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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未来五年全球的基础教育将会面临什
么形势？有哪些趋势和技术将会驱动教学
的变革？有哪些挑战是可以解决或者是难
以克服的？应该如何制订有效的战略性解
决方案？由59名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针对
以上关于所采用的技术以及教与学的变革
问题，开展了协作研究和专题讨论，并与
学校网络联合会（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合作，在莫格里奇家族基金
会的资助下完成了《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
告：2016 基础教育版》。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旨在预测未来
五年内，全球范围的新兴技术在学校中将
会产生的影响。通过连续 15 年的跟踪研究
和持续发布，地平线报告目前已经成为国
际社会针对新兴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在教育
中如何应用所开展的最持久的跟踪探究。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基础教育
版》由新媒体联盟与学校网络联合会合作
完成。
参与本年度报告拟写的专家们对未来
趋势达成共识。例如，需要重新设计学习
空间，以兼容更多身临其境、自己动手的
教学活动。为了满足21世纪社会对劳动力
的需求而重新思考学校的功能并培养学生
未来所需的技能。从短期来看，编码作为
一种新兴的基本能力在今年首次成为新的
趋势。随着所需从事计算机科学工作的人
数在未来五年内会激增，对学生而言，学
习编程技术就成为一种必然。研究表明，
编程能力会增强问题解决、创造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这些仅仅是《新媒体联盟地平
线报告：2016基础教育版》18个主题中的
三个。本报告揭示了未来五年全球范围内
将对基础教育变化产生影响的关键趋势、

重要挑战和重要技术发展。
在学校未来面临的挑战方面，创造更
多的真实学习机会和重塑教师角色被认为
是可以应对的挑战。对于前一种挑战，中
小学校的领导早已与当地企业合作，为学
生提供真实工作情境，使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就可以获得不同职业的初步体验。随着
对教师角色不断提升的期望，无论是针对
职前培训还是职业发展要求，都强调教师
需要学会使用新技术。教师的角色也因此
将从传授者转变为引导者(guides)和教练
（coaches）。另一方面，专家们将缩小学
业成就差距作为严峻的挑战。
基于对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的认识，
专家们也对支持创新和变革的技术发展进
行了预测。“创客空间”和“在线学习”
预计会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被更多的教育
机构所采用，并藉此为学生提供泛在数字
工具、论坛、丰富的媒体以及更多技术手
段，鼓励学生的自主学习。学校采纳机器
人和虚拟现实技术估计会在未来两到三年
内出现，而人工智能和可穿戴技术预计将
可能在未来四至五年内进入学校应用。
本报告可为教育工作者、教育领导者、
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提供参考，
以有助于他们编制教育技术的发展规划。
我们希望本研究能够帮助全球基础教育机
构在利用技术提高、支持或拓展教学、学
习以及创新研究等方面做出合理选择；也
希望世界各国教育领导者能够关注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项目，将项目形成的全球性和
区域性报告作为进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的
重要参考。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发布了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基础教育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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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6 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内容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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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度地平线项目基础教育领域
专家组甄选了与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紧密
相关并且很可能影响未来五年（2016-2020）
的技术规划和决策制定的18 个方面的主
题。报告将呈现六大重要趋势、六项重大
挑战以及教育技术的六个重要进展 。同时，
报告还将揭示上述变化对于学校核心使命
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报告的前两部分将分析驱动技术决
策和规划的关键趋势以及可能阻碍新技术
采用的重大挑战。每一部分都包含了趋势
（或挑战）及其对学校政策、领导力以及
教学实践等影响的详细讨论，并会提供相
应实践案例及相关的阅读材料链接。
报告的第三部分将描述教育技术的六
项重要进展。如何看待这些驱动创新变革
的趋势和阻碍创新变革的挑战，将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学校是否采用这些技术。每
一项趋势最后都会有推荐的阅读材料和附
加案例，以进一步拓展报告的内容。
本报告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其它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项目的研究方法保持一致。每
年的报告都是经过基础研究和文献研究形
成的。每一年度的报告都收集了大量技术
应用案例、技术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每份报告都凝聚了国际专家组的集体
智慧。首先，他们会在比较宽广的范围内
考虑一系列重要的新兴技术、所面临的挑
战和发展趋势。然后进一步深入考察，逐
步缩小之前所列的范围直至最终确定能够
进入报告的趋势、挑战和技术。研究的整
个过程完全通过在线方式开展，并且在新
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的维基（wiki）有全
程记录。建立该专题wiki 的目的是为了能
够完全透明地向大家呈现项目工作的开展
过程。它不仅能让大家实时观察到工作的
进展，还提供了自2006年以来发布的各个
版本的所有研究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
前往k12.wiki.nmc.org了解《新媒体联盟
地平线报告：2016 基础教育版》的有关信

