 对常见的错误信息缺乏了解. 

 不良的邮件礼仪,比如当回复一个

人比较恰当时回复了所有人或在邮

件中使用大写字母。 

 发送邮件前没有检查。 

 邮件主题相关问题,邮件主题没有

表明邮件内容或导致邮件进入垃圾

邮件。 

 没有添加附件。 

 没有按时检查邮件及管理邮件账户。 

严重错误 

 邮件地址拼写错误(导致发送给错

误的收件人或不存在的地址)。 

 忘记了邮件的永久性存在。 

 对邮箱密码缺乏保护。 

 

4.5 证明使用所选的应用软件可以满足教学需要 
 

范围说明 

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图形软件，演

示型软件；将软件与学习需要，学习风

格，学生年龄相匹配；使用基本技能已

达到教学目的。 

任务要素 

 确定学习效果被完成或此任务被执

行。 

 确认所选软件的可用性可以满足学

习结果。 

 比较/评估可能性(例如报告的撰写, 

混合/搭配活动等)。 

 确定将要使用软件的功能.  

 表述对开展活动所需要的技能。 

 对未来使用该活动进行评估 

范围之外 

软件的安装,课堂的管理与实施。 

工作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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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触发 

更加高效的教学方式的需要,例如

使用多媒体可视化技术来取代传统的教

科书讲授。 

障碍 

 许可使用成本。 

 软件不可用性。 

 软件在所需语言下不可用。 

 软件内容或实例没有本土化。 

严重错误 

选择工具后用相应的教学活动去匹

配。 

相关决策 

这种软件在课堂环境中是否实用? 

在课堂中使用此软件是否还需其他 ICT

资源？ 

 

4.6 使用软件来管理学生和课堂数据 

 

范围说明 

包括单机版和网络版软件的使用；

电子表格软件的使用；学生管理系统的

使用（记录考勤、成绩、学生注册、课

程表等信息）。 

任务要素 

 计划收集什么样的数据。 

 数据收集。 

 将数据输入应用程序。 

 分析数据。 

 生成和共享报告。 

 在适当的时机，根据信息指导实践。 

范围之外 

设计数据库/管理系统；记录存储系

统的管理和网络结构。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分析数据和生成报告的需要。 

 机构或政府需要。 

先决知识 

 了解数字记录的优点。 

 对不同类型数据管理系统的概览。 

 可以被捕获的数据类型及数据捕获

的目的。 

 理解可能生成的报告的类型。 

 理解数字安全和隐私问题（任务

6.3）。 

 了解应用程序如何在单机和接入网

络的计算机上工作。 

障碍 

 缺乏专业学习。 

 缺乏使用应用程序的信心。 

 缺乏网络或者网络不可靠。 

 不可靠的软件或应用程序支持。 

 对数字记录有时间限制。 

 相关角色。 

 信息技术支持。 

 软件支持（对所选软件）。 

 学校管理。 

常见错误 

 收集和输出无用的数据。 

 没有确认捕获数据的类型。 

 不正确的公式或分析(例如为报告

选择了错误的图表类型)。 

严重错误 

没有对数据进行备份。 

相关决策 

谁有权对数据进行访问？ 

需间隔多久进行数据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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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4.7 常用交流和协作技术的使用 
 

范围说明 

文本信息,音频会议（VOIP）,视频

会议,虚拟教室/会议技术,基于 WEB的协

作技术（如即时通信、博客、wikis、资

源共享等，包括新兴技术，如 WEB2.0以

及以后的技术），社交网络，数字公民

与网络规范的想法，电子邮件，协作使

用当地资源的技术（只有实验室或学校

局域网 VS.互联网）。 

任务要素 

 确定能够为学习增加价值的合作学

习的机会。 

 选择合适的协作工具。 

 制定协作学习计划(例如所需时间、

逻辑等). 

 测试协作学习的组建。 

 协作学习。 

 为未来情景，评估协作学习对给定

教学需要的有效性。 

范围之外 

设置、管理硬件及相关软件；管理

网络及学习管理系统。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月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参加竞赛的机会。 

 成为更大社区中一员的机会。 

 获取专家建议的需要。 

先决知识 

 任务 4.4 和 6.3。 

 理解协作活动包括的内容或应该包

括的内容。 

 了解哪些 ICT 工具对于协作学习具

有可行性。 

最佳实践 

 从简单的协作活动入手,例如本地

合作而非国际合作。 

 对协作活动进行合作性地规划。 

 确保协作活动围绕课程目标进行。 

障碍 

 低估了协作所需要的时间。 

 在使用协作工具时缺乏信心。 

 时区、语言、文化以及逻辑上的差

异。 

常见错误 

 没有意识到文化差异。 

 没有和参与协作的另一方拥有共同

的目的和达成共识。 

 没有跟上新协作技术的发展。 

严重错误 

低估了协作的后勤挑战。 

相关角色 

信息技术支持 

相关决策 

 对相关工具的要求，如视频会议需

要网络摄像头。 

 学生应从活动中收获什么？ 

 考虑互联网是否是协作学习的最佳

或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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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组织与管理 

 
组织与管理一个标准化课堂 

 

 

 

 

 

 

 

5.1 将学习活动整合到计算机实验室环境中 

 

范围说明 

基于计算机的实验环境——讨论和

举例说明计算机如何帮助完成教学活动；

制定使用实验室环境的教学计划；在互

联网实验室环境中教学的优势劣势；课

堂管理技巧。 

任务要素 

 确认可融入实验室环境的学习机会。 

 计划流程(包括预订实验室、使学生

获得文档、密码设置等)。 

 验证实验环境对学习的支持(如考

虑学生的数量 VS.计算机的数量)。 

 对实验室活动进行测试。 

 确保学生有进行此活动的技能。 

 制定任务表将活动罗列出来。 

范围之外 

实验室的管理，实验室的布局规划，

网络管理，实验室外的环境(如图书馆，

教室)。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月的、重要的、有些困难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在教学中整合 ICT 的要求或机会。 

 提供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先决知识 

 任务 4.1、4.5、5.3、6.3。 

 确认为活动选择了恰当的 ICT 工具

（包括硬件、软件和外围设备）。 

 学生有能力处理在线学习活动中出

现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剽窃和

人身安全问题。 

 学生熟悉实用实验室的使用制度与

政策。 

 在实验室环境下管理学生的不同方

法。 

常见错误 

 低估了实验所需的时间。 

 低估或者过高估计了学生的操作技

能水平。 

严重错误 

假设一切都有序进行，没有应急方

案。 

成功标准 

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得到提高。 

学生对学习具有持续增长的热情。 

相关工作角色 

信息技术支持人员。 

实验室管理人员。

模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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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5.2 管理不同环境中个人、小群体、大群体对 ICT 资源的使用 

 

范围说明 

使用一定范围内的 ICT资源；知道

ICT 资源的能力及限制；对个人、两两、

小群体采用不同的课堂管理策略；ICT 资

源下的课堂环境——讨论并举例说明计

算机如何帮助完成学习活动；在课堂环境

中使用 ICT 资源制定课程计划。 

任务要素 

 识别能够整合 ICT 资源的学习机会。 

 设计程序(如可利用的资源和相应的

支持服务)。 

 设计活动的策略(包括学生分组)。 

 测试活动。 

 确认学生有完成相应活动的技能准

备。 

 提供必要的大纲对学生的活动进行

引导。 

 回顾活动进程为后续设计做参考。 

 准备备用方案以防技术使用出现问

题。 

范围之外 

实验室环境,ICT资源/工具的深度知

识。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有些困难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结合即时或真实生活学习经验的可

能性。 

 通过使用 ICT 进行更多的互动和差

异化教学以丰富教学的可能性。 

 教学中应用 ICT 的要求或者契机。 

 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先决知识 

 任务 4.1，4.5，5.3和 6.3。 

 学生有能力处理在线学习中遇到的

问题，包括知识产权问题，剽窃与人

身安全问题。 

 教师意识到当 ICT 资源融入课堂时，

课堂管理变得更为复杂。 

最佳实践 

 保证能够得到信息技术支持。 

 对活动时间的正确估计（包括活动结

束后汇报的时间）。 

 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障碍 

 物理学习环境不利于使用 ICT 资源，

或环境灵活性不足以纳入不同社会

群体使用 ICT 资源进行学习。 

 学生对不熟悉任务的抵触。 

 在使用 ICT 资源时缺乏信心。 

常见错误 

 小组人数的不恰当影响了活动的进

展。 

 如果小组人数不恰当没有在进程中

即时调整。 

 低估了活动所需要的时间。 

 低估或者过高估计了学生的技能水

平。 

严重错误 

假设一切按计划进行，没有应急方案。 

成功标准 

 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都得到提高。 

 学生对学习具有持续增长的热情。 

 在学习中使用 ICT，且没有干预其他

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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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5.3 确定能与各种 ICT 资源协调使用的社会规范 
 

范围说明 

一定范围的 ICT 资源（如移动电话）；

确定与各种 ICT 资源协调使用的社会规

范；与学习相关的各种不同社会规范的价

值；确认个人、两两、小群体学习中使用

的不同 ICT 资源的不同课堂策略。 

任务要素 

 确认不同软硬件技术的可用性。 

 考虑教学应用的潜在的社会规范（包

括恰当性）。 

 根据不同的目的将不同 ICT资源与不

同社会规范进行匹配。 

范围之外 

实验室环境，ICT 资源和工具的深度

知识，课程设计。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月的、很重要的、低难度的，日程

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增加学生间合作的需要。 

 将 21 世纪学习融入教学策略中的需

要。 

 通过使用ICT更好的促进教学的可能

性，包括交互性更强或者差异化的学

习体验。 

 ICT 资源可用性的限制。 

先决知识 

 任务 4.1、4.5 和 5.2。 

 在课堂上使用 ICT资源的优势与不足，

包括可能的中断和挑战。 

 认识到加入使用 ICT资源的活动会增

加课堂管理的复杂性。 

 考虑到每个学生可用的 ICT 资源，理

解什么类型的活动是可行的。 

 理解不同社会规范在教育方面和社

会方面的益处。 

最佳实践 

和同事按计划运行学习活动，对其合

理性进行确认。 

障碍 

 物理学习环境不够灵活，不能支持各

类社会群体使用 ICT 资源进行学习。 

 学生对不熟悉规范的抵触。 

常见错误 

 小组人数的不恰当影响了活动的进

展。 

 如果小组人数不恰当没有在活动过

程中及时调整。 

任务结果 

根据社会规范确定最佳的 ICT资源方

案。 

相关角色 

支持人员、职业治疗师。 

相关决策 

 物理课堂空间的灵活性如何?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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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专业学习 
使用数字化工具提升职业绩效 

 

 

 

 

 

 

 

 

6.1 使用 ICT 资源来提高教学效率 
 
范围说明 

能力、效率和通讯的最优化（包括

使用电子表格管理学生成绩）；从模拟

向数字过渡；将教师需要践行的重要活

动列出来；ICT 资源的使用（如硬件：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手持设备；软件：

文字处理工具、博客、wikis 及其他通

讯工具）。 

任务要素 

 确定要执行的任务。 

 选择使用 ICT 能更高效完成的任务。 

 确定在使用 ICT 的过程中能够担当

资源、导师或合作者角色的同伴、

支持人员或者其他个体（包括学生）。 

 为任务选择最适合的 ICT 工具。 

 确定比传统教学的优势以找出增益。 

 使用确认的 ICT 工具执行任务。 

任务频度、重要性、困难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现存的执行任务的低效实践。 

 使用 ICT 的要求。 

 学校有新的 ICT 资源。 

 减少纸张浪费的需求。 

 提升技能的需求。 

先决知识 

 了解使用 ICT 资源的效率优势。 

 了解需改善的过程。 

 了解使用 ICT 资源对提升生产力的

能力，优势与不足。 

 费用或许可使用。 

 知道使用 ICT 所需要的时间，技能

和准备工作。 

 任务 4.4。 

最佳实践 

 从简单的任务开始执行，并且将使

用 ICT 做到常规化。 

 不断对技术进行打磨，并且意识到

需不断训练才能熟练掌握。 

任务障碍 

 缺乏使用 ICT 的信心或者相应技能。 

 缺乏对当前任务最合适的 ICT 资源。 

常见错误 

 尝试使用所有可能的工具。 

 当开始学习使用 ICT 时，就将其用

于关键的任务。 

 在初始犯错误之后没有继续坚持。 

相关决策 

 投资时间和财力来使用 ICT，是否提

高了生产力? 

 在学校环境中使用 ICT 资源是否可

行？ 

 所选的 ICT 资源是最佳或唯一的吗？

模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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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6.2 使用 ICT 资源支持教师的专业学习 
 

范围说明 

运用技术与跨学科的同事合作；远

程和虚拟学习；研究教学资源；丰富学

科和教学知识；使用可促进职业发展的

ICT 资源。 

任务要素 

 查找各种能够丰富学科和教学知识

的各种 ICT 资源。 

 确认个人职业发展目标。 

 制定计划以使用 ICT 工具实现目标。 

 确定在使用 ICT 的过程中能够担当

资源，导师或者合作者角色的同事，

支持人员或者其他个体。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季度的、很重要的、有些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职业提升的愿望。 

 课程计划变动。 

 在学科领域跟进发展的需要。 

 拓展技能的需要。 

先决知识 

 任务 4.2、4.3、4.4、4.7。 

 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在线交流。 

 理解使用 ICT 资源对于扩展知识及

跟进学科发展的优势。 

 意识到使用 ICT 资源对职业发展的

能力，优势与不足。 

最佳实践 

 从简单的任务开始着手，对结果保

持灵活和现实的态度。 

 坚持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 

 对 ICT 资源的可信度与质量进行验

证。 

 按计划为职业发展留出时间。 

障碍 

 在职业发展上投入时间不足。 

 在确认资源的可信度时存在困难。 

 资源的成本。 

 使用 ICT 资源及工具时缺乏技能和

信心。 

相关角色 

同事，学科专家及教学专家。 

常见错误 

 低估了所需时间。 

 对资源的可信度没有验证。 

 在初始尝试没有成功就放弃了。 

严重错误 

对职业发展没有个人化且实际可行

的方案。 

成功标准 

 ICT 的使用拓展了对职业发展的投

入。 

 融入到社区实践的能力, 例如参与

教师关于教学法的在线讨论等。 

相关决策 

 对使用 ICT 进行教师职业发展的时

间和金钱投入是否物有所值？ 

 选定的 ICT 资源是否是最佳或唯一

的选择? 

 教师具有使用 ICT 资源的技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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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6.3 数字化环境中的安全管理 
 

范围说明 

网络欺凌；发布适当的信息；黑客；

交流论坛；隐私和盗版问题；病毒；诈

骗；垃圾邮件；Cookies（用户信息存储）；

弹出式窗口；知识产权，版权，不恰当

内容；公民数字化；电子邮件礼仪；道

德；合法性要求；个人信息的保密性；

密码。 

任务要素 

 针对病毒，垃圾邮件，恶意软件和

Cookies 等采取防御措施。 

 关注学校关于使用电子设备的政策，

并遵守要求。 

 做数字公民的模范 

 确保数据的安全（保密个人数据）。 

 尊重版权和知识产权。 

 教会学生互联网的风险及安全使用

网络（网络欺凌发布恰当的信息；

黑客；交流论坛）以及正确使用电

子邮件的步骤和礼仪。 

 教育学生在互联网的利弊之间找到

平衡。 

 遵守使用规则，并且鼓励他人遵守。 

范围之外 

学生的心理健康，上瘾行为（如对

游戏），对法规的深入理解。 

任务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小时的、关键性的、很困难的，

一个未计划中的事件的结果。 

任务触发 

 学生使用互联网。 

 教师能够获得及保持记录。 

 教师需给家长、管理人员、考试委

员会发送报告。 

 

工具的使用 

主要使用浏览器及数据库，但原则

上包括所有数字化工具及数据。 

最佳实践 

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危险

（如垃圾邮件，诈骗，黑客等）以保证

数据的安全性（如通过密码保护）且防

止机密数据的泄露。 

障碍 

 对危险的无视。 

 缺乏杀毒软件。 

 过于单纯。 

常见错误 

 自满 

 没有正确认识学生对安全问题及相

关措施的认知程度。 

 对使用互联网及风险的过度担心。 

相关角色 

学生、教师、家长、IT支持者以及

管理者。 

相关决策 

 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向他们展示风

险。 

 在安全性问题上是否需要家长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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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教学大纲预期使用者  
 

ICT-CFT 技术素养教学大纲的预期使用者是各类教育专业

人员，包括教师教育培训人员、任何对提高 ICT 教育应用能力

感兴趣的人。 

 
 

 

 

 

 

预备知识 

 