息。
本年度报告的专家组成员由来自6大
洲18个国家的59位教育和技术专家组成。
本报告以附件形式列出了他们的姓名和工
作单位。专家们尽管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经
验，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报告所述的每个
主题都会对未来五年全球基础教育的实践
产生重要影响。
本报告采用修订后的德尔菲法来选定
讨论主题。15年以来，该方法经过地平线
系列报告项目的反复实践不断得以完善。
专家组成员有着多元化的背景、国籍、兴
趣和各自独特的专长。在新媒体联盟地平
线项目十多年的研究中，有超过1500位获
得国家认可的实践者和专家先后成为专家
组成员。此外，每一年都会有三分之一的
专家组成员是新成员，以保证每年的报告
可以融入新视角。我们非常欢迎读者推荐
专家组成员，具体操作方法参见网址：
go.nmc.org/panel。
当专家组成员确定后，他们首先要对
文献进行系统综述，涉及新兴技术方面的
报刊文摘、报告、论文以及其他材料。在
项目起始阶段，专家组的每位成员都要了
解项目的背景材料，然后针对材料发表自
己的意见，找出有价值的主题。他们不仅
要讨论现有新兴技术，还会借助头脑风暴
法产生新的想法。报告取舍某项技术的核
心指标主要取决于其与基础教育的教学、
学习和创造性探究所具有潜在的相关性。
我们采用RSS订阅了数百份精心挑选的相
关出版物，以保证项目组的背景资料能得
到及时更新，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激发参
与者的思考。
在完成文献阅读后，专家组成员将聚
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项目关注的核心。围绕这些问
题，专家组广泛罗列出令人关注的技术、
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的趋势。这些问题是：
1.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所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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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中，哪些技术在未来五年内会对教学、
学习或创新性探究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
2.我们所列的清单中还遗漏了哪些关
键技术？请考虑以下相关问题：
（1） 根据您的了解，哪些学校正在
使用的技术值得推广，可以用来广泛地支
持或增强所有学校的教学、学习或创造性
探究?
（2）在消费、娱乐或其他行业里面拥
有稳定用户基础的技术中，哪些值得学校
积极探索并应用于教育？
（3）您认为在未来四到五年，学校应
当关注哪些关键的新兴技术？
3.您期望哪些关键趋势能推动基础教
育中技术的应用？
4. 您认为在未来五年内，哪些重要挑
战会阻碍基础教育中的技术应用？
在该方法的第一个阶段，每位专家组
成员都要使用多人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这
个系统允许成员对自身的选择加上相应的

权重，并会就专家们对研究问题的反馈进
行系统排序和归类。这些排序数据都被收
集在一起，大家意见相对集中的项目便一
目了然了。
随后，我们从最初为所有报告选择的
趋势、挑战和技术的整体列表当中，为每
个类别首轮排序靠前的12项主题做进一步
的研究与扩展。一旦这些阶段性结果被确
定后，专家组成员、新媒体联盟的员工和
领域内的实践人员组成的小组会集中讨论
这些主题会从哪些方面影响基础教育的教
与学实践。这个阶段会花费大量时间，逐
一研究每一个主题的已有应用和潜在应用，
这也是实践者感兴趣的内容。这些阶段性
结果所列的主题会被再次进行排序，这次
是逆向排序。最后专家组选中的主题内容
将会在本报告——《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
告：2016 基础教育版》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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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驱动学校应用教育技术的重要趋势
本年度报告所描述的六大趋势是由项
目专家组借助一系列基于德尔菲法的循环
投票认定的。每一轮投票后都紧跟着一轮
圆桌会议进行研究和讨论，以进一步界定
所讨论的主题。专家组成员认为，这些趋
势极有可能驱动未来五年内的技术规划和
决策制定。它们分为与时间相关的三类：
“长期趋势”通常已经在影响决策制定，
在未来5年或更多年内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中期趋势”将很可能在未来3～5年内继
续成为决策制定的影响因素；而“短期趋
势”当下正在推动教育技术的应用，在未
来1～2年内也很可能继续保持重要影响，
此后会逐渐丧失影响力。
长期趋势已经受到很多教育领导者的
讨论并进行了大量研究，而短期趋势通常
没有足够的具体证据来表明它们的有效性
以及对未来的引领性。这里所列的所有趋
势都通过一系列在线讨论来探索其对全球
基础教育的影响，详情可参见：
k12.wiki.nmc.org/Trends。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分别从政策、
领导力、实践三个维度来讨论每项趋势和
挑战。“政策”指的是管理学校的正式法
律、章程、条例和办学方针等；“领导力”
是专家们基于研究和深度思考而形成的对
未来学习的认识；“实践”则是在学校、
课堂和相关教学环境应用新的思想和教学
法所做出的探索。
政策 尽管所有明确的趋势都具有政
策意义，但有两个趋势对未来五年的政策
制订更具显著影响。一是各国政府都在致
力于重新构建长期的学校政策，以促进注
重能力的学习、21世纪所需技能的获得和
人才储备。例如，芬兰的国家课程中，历
史、数学等传统课程正在被跨学科课程所
取代，以消除学科认知的壁垒，为学生提
供更广阔的视野以及实操性职业培训1。
二是专家组认为，在短期内，整合编
码（integration of coding）作为一种新