 技能 

– 基本的数字技术素养，包括对办公软

件的熟悉和掌握，如文字处理软件、

电子表格软件及演示性软件。 

– 文件管理。 

– 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包括使用键

盘和鼠标）。 

– 对因特网使用的熟悉。 

 接触 ICT 的途径 

如果教师及学生在学校有机会接触

ICT将对教师完成本课程有很大帮助。 

备注 

 

 任务频度划分为六个等级：每小时、

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 

 任务重要性划分为五个等级：非常重

要（关键性的）、很重要、重要、有点

重要、不重要。 

 任务难度分为五个等级:很困难、困难、

有些困难、低困难、不难。 

 在每个任务的障碍中，应当假定障碍

还包括缺乏资源、时间及创造力。 

 

 

 

 

 

 

 

 



 

64 

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技术素养 

---------------------------------------------------------------------------- 
技术素养: 测试规范 
 

ICT-CFT 

模块 

ICT-CFT 目标 

（教师应能够……） 
考试功能组 

考试目标 

模块一 

理解教育

中的 ICT 

TL.1.a.确定课堂实践的关键特征并且分析这些特

征如何服务于政策的实施 

证明已理解 ICT-CFT

框架中描述的技术素

养目标。 

1. 确定 ICT-CFT 框架支持的政策目标。 

2. 掌握 ICT-CFT 框架和方式。 

3. 明白开展 ICT-CFT 支持的学习活动后会

产生的学习结果。 

备注：我们不能测试具体的地区和国家的政

策知识。 

假设：这些目标基于以下假设：ICT-CFT 是

被采纳的国家政策目标。 

模块二 

课程与评

估 

TL.2.a.将特定的课程标准与特定的软件包及计算

机应用相匹配并描述这些应用如何支持课程目标

的实现。 

TL.2.b.帮助学生在课程范围内掌握 ICT 技能。 

TL.2.c.使用 ICT 对学生学科知识的获得情况进行

评价并为学生学习上的进步提供形成性评价及总

结性评价。 

证明已经掌握了 ICT

资源支持课程目标实

现的基本知识。 

1. 针对给定的一个课程目标和标准，整合

ICT 支持的教学和评价资源。 

2. 选择一项合适的基于计算机的工具来

监测和分享学生的绩效数据。 

 

备注：制定本考试计划的专家小组一致认

为，教师是否能够帮助学生获得最基本的计

算机操作技巧，如打字或使用鼠标，不属于

本考试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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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 

TL.3.a.描述如何使用授导式教学及 ICT 支持学生

对学科知识的获得。 

TL.3.b.在课堂中融入恰当的 ICT 活动来支持学生

对学科知识的掌握。 

TL.3.c.使用演示性软件和数字资源来支持教学。 

将技术与教学相整

合。 

1. 将 ICT 与知识讲授和学习理论模型结

合。 

2. 使用 ICT 资源设计学习活动以支持一个

具体的教学目标。 

3. 应用 ICT 资源来支持及时且自发的学习

交互。 

4. 设计恰当地整合 ICT 资源的演示。 

模块四 

ICT  

TL.4.a.描述并展示普通硬件技术的使用方法。 

TL.4.b.描述并展示对文字处理软件的基本使用，比

如文字录入、文本编辑、格式调整和打印。 

TL.4.c.描述并展示演示性软件及其他电子资源的

基本特点和目的。 

TL.4.d.描述绘图软件的基本功能和目的，并使用绘

图软件创建一个简单的图片演示。 

TL.4.e.描述因特网和万维网，详细阐释其功能，描

述浏览器如何工作，通过 URL访问一个站点。 

使用搜索引擎做一个关键字搜索。 

TL.4.f.创建一个邮箱账户并用它进行系列的邮件

联系。 

TL.4.g.说明辅导、训练及练习软件的功能和用途，

以及它们如何支持学生学科知识的学习。 

TL.4.h.找到现存教育软件和网络资源，并对其准确

性及与课程标准的契合度进行评估，将其与学生的

特定需要匹配。 

TL.4.i.使用网络的记录保存软件，统计学生出勤状

况，提交成绩并保持记录。 

使用基本工具支持学

习活动 

1. 针对给定的一个具体学习活动，鉴别此

活动的硬件及设备需求。 

2. 使用因特网来支持学习活动。 

3. 使用搜索引擎和搜索策略来支持学习

活动。 

4. 创建并使用基于网络的邮箱账户。 

5. 根据给定的场景，选择最合适的应用软

件。 

6. 使用软件来管理和共享学生数据以及

课堂数据。 

7. 使用普遍的交流和协作技术来支持学

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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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4.j.使用普遍的交流和协作工具，比如文本消

息、视频会议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协作和社会环境。 

模块五 

组织与管

理 

TL.5.a.将计算机实验室融入正在进行的教学活动

中。 

TL.5.b.管理常规课堂中个体与小组对于补充性

ICT资源的使用，避免分散其他教学活动的注意力。 

TL.5.c.确定能与各种 ICT资源协调使用的社会规

范。 

组织及管理一个标准

化的课堂 

1. 将学习活动融入计算机实验环境中。 

2. 在不同环境中管理个人、小组及较大团

体对 ICT 资源的使用。 

3. 管理 ICT 资源相关的协调及社会互动。 

模块六 

教师专业

学习 

TL.6.a.使用 ICT资源来提高效率。 

TL.6.b.使用 ICT资源来提高自身对专业知识和教

学知识的获得。 

TL.6.c.鉴别和管理因特网的安全问题。 

使用数字化工具来提

高职业绩效 

1. 使用 ICT 资源来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  

2. 使用 ICT 资源来支持教师专业学习。 

3. 鉴别和管理网络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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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教学大纲样例 

 
本部分中的每个模块描述了教师在每天的工作中需执行的任务，以将 ICT 有效地融入

到教学过程中。这些任务表明了在一个职业学习项目中需要掌握的内容。 

 

如需进一步了解本模块，请参阅本教学大纲文件末尾的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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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理解教育中的 ICT 
 
 
理解在教学中使用 ICT 的教育政策。 

 

本模块要求教师获得对 ICT-CFT的目标和原则的深度理解，

及其与国家政策的关系。教师要完成以下任务。 

 

 
 

 

1.1 理解 ICT 政策 
 
调查可获得的资源（文档、视频、

文摘、课本、国家教育政策、学校政策、

ICT-CFT出版物），这些资源能够解释

ICT-CFT及相关国家和地方教育政策的

目的和原则。 

分析 ICT如何有助于培养有创造力、

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者，他

们深度掌握了所学学科的知识并能将其

运用到现实生活的问题中。反思 ICT如

何应用于教师工作的各个方面并作出贡

献。 

在实践中找出应用 ICT的案例和示

范。这些例子包括 DVD 光盘、视频、报

刊文章、网络材料、存档的案例、巡讲

演说、本校或他校老师课堂观摩等。 

与同事讨论教学中的 ICT对于老师

及学生的目标、益处和用途。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 

每天的、关键性的和困难的。 

任务触发 

认识到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当今社会

需要及现代社会经济来说是不恰当的。 

学校目标或者国家政策的变革。 

先决知识 

 基于项目的学习实践的基本知识。 
 当前学校社区内的，地方的，国内

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对 ICT 发展的熟悉，例如社交网络

的发展及手机的使用。 

 了解小孩和年轻人如何使用 ICT，
例如“居民数字化”概念。 

障碍 

 教师的个人偏见、观点、意见、角
度以及期望。 

 不愿意接受新观点。 
 已对国家或地方政策等关键资源有

接触。 
 缺乏专业的学习或接受了低质量的

学习。 
 国家和地方在教育政策和教育传播

方面的领导较为低效。 
 社会、政治、宗教、社区，父母群

体或经济利益对政策目标的反对。
这些群体可能严重地影响教师对于
政策问题的认知，并且如果教师希
望成功实施政策目标，需要寻求这
些群体的帮助并能够影响他们。 

常见错误 

 在了解政策前就假定已有充分的知
识。 

 将政策视为一时兴致或政治想法；
没有认识到政策对教师工作的重要
性。 

 没有认识到政策是与教师实践息息
相关，而不是简单地术语堆砌。 

严重错误 

认为政策实施仅仅是学校中某个人
的责任，例如“ICT 协调员”，而不是每
一个教师的责任。

模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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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课程与评估 
 

通过 ICT 来实现课程与评估目标 
 

本模块将介绍 ICT 对课程与评估的影响。教师应： 

 在课程中识别哪些关键概念和过程使用 ICT 教学可以达到

最佳效果；教学内容不仅指知识与理解，也包括技能、程序、

态度与价值观。 

 决定如何使用 ICT 评价学生。 

这两个任务的详细描述如下： 

 

 

2.1 识别课程中通过 ICT 教学效果最佳的概念和过程 

 

鉴别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需要教授

的关键知识和概念以及相关的官方指南、

要求、课程描述、大纲和官方教材。根

据教师对这个科目的理解决定哪些知识

和概念通过 ICT来教学是效果最佳的。 

识别能在课程中使用 ICT来展开的

关键技能和过程。这些技能和过程包括

创造力、发明、交流和协作、研究、批

判性思考以及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问题解

决。 

选择实现课程目标及提升学生能力

的最适合的 ICT工具和资源，但同时也

不能忽略非 ICT的资源。 

确认如何使用 ICT 来满足所有学生

的需要，从能力最差的学生到能力最强

的学生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例如针

对特殊群体的 ICT应用，包括有学习障

碍的、有天赋的、诵读困难的以及视觉

受损的学生。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 

至少每月的、关键性的、有些困难

的。 

最佳实践 

与专业的同事进行讨论，包括课程

协调员以及学校的领导人员。 

障碍 

 教师对自身及学科内容的掌握缺

乏自信，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具有

挑战性的问题。 

 文化、家庭或宗教对某些概念和知

识的反对。 

常见错误 

 过分关注技术而忽略了关键概念。 

 介绍教师的个人偏见。 

 不能区分基础的和非基础的概念。 

 过度地强调某些概念和知识。 

 不能批判性地并且独立地思考。 

 对什么是学科的基本原则为学生

设定严格的思考规则。 

模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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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2.2 使用 ICT 评价学生对于关键学科概念、技能与过程的理解 
 

使用 ICT 评估的不仅仅是事实性的

知识，而尤其要评价学生对关键概念、

高级过程的基本理解，比如问题解决、

协作和批判性思考。 

考虑 ICT 对不同类型的评估方式的

帮助，比如量规、测试、考试、作品集、

观察与访谈。 

考虑 ICT 如何改进这些不同类型的

评估，例如： 

 使用视频录像来评价时间任务，

例如公共场合演讲或者体育运

动表现。 

 ICT 应用能够侦测没有被教师

察觉的学生特点，比如孩子在

阅读技巧或数学中非常细微的

困难和优势。 

 通过在线的标准化测试将学生

成绩与确定的标准比较。 

 通过内网或邮件将评价标准和

目的发送给学生及家长。 

 通过数字可视化方式评价学生

是否掌握关键概念，例如化学

反应。 

 学生通过文字处理或电子表格

软件制作问卷来进行自我评价

或同学互评。 

 ICT 应用可帮助有特殊需要的

学生，例如为视力有缺陷的学

生提供文本的语音版和点读键

盘。 

 

 

 

 

 

 

任务的重要性、难度与发生率 

很重要、困难的，日程安排或计划

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基本的评估技能与理论。 

障碍 

缺乏资源（例如只有一台电脑，学

生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测试导致互相交流

答案；或者网速较慢导致测试时间很长）。 

常见错误与结果 

如果缺乏考虑知识、技能、概念和

过程之间必要的平衡，使用 ICT可能导

致评估的偏差。 

所使用的评估工具范围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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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教学法 
 

设计并实施协作性的、基于项目的学习 

 

教师应： 

 设计一个恰当的 ICT 与基于项目的学习相整合的活动。 

 实施该学习活动。 

 考虑 ICT 是如何有效地整合于活动中的。 

这三个任务的详细描述如下： 

 
 

3.1 设计一个融入 ICT 的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 
 

确定一个与学生相关的问题或话题。

它可能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的、地方的

或个人的问题。例如水资源短缺、以大

欺小、地震、贫穷、气候变化、国内暴

力、性别歧视、饮食健康等。 

教师可能需要询问同事或学生，并

做一些研究找到最合适的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 

 包括课程中的关键概念。 

 以栩栩如生，能够激发积极性

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比如通过

视频案例学习。 

 鼓励学生变得有创造力。 

 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

够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并且有多

重解决方案。 

 最好包括多个主题并且要求就

多名教师协同工作。 

基于该问题的学习活动应该： 

 适合于学生的知识、技能以及

经验，并且也具有挑战性。 

 包括数据收集、团队协作、数

据分析、问题解决以及决策制

定。 

 通过要求学生彼此依靠完成任

务，与不同地点的人交流，尊

重他人的意见的方式来鼓励协

作学习。 

 关注学生的特殊需要，比如为

视力有缺陷的学生提供点读键

盘或者为特别有天赋的学生提

供不同的资源。 

 包括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 

针对活动的计划应该包含目标、对

象、时间线、对学生的指导、资源和参

考资料、可获得的 ICT（可能包含创建一

个 wiki或博客，预定机房等）、活动内

容、预期的结果以及评价标准。 

教师应对做出每一个决策的原因保

持一个反思性的记录，来帮助自己提高

使用 ICT进行基于项目的协作性学习活

动的技巧。 

任务的重要性、难度以及发生率 

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日程安排

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ICT 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因特网，办公、多媒

体、项目管理、思维导图以及协作相关

的多种应用软件。 

模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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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障碍 

 在设计活动中缺乏创造性。 

 用于教师设计的不充分的资源。 

 刚性课程或者外在评估系统。 

 持不支持态度的学校环境、管理或

地方社区。 

常见错误与结果  

 没有预期对第三方的影响，比如跟

其他课程在时间上有冲突，或者干

扰了学校的其他活动。 

 忽略了版权和隐私问题。 

 和工作人员或父母的交流不充分。 

严重错误与结果 

项目很吸引人但不能够使学生学会

关键概念。 

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课业负担或能力

水平。 

在课程中没有表明需学习的关键概

念。

 

3.2 实施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 
 

告诉学生项目目标以及评估标准，

解释将如何被评价。 

把学生分成适合开展此活动及整合

ICT的小组。 

管理汇报、讨论以及反思。 

在交叉学科项目中需要与同事进行

协调。 

促进批判性思考、问题解决、协作

以及各种形式的交流。 

指导学生进行合适的形成性和总结

性评价任务及完成评价内容。例如，评

估学生的汇报表现以及参与度。 

如上所述保持一个反思性的记录。 

任务的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日程安排

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理解教学促进者的角色。 

 理解基于项目的学习中以学习者

为中心的方法。 

 如何管理时间和分配资源。 

使用的工具 

 因特网，文字处理软件，演示性工

具及办公软件。 

 多媒体工具（录音机，摄像机等）。 

 协作与信息共享工具（邮箱、维客

等）。 

 数据收集、分析与存储工具。 

 项目管理工具。 

障碍 

 不充分的技术技能。 

 活动执行中缺乏创造力。 

 与 ICT 工具整合不充分，例如学生

需要在单个项目中整合不同来源

的电子资源。 

 在项目过程中不能保持学生的学

习动机。 

 不能控制外在环境，例如，在一个

协作项目中，不同小组不能分工合

作为项目进展贡献力量。 

 在协作性项目中缺乏有效沟通。 

常见错误 

 未实现从教学者到促进者的转换。 

 没有按照项目需求与工作人员、家

长及其他角色充分交流。 

 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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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严重错误 

 没有恰当地管理小组动态。 

 偏离项目目标。  

 高估了 ICT 资源的可靠性。 

 没有认识到学生的课业压力与技能

水平。

 

 

3.3 批判地分析 ICT 与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的整合效果 

 

分析学生从本项目的学习成果以及

项目中对 ICT的使用情况，特别参考以下

方面： 

 学生理解关键概念的水平。 

 ICT 对本活动是否是必要的。 

 所选 ICT 是否恰当以及未来是否可

能有其他选择进一步提高活动效果。  

 在所选 ICT 使用中遇到的障碍以及

如何解决。 

 如何增强本活动中 ICT 的整合。 

需要关注上述的反思性日记中的结

论并在需要时与同事讨论。 

任务的重要性、难度与发生率 

关键性的、有些困难的，日程安排或

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理解 ICT 与教学和学习的教学法整

合。 

 理解基于项目的学习活动中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方法。 

障碍 

 在项目各阶段进行 ICT 资源整合的

知识不充分，例如数据收集、数据分

析、汇报、共享信息。 

 对教学策略与学习策略的理解不充

分。 

 对基于项目的学习理解不充分。 

 缺乏有关 ICT 特点的知识。 

严重错误 

 集中关注技术本身的质量和特点而

没有关注技术应用于教学和学习中

的适合性。 

 认为 ICT 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对

项目目标的一种支持。

 



 

74 

附录二：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 

知识深化 

  

使用 ICT 来创设和管理学生的协作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 

教师： 

 选择或开发恰当的软件和资源 

 使用 ICT来交流和协作 

 使用 ICT来管理和监控学生的项目 

这三个任务的详细描述如下： 

 

 

4.1 选择或开发恰当的软件和资源 

全方位调查和考虑所有可利用的 ICT

工具和资源，考虑其质量和可靠性。咨询： 

 提供 ICT教学应用建议的组织；专业

学科协会；为学校提供建议的官员，

如：一位历史顾问 

 学生，了解在以前的课程、其它学科

及自身经验中，他们发现哪些 ICT工

具是有用的，如社交网络有助于获取

信息 

 ICT 技术支持人员、技术服务商、管

理者、ICT教师、知识渊博的同事 

 

选择何种类型的 ICT工具最适合于达

到课程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批判性思维、

创造力、问题解决、决策和学科领域的知

识深化等。开放式软件包括：可视化的数

据分析软件、多媒体软件和先进的办公软

件（演示文稿、文字处理、数据库、电子

表格等）。 

寻找合适的现有资源，如有必要就创

建新的资源，例如博客、维基、视频、音

频、学习管理系统、网页、在线存储资源

等。 

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特点、学生现有

的知识和能力基础、在家里和其他地方有

哪些可获取的资源。 

考虑工具和资源是否能帮助学生在

课堂外的真实问题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和

技能。 

确保不同能力学生的需求都能得

到满足，并借助 ICT提供的机会来满足

这些需求，例如学习困难生、天赋学生、

有阅读障碍的学生或视觉障碍的学生，

都能获得特别的应用软件。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季度的、非常重要的、有点困难

的，日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部分正常规划的单元、课程和学习

活动。 

当意识到学生没有理解一些概念，

需要一种不同的使用 ICT资源的方法

时，如使用科学的数字可视化技术来呈

现抽象概念。 

当学校管理安排要选择ICT资源时，

如在学期初，必须对设备或计算机教室

登记。 

当学校决定将ICT与课程进行整合

时。 

当提供了新的 ICT资源时，如安装

了交互式白板。 

 

先决知识 

如何利用互联网找到可使用的软

ICT 模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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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具和资源，例如，在在线教师论坛

中进行咨询。 

如何教会学生使用 ICT，例如：如何

使用一个数据记录器。 

教师可以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学校分

享观点、实践案例的机会。 

 

使用的工具 

互联网、搜索引擎、同事的建议、教

师论坛、经验、目录表等。 

 

存在的障碍 

物理上的限制：如间歇性供电（导致

ICT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文化、政治、家庭或宗教对某些 ICT

资源的反对。例如，一些国家禁止访问谷

歌或 YouTube网站；反对年轻人挑战权威

人物（如教师）的文化。 

ICT资源非母语，或相关语言学生无

法理解。  

 

常见错误 

被不恰当的产品广告和推荐材料影

响。 

选择了一些不兼容的软件或资源，如

一个苹果公司的程序无法在 PC 机上运行，

或者一个应用程序需要的内存过多，机器

无法运行。 

缺乏安全措施，以防止破坏或丢失数

据。 

 

严重错误 

教师在课前没有测试和熟悉使用 ICT

资源和工具。 

没有采用和学生水平匹配的软件。 

没有充分利用数据工具和资源的功

能，如将交互式白板当成黑板来用。 

选择一些吸引人、有趣但没有教学和

学习价值的软件或资源。在不需要或没有

帮助的情况下使用 ICT

 

4.2 使用 ICT 进行交流与合作 

 

使用 ICT工具与其他教师教师、分享、

协作，共同开发课程、单元和项目。 

让学生使用电子邮件、社交网站、视

频会议、Twitter、聊天工具、即时通讯、

社交游戏等，在校园外与同学、教师、社

区成员等交流。交互应该促进学生对学科

内容的深入理解，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态

度。 

使用 ICT工具与学生、家长、和学校

管理者交流，例如，让学生在线提交项目

报告。 

利用 ICT的各种优势来解决一些特殊

的需求，如一些学生来自非母语国家，或

者有听力障碍。 

使用一些久经考验的交流方式，如

email；如有可能，可以尝试使用新的工

具，如视频会议。 

 

任务频度 

每天的、很重要的、困难的，日程安

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先决知识 

ICT交流素养，如知道如何使用 email、

聊天工具，建立视频会议等。 

初级和高级任务 

初级任务包括：简单的收发电子邮件

和其它基本的交流工具（如即时通讯）。

高级任务包括：视频会议、让学生反馈电

子邮件、与其他国家的教师和学生协作等。 

 

存在的障碍 

互联网的接入及访问速度。 

与其他国家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交流

的语言障碍。 

不同国家间的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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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故障。 

 

常见错误与结果 

教学目标和学科内容分散，例如，学

生和教师出于社交目的使用 ICT工具。 

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会议设

施没预订好、没有考虑与会者的时差、没

有选择适合的交流者——如那些没有参

与项目或者不能提供真实信息的学生。 

不承认文化差异和敏感性。 

 

严重错误与结果 

选择了错误的软件和通信的方式，例

如，一个复杂的视频会议系统连接到其他

学校一个简单的网络电话设施上，或不兼

容的技术系统。 

 

与任务相关的决策 

学校决定购买哪些设备的决策。 

由学校、家长、政府部门制定的允

许哪些交流和外部访问的决策。 

由学校里的 ICT技术人员基于技术

原因制定的允许哪些交流和互联网访

问的决定。

 

4.3 使用 ICT 来管理和监控学生的项目 

 

使用 ICT，如学习管理系统或 wikis

来管理项目工作、评估学生的学习进度

和成果。 

让学生使用 ICT来管理自己的协同

工作，如管理不同的学生编辑和修改的

协作文档、方便在线讨论、共同进行视

频编辑等。 

检查学生的项目执行情况，确保项

目按照计划开展，并按时提交小作业 

检查学生的进步，及时发现问题并

纠正，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使用跟踪和修改工具（字处理程序、

论坛发帖等）了解每个学生在协作中的

贡献。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分析学生作业、

成绩和进步的记录。 

为学生提供在项目中发表评论的机

会，并对评论给以反馈。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有点困难的，日

程安排或计划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给学生布置一个项目作业。 

需要学生汇报项目进展的需求。 

 

先决知识 

有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监测学生

学习进度的经验。 

熟悉使用各种监测软件，如学习管

理系统、电子表格等。 

 

常见错误与结果 

教师一些不必要的管理限制了学生

的主动性。 

教师不能分辨需要监测的关键特征。 

教师对学生的行为试图检查和管理

的太多。 

草率的使用现有的软件，没有充分

的捕获到需要对学生进行监测的方面。 

 

严重错误 

教师不能及时向学生提供形成性反

馈。 

老师不能足够清晰地定义任务和时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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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管理物理、人力和时间资源，将 ICT 整合到学习环境中去。 

教师使用 ICT来管理： 

 物理学习环境和资源 

 时间和人力资源 

这两个任务的详细描述如下： 

 

5.1 管理物理学习环境和资源 

考虑如下问题： 

 恰当的可使用的 ICT 资源，如

计算机或相机的数量 

 技术基础设施，如网络速度、

无线设备、网络等 

 学生访问ICT资源的特殊需求，

如身体运动困难的学生等 

 学校政策或学校管理方面的任

何限制，如接近预算、计算机

教室在放学后要锁起来等。 

 

安排物理资源以生成一个灵活的学

习环境，满足不同学习目标和教学方法

的需求，如学生个别化学习和小组合作。

这包括桌椅、计算机、其他设备的摆放

等。 

保证学习环境的安全并满足相关条

件，例如，电线的布设不影响学习者的

走动、能安全的开展网上协作、保证机

房不会轻易被破坏、安装防火墙和杀毒

软件等。教师要有足够的能力能对技术

专家清晰的阐述这些需求。要注意的是，

除了学校环境，学习环境还可以包括家

里、社区的环境。 

有 ICT资源无法访问的应急计划，

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 

恰当的时候，允许学生成为 ICT的

管理者和监测者。 

 

不包括以下任务： 

 采购 ICT装备 

 配置电脑，例如安装操作系统

和应用程序 

 配置网络 

 维修 ICT资源。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重要的、困难的，日程安排或计划

中有的任务。 

 

任务触发 

当设计和实施一个项目时。 

当计划学习活动时。 

当规划或审查学校的设施和物理设

备时。 

当规划预算时。 

 

使用的工具 

图形和绘图应用程序。 

资源管理和存储系统。 

时间管理系统。 

 

障碍 

教师没有参与到决策中来，例如，

组织与管理 模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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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购买由教育部或者学校政

策来决定。 

政策僵化或政策的制定由财务因素

决定，而不是教学需要，例如一些政策

禁止使用手机并且不让教师使用移动

式学习策略。 

课程及评估要求不允许灵活使用

ICT。 

有限的 ICT资源造成要协商后才能

使用。 

不了解可利用的 ICT资源，例如 ICT

资源管理者不在校内自由分享这些资

源时。 

 

5.2 利用 ICT 来管理时间和人力资源 

 

管理学习环境的时间安排，例如，

确保ICT资源可按照每个项目的时间表

来分配，检查学生是否需要改变信息资

源的访问时间，确保项目按计划进行，

制定计划使学生在学校和家里都能访

问 ICT资源，确保只在家学习的学生能

获得 ICT资源。 

管理和计划好项目里要使用 ICT的

小组活动，例如，恰当的分组依赖于计

算机的拥有量：一个学生拥有一台计算

机还是多个学生共用一台； 

协调需要 ICT工具的支持和同伴间

的协作，例如，跨学科的与 ICT相关的

活动。 

协调校内 ICT资源与校外资源（如

家庭访问社区技术中心或图书馆）。 

管理配置 ICT资源的教室，例如，

设置使用规则、方法、程序等。 

管理课堂教学时间，避免因过度兴

奋或注意力分散导致的时间浪费，为技

术的使用设置时间安排。 

使用 ICT工具来管理和协调个人时

间规划。 

这项任务是独立于传统的课堂管理

能力和时间管理技能的。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有点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可能有的任务，或者

可能是一个未计划事件的结果。 

 

先决知识 

时间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 

课堂管理能力。 

 

使用的工具 

交流和写作工具、项目管理工具和

时间管理系统。 

 

障碍： 

职业限制，如工会条例或雇佣合同。 

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规划。 

班级规划和课程方面的政策导致的

限制。 

 

常见错误与结果 

不遵守时间表。 

没有应急规划（只是期待伙伴能立

即相应）。 

 

严重错误与结果 

低估了任务的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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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与考试规范示例 

知识深化 

 

 

使用数字资源和在线协作促进专业学习。 

要专业化学习，教师可以： 

 寻找、管理和使用数字化资源 

 在在线社区中与他人进行协作 

上述两个任务的详细描述如下： 

 
 

6.1 管理和使用数字资源来促进个人专业学习 

使用 ICT资源（如网络和在线论坛）

来搜索促进专业学习的资源（例如文件、

视频、课程计划和项目的案例、专家的

建议等）： 

 关于主题、学科、教学等更深

层次的知识 

 教学法技能 

 ICT与教学相整合的技能 

以数字化的方式组织专业学习资源。

例如，使用书签工具和电子邮件软件与

专家保持细节性联系。 

使用经鉴定的资源提高专业技能和

知识。 

 

任务的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很重要的、有点困难的，日程安排

或计划中可能有的任务或一个未计划

事件的结果。 

 

任务触发 

当专业需求评估表明，需要学习新

技能时。 

在设计、实施、项目或课程计划中

遇到障碍时，例如如何帮助学生开发问

题解决的方法。 

在需要深化学科知识时。 

当校长或教育部门提出专业学习要

求时，如定期更新的教学资格证书。 

 

使用的工具 

互联网、书签工具、在线社区、教

育门户网站。 

包含仿真技术的自定步调的专业化

学习。 

阐释不同课堂实践的在线视频案例

研究。 

障碍 

网络带宽、互联网连接质量。 

语言障碍。 

文化障碍。 

缺乏学校管理者的支持。 

 

6.2 在线协作促进专业发展 

定期与同行合作、参加不同的社会

网络和学习社区，深化主题与学科知识、

教学法知识和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知识；

并为这样的协作制定时间安排表。 

通过与在线社区成员的交流来解决

问题、发现信息，并借助所有可使用的

媒体格式（如文本或视频）来分享观点。

网上社区成员可能包括其他教师、校长、

专业学习 模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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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课程和学科专家、学者、信息与

通信技术管理人员，以及能提供真实世

界中知识应用情况的实践人员，如在一

个生物案例中，实践人员可能是位医生。 

使用 ICT工具向专家学习，如通过

参与一个跟踪系统或专家辅导系统进

行学习。 

使用 ICT工具与同行在专业学习活

动中协作，如改进学习资料的活动。 

反映使用不同工具进行协作的优点

和缺点。 

这个任务不包括建立一个网上协作

组这样的技术方面。 

 

任务的频度、重要性、难度和发生率 

每周的、很重要的、有点困难的，

日程安排或计划中可能有的任务或一

个未计划事件的结果。 

 

任务触发 

当地方或学校的资源不能满足专业

学习的需要时。 

当显现需要参与一个专业社区的证

据时，例如职业发展需要。 

当学校政策要求时。 

 

先决知识 

在线人际交往能力（“网络礼仪”）。 

 

障碍 

网络带宽、互联网连接质量。 

语言障碍。 

害怕参与（害怕同行的评价）。 

文化障碍。 

财政上的限制，例如一些专业社区

需要付会员费。

 

 

 

教学大纲预期使用者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ICT-CFT知识

深化专业学

习的主要使

用者是使用

ICT、并对 ICT

与教育有效整合感兴趣的教师。其次是

教师教育的培训人员，尤其是有一些教

学经验的培训者。他们具有以下特征。 

 能够使用互联网，能够在线进行研

究。 

 能够使用办公软件，如文字处理软

件、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等。 

 能够使用交流和协作工具，如电子

邮件、视频会议、社交网站等。 

 对 ICT 资源如何提高教学效果有基

本的了解。 

 有兴趣不断改善他们所教学科的知

识结构和教学技能。 

 拥有主题、学科、所教内容的知识，

了解所教学生的年龄特点。 

 课堂管理和组织能力。 

 拥有能帮助学生实现深入学习的教

学和学习策略知识。例如，协作学

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

活动、游戏和模拟实验、调查、案

例研究、辅导、指导、形成性评价

等。 

 

注意： 

 任务频度划分为六个等级：每小时、

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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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重要性划分为五个等级：非常重

要（关键性的）、很重要、重要、有

点重要、不重要。 

 任务难度分为五个等级:很困难、困难、

有些困难、低困难、不难。 

在每个任务的障碍中，应当假定障碍还

包括缺乏资源、时间及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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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教学大纲样例和考试规范说明 

知识深化 

---------------------------------------------------------------------------- 
 
知识深化: 考试规范 

ICT-CFT 

模块 

ICT-CFT 目标 

（教师应能够……） 
教学大纲模块 考试功能组 

路径 1：工作场所中的目标（很多必须

的档案袋/同行评估） 

路径 2 计算机环境下可测量的目

标 

模块一 

理解教

育中的

ICT 

KD.1.a.解释和分析在教育中

应用 ICT的原则。描述在自己

的教学实践中如何应用这些原

则。分析在实施这些原则时会

产生哪些问题，如何应对。 

政策 

理解教育 ICT教

育应用的相关政

策 

理解 ICT 政

策如何影响

学习者和教

师 

1.分析和讨论如何应用 ICT 培养问

题解决的、协作的、创新的学习者，

使这些学习者深入掌握学科知识

并能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应用。 

2.说明 ICT如何能够促进老师工作

的各个方面。 

1.针对给定的一项 ICT政策，

辨别其对学生的潜在影响。 

2.针对给定的一项 ICT政策，

辨别其对教师工作的不同方面

的潜在影响。 

模块二 

课程与

评估 

KD.2.a.确定内容领域的关键

概念和过程；描述专门学科工

具的功能和目标，以及这些工

具如何支持学生对概念和过程

的理解、在真实世界中应用等。 

KD.2.b.开发和应用基于知识

和绩效的指标，从而帮助教师

评估学生对学科关键概念、能

力和程序的掌握情况。 

课程与评估 

通过 ICT工具获

得课程及评估的

目标。 

使用 ICT 工

具获得课程

目标。 

1.针对一门给定的课程，选择可以

使用 ICT进行教学的概念和过程，

并证明选择的合理性。证明要包括

ICT如何能促进更深入的理解概

念。 

2.针对课程中给定的一个专题，设

计一个基于 ICT 的量表来测量学生

对关键概念或 过程的理解程度。 

3.针对给定的一定范围的 ICT评估

工具，分析哪些工具能评价学生的

高端能力（如问题解决、批判性思

维等），哪些能评价学生对关键概

1.针对给定的情境，确定哪些

概念和过程可以使用 ICT资源

来教。 

2.针对给定的情境和评价目

标，设计一个恰当的基于 ICT

的评估量表。 

3.针对给定的情境和技能评估

目标，确定适当的 ICT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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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基本理解。 

模块三 

教学法 

KD.3.a.描述当学生理解学科

的关键概念、程序和技能并且

运用它们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

题时，协作的、基于项目的学

习与 ICT是如何支持学生的思

考和社会交往的。 

KD.3.b.确定或设计复杂的、真

实世界中的问题，并且以特定

的方式对其进行组织。这种方

式要包含关键的学科概念，并

且能作为学生项目学习的基

础。 

KD.3.c.设计在线学习材料，支

持学生深度理解关键概念，及

其在真实问题中的应用。 

KD.3.d.设计单元计划和课堂

活动，使学生在合作理解、描

绘、解决复杂实际问题，以及

反思和交流解决方法时，能够

推论、讨论和应用关键学科概

念。 

KD.3.e.建构单元计划和课堂

活动，使开放式工具和专门的

学科应用软件在学生合作解决

复杂问题时，能支持他们的推

论、讨论和应用关键学科概念

教学法 

设计和实施聚焦

于真实问题解决

并包含 ICT 工具

的合作的、基于

项目的学习活

动。 

设计和实施

ICT 学习活

动。 

1.针对一个给定的学习目标，使用

ICT来研究和选择一个恰当的真实

问题。 

2.针对一个给定的真实问题，证明

将 ICT工具整合到一个基于项目的

活动的设计过程中是合理的。 

3.针对一个给定的真实问题，规划

一个恰当的使用 ICT工具来向学生

呈现问题的方式。 

4.描述学习活动中可使用的不同

的教学和学习策略，以及如何将

ICT工具整合在其中。解释这些策

略如何培养创造性的合作学习、基

于问题的学习，以及哪些应用能支

持如下活动：游戏和模拟、调查、

实验和案例研究等。 

5.针对给定的项目参数与期望的

结果，指定一个包含 ICT 资源的策

略来监测学生的工作。 

6.针对一项给定的基于项目的活

动，提供在活动中使用 ICT 来改善

效果的建议，并证明这些建议是恰

当的。 

1.针对一个给定的学习目标，

选择最恰当的 ICT资源来达到

目标。 

2.使用 ICT资源来设计一个基

于项目的活动。 

3.使用 ICT资源向学生呈现真

实问题。 

4.针对一个给定的学习活动的

描述，确定如何将 ICT资源整

合到活动中去。 

5.针对给定的项目参数与预期

成果，使用 ICT资源来监控学

生的学习。 

6.针对一个给定的基于项目的

活动，介绍如何将 ICT资源整

合到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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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 

KD.3.f.实施合作的、基于项目

的单元计划和课堂活动，为学

生提供指导，支持学生成功实

施他们的项目、深入理解关键

概念。 

模块四 

ICT  

KD.4.a.操作各种与学科领域

相关的开放性软件程序包，比

如可视化工具、数据分析工具、

角色扮演模拟工具和在线资源

等。 

KD.4.b.评价学科领域内基于

项目的学习的网络资源的精确

度和有效性。 

KD.4.c.使用编辑环境或工具

来设计在线材料。 

KD.4.d.使用网络和恰当的软

件来管理、监控与评估学生们

项目的开展进程。 

KD.4.e.使用 ICT工具与学生、

同行、家长和更大的群体来交

流与合作，以此来促进学生学

习。 

KD.4.f.使用网络来支持学生

合作，不论在教室内还是教室

外。 

ICT 

使用 ICT 来创

造和管理学生

合作的、基于项

目的学习。 

使用 ICT来

管 理 学 生

的学习。 

1.针对给定的课程范围，分析哪些

ICT工具能最好的教授关键概念。

在证明其合理性的过程中要解释

为什么这些特定的 ICT工具能满足

所有学生的需求，并且能促进其对

学科内关键概念的深入理解。 

2.针对给定的课程范围，分析哪些

ICT工具能最好地促进高阶思维过

程，如问题解决、创造力、合作与

批判思维等。 

3.针对给定的一系列学科需求，创

建一个教师或学生能设计得出来

的恰当的 ICT 资源样例。 

4.针对给定的同行关注的交流目

标，分析哪些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

恰当的 ICT资源。 

5.针对给定的项目或情境，解释

ICT工具是如何促进学生的合作与

交流的。 

6.比较与解释不同的 ICT 工具在与

1.针对给定的一系列关键概念

需求，选择教授概念的最恰当

的 ICT资源。 

2.针对给定的预期学习结果

（例如，增强问题解决能力），

确定达到这个结果的最恰当的

ICT资源。 

3.设计一个 ICT资源策略来满

足特定学科的需求。 

4-6.使用 ICT资源来优化与同

行、学习者、学校管理层和家

长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7-8.针对给定的学生项目参数

和预期的成果，推荐一个包含

ICT资源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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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4.g.使用搜索引擎、在线数

据库和电子邮件等，为项目合

作寻找人和资源。 

家长和管理者沟通时的优势和劣

势。 

7.针对给定的学生项目（或常规作

业）参数，以及预期的成果，指定

并说明一项包含 ICT资源的管理策

略。  

8.针对给定的项目目标，解释该项

目可以如何设计，从而学生能够用

ICT来自我管理这个项目，并创造

他们自己的项目计划来监控进程。 

模块五 

组织与

管理 

KD.5.a.在教室里摆放和组织

计算机及其他数字资源，以此

来支持和增强学生的学习活动

与社会交互。 

KD.5.b.在技术增强型环境中，

管理学生基于项目的学习活

动。 

组织与管理 

管理物质的、人

的以及时间资

源，从而将 ICT

整合到学习环

境中。 

将 ICT整合

到 学 习 环

境中。 

1.针对给定的包含特定学习策略

的情境，设计物理学习环境来支持

ICT整合。提供决策制定的基本原

理。 

2.针对给定的情境，制定计划以获

取 ICT整合所需的资源。这个计划

应包括 ICT资源获取和人力资源合

作。情境应包括要应用的学习策

略。 

1.设计一个物理的学习环境来

支持 ICT整合和学习目标达

成。 
 
2.针对给定的 ICT整合情境，

确定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要考

虑的因素。 

模块六 

教师专

业学习 

KD.6.a.使用 ICT来获取和分

享资源，以便于支持自己的活

动和专业学习。 

KD.6.b.使用 ICT来访问外部

专家和学习社区，以此来支持

自己的活动和专业学习。 

KD.6.c.使用 ICT来搜索、管

专业学习 

使用数字资源

和在线合作来

支持专业学习

来。 

将 ICT整合

到 专 业 学

习中。 

1.针对给定的专业学习目标，确定

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 ICT 资源。

证明选择的合理性。 
 
2.针对给定的情境，创建一个个人

专业学习计划。这个情境可能包括

专业学习目标和 ICT资源列表。证

明 ICT资源选择的合理性。 

1.针对给定的专业学习目标，

确定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

ICT资源。 

2.针对给定的专业研究情境，

证明恰当的 ICT 资源能支持研

究活动。 

3.针对给定的在线合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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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整合和评估那些能

用来支持他们的专业学习的信

息。 

3.针对给定的情境，创建一个个人

专业学习计划。这个情境可能包括

专业学习目标和 ICT资源列表（专

家、在线社区、实践团体等）。证

明外部专家和学习社区的使用是

合理的。解释这种合作是如何支持

专业学习目标的。 

证明能使用 ICT资源达到这个

目标。 



 

87 

术语表 

该出版物中所使用的技术术语的简单定义。 

 application（应用程序）：一种计算

机程序(见下述 program )。 

 assessment for learning（学习评

价）：形成性评价的一种新说法。(见下述

formative  assessment)。 

 authoring environment（编辑写作

环境）：创建网站的软件。 

 capacity-building（能力建构）：通

过改善人们的知识和技能，来提高他们的能力

（通常指执行任务的能力）。 

 competency（能力/资格）：成功做某

事所需的技能、知识和理解力。 

 computer laboratories（计算机实

验室）：充满计算机的教室，教室中每个学生都

可以使用自己的电脑。 

 course（课程）：一个学习程序、规划。 

 curriculum（课程大纲）：在学习过程

（course）中要学习的一系列主题（单词

‘curriculum’和‘syllabus’在不同国家中

有轻微差别，但是它们本质上都指所学内容的

清单。） 

 curriculum  framework（课程框架）：

一系列理念和原则，供开发更详细的课程大纲

或教学大纲所使用。 

 curriculum standards（课程标准）： 

学生预期达到的技能、知识和理解力的水平与

程度。 

 didactic teaching/didactic 

instruction（授导式教学）：通过告知学生主

题、讲话、解释、演示、演讲、提问、答疑、

带领学生讨论等方式来进行教学。这与通过帮

助学生实验与反思、鼓励学生行动起来而不是

主要听教师讲的方式正好相反。 

 digital（数字化）：(见于 digital 

content、digital devices、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technology)本质上是计算机和计算

机技术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将所有对象转化为

数字化方式进行计算机存储和信息处理。） 

 digital citizenship（数字化公民）：

拥有 ICT 装备和技能来参与数字化社会，如在

线访问政府信息、使用社交网站和使用移动电

话等。 

 digital literacy（数字素养）：基本

的计算机技能，如能进行文字处理或上网。 

 digital tools（数字化工具）：(见于

‘Matching digital tools and resources 

with learning objectives……’) ICT 的另

一种说法。 

 drill-and-practice software（操

练软件）：能帮助学生通过反复练习来学习的计

算机程序，如记忆外语词汇或者学习数学公式

的软件。 

 Exam Functional Groups（考试功能

组）：考试要评估的能力组块。它们表明了考试

的功能，而不是考试的形式，这样，与功能组

相关的考试题目不需要呈现给考生。 

 formative assessment（形成性评价）：

通过展示学生没有理解的、可能需要复习的，

以及他们是否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的情

况，来帮助学生学习的一种评价方法。参见下

面的总结性评价（summative  assessment）。 

 graphics  software（制图软件）：类

似 Photoshop 的电脑软件，能够创作和处理画

像、图片、照片、图表和图示等。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和通信

技术，意味着计算机、移动电话、数码相机、

卫星导航系统、电子乐器和录音笔、收音机、

电视、电脑网络、卫星系统……几乎能电子地

处理和传达信息的任何事物。ICT包括硬件（设

备）和软件（设备中的电脑程序）。 

 ICT-CFT（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

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

能力框架，也被缩写为“框架”。 

 Internet（因特网/互联网）：因特网

和万维网（或者说网络/网站）常互换使用，但

是严格来讲，因特网是链接世界上的电脑的网

络；而万维网指网络上的文档、图片和其他素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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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society（知识社会）：一

个国家、经济体或社群，其中知识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很多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涉及到信息处

理。 

参 见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

4/001418/141843e.pdf  

和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

1295/129531e.pdf  

 knowledge  society skills（信息

社会技能）：处理和创造信息与知识所需的技能，

这些技能包括问题解决、批判性思考、分析、

合作、交流、理解他人的观点，以及能使用 ICT

作为处理信息的关键工具。 

 learning organisations（学习型组

织）：一个组织，如一所学校或一个公司。该组

织信奉所有人都需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理念。这

样，教师需要持续学习更多的所授学科知识，

以及教学法知识。 

 learning society（学习型社会）：一

个信奉所有人都应保持终身学习的理念的社会。 

 module（模块）：事物的一部分。在本

文中，模块是 ICT-CFT 的组成部分。一个基于

ICT-CFT框架的教师教育课程或专业学习程序，

可以按这些框架模块进行组织或者可能拥有不

同的模块结构。 

 networks（网络）：计算机链接。计算

机可以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被链接在一起。链

接的计算机可以来自教室、办公楼或世界各地。 

 off-the-shelf educational 

software （非专门设计教育软件）：由学生使

用，无教师参与的教学程序。如帮助学生学习

拼写的程序。这与教师创造的数字化资源形成

对比，如一份由教师用文字处理软件创建的单

词拼写清单。 

 online（在线）：链接入因特网或一个

计算机网络，如访问网站和收发电子邮件。 

 open-ended tools（开放性工具）：能

够用于多种目的的电脑程序，如文字处理或电

子表格软件。这与仅能被用于一个特定目标的

电脑程序形成对比，如对特定科学过程进行显

示化的程序。 

 operations（操作）：(见于硬件操作

和软件操作)使用硬件和软件，如按按钮、移动

操作杆、点击菜单、用数码相机照相、用电子

温度计测量。 

 package（程序包）：计算机程序(见下

述 program)。 

 pedagogy（教学法）：通常指教学方法、

风格和技巧，教师教学的方式。也简单地指教

学，或对教学的研究。 

 planning and thinking tools（计

划与思考工具）：能用来创建清单、日程、时间

表、图表或其他形态的用于计划和思考的文件

的计算机程序。 

 presentation software（演示类软

件）：类似 PowerPoint 的电脑程序，能创建和

演示一系列幻灯片（文本和图片），呈现给面向

屏幕的观众。 

 productivity software (or tools)

（办公软件或工具）：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和演

示类软件等。 

 professional learning（专业学习）：

教师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额外技能和知识，超

越了他们以前要成为教师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教师可以有多种方式来获得额外的技能和知识，

可以通过课程、规划、会议、研讨班、事件和

工作坊，通过同事、个人经验和实验、个人研

究和反思，以及通过成为专业网络会员和协会

会员等。有时被称作“职业发展”或“CPD（继

续职业发展）”。 

 program（程序）：软件、应用程序、

程序包的另一种说法，如 Microsoft Word、

Photoshop。它是一套装入计算机的指令，能使

计算机提供特定功能，如文字处理、电子制表、

演示、数据处理和图片编辑等。 

 publishing technologies（发行技

术）：任何向广大受众传播信息的数字方法，如

桌面发表（用于创建印刷文档的软件）、播客和

网站等。 

 resource（资源）：(见于 digital、

ICT、web、online resource)数字化信息，以

及数字化软件和硬件。 

 rubrics （ 评 估 准 则 ）： ( 见 于

assessment rubrics 、 knowledge-based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18/141843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4/001418/141843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95/129531e.pdf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95/12953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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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rics、performance-based rubrics)评估的

标准，根据要评价的学生作业的不同而具有不

同特征。例如，一篇作文的评估标准可能包括

准确的拼写和标点、段落分割的良好运用，以

及清晰的逻辑结构。评估标准通常包括不同评

估项的权重或分值。 

 software（软件）：(软件程序包等)

计算机程序(见上述 program)。 

 student-centred（以学生为中心）：

( 见 于 student-centred teaching 或 者

student-centred activities)教学风格或学

习活动以学生主动而非被动的方式进行，在这

个理念下，学生自己设计项目、调查、实验，

而非仅仅被动地聆听教师。 

 summative assessment（总结性评价）：

这种评价总括了学生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在

学习中达到的程度，从而来看他们是否能获得

大学或特定工作的证书、奖赏或职位。总结性

评价通常在学习过程结束时发生，产生第三方

（如雇主或管理层）可以使用的信息。它不同

于形成性评价（见上述）那样发生在学习过程

中，为学生和教师产生信息从而更好的帮助学

生去学习。这两类评价的不同之处在于评价的

目标，而非测验或考试的形式。所以，一个拼

写测验可能是总结性评价，也可能是形成性评

价，这取决于对结果的使用方式。 

 syllabus（教学大纲）：curriculum

的另一种说法(见上述 curriculum)。 

 teacher education（教师教育）：通

常由一所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

课程，让一个人具备做学校教师的资格。有时

候也被称为“教师培训”或“初始教师培训”。 

 teacher-centred（以教师为中心）：

( 见 于 teacher-centred teaching 或

teacher-centred activities)授导式教学。见

上述didactic teaching和student-centred。 

 technology（技术）：通常用作 ICT

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虽然严格来讲，technology

几乎包括任何类型的工具或应用知识。如笔和

纸、石板、黑板和白板等都是不同类型的书写

技术。 

 technology resources（技术资源）：

数字化信息，以及数字化硬件和软件。 

 tool（工具）：(和 digital tools 一

样)数字化硬件和软件。 

 tutorials（教学指南）：(一种软件形

式)通常用视频进行解释或演示。 

 unit（单元）：(和 unit plans 一样)

课程学习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模块。 

 web content（网络内容）：来自网站

的信息。 

 wiki（维基百科）：能被使用者编辑（通

过网络浏览器直接编辑）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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