的数字素养形式被学校采用的热度正在上
升，因为其已经是计算机科学技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编码和编程
（coding and programming），优先为“全
民计算机科学行动计划”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投资40亿美元。美国还
投资1亿美元，为全美不同地区教师提供职
业发展培训。该计划的目的还在于为那些
很少接触编码和计算机科学的学生提供接
触机会2。
领导力 尽管所有趋势都会对领导力
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于发展愿景和领导
力而言，有两个趋势格外重要。协作学习
已经越来越内化到课程和课堂活动中，但
是基础教育的领导者仍将此中期趋势视为
发展学校理念、在学校文化中引入深度团
队合作精神的契机。在马萨诸塞州，大学
园区师范学校（Univerisity Park Campus
School）为此建立了一种模式，他们开发
了一种方案，学生在初中时就被邀请参加
协作学习，之后顺延到高中，这样学生在
老师干预最少的情况下，能够一直参与团
队项目3。
越来越多的学校接受了“学生作为创
造者”的观念，而不是将学生看做“被动
的知识消费者”。领先的教育机构正在制
定允许学生推动媒体产品和发明的战略。
美国“大图片学习”
（BigPicture Learning）
网站上有 60 多所学校。该机构已经开发了
一套系统，学生可以根据其独特爱好和兴
趣安排自己的课程计划。他们自始至终与
教师、顾问及长期项目的同伴携手，共同
聚焦于设计一种产品4。
实践 专家组推断的六个发展趋势都
对于改进教学实践具有启示意义，也很容
易找到相应的案例。专家组确定重设学习
空间作为两个长期趋势中的一个，认为这
是创建 21 世纪学习机会的关键。教室的布
局及其中的家具和技术产品，已经被证实
对学生的参与和成绩都有影响，学校也在
不断试验新颖的布局。“创新型学校”
5

（Innova）是秘鲁最大的私立教育系统。
其学校建筑完全是灵活的，包括移动家具
和设备，可以为每种课程呈现不同的形式，
以此来促进学生为中心的学习5。
全球的学校都在关注深度学习方式，
它们能支持真实生活体验，以便为学生日
后工作做准备。虽然学生们都在学校学习，
但这些策略通常包括让学生解决区域或全
球挑战的项目、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等。
韩国五年级的班级参与了一个问题解决活
动，即当地一个操场要变成停车场，学生
们参与了如何规划新操场、寻求政府批准、
熟悉安全规则并筹集资金修建新操场的全
过程6。
以下，我们将对本年度专家组界定的
主要趋势逐一进行讨论，包括趋势概览、
趋势的影响以及扩展的阅读材料。
（一）远期趋势
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驱动基础教育
应用技术的关键要素。
1. 重新设计学习空间
随着传统教学模式的演变和新兴技术
在全球课堂教学中不断获得稳固地位，正
规的学习环境需要升级，以应对 21 世纪学

习实践的变化。传统教育历来以教师为中
心进行教学，主要通过教师讲授来传递知
识7。现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正在被
采用，以更好地为学习者未来就业做准备，
对教室进行重新设计以支持这种转变。另
外，建筑和空间设计领域的创新思维正在
影响学校基础设施的可持续设计和构造，
这些也对教室开展的实践活动和学生学习
有潜在的重要影响8。
概述
在美国，学校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已
超过 2 万亿，这些教室大都因袭一百多年
以来的传统教室布局，包括摆列成排的课
桌和前面的讲台。尽管大多数建筑都有几
十年的时间，它们大多没有经历过重大的
重新设计9。这些程式化的建筑物使学校和
地方政府面临决策的挑战,也激励他们进
一步学习如何设计教室以产生积极的学习
成果，开发创新的有效教学模型10。华盛顿
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简单的调整课堂环
境，哪怕是灯光、温度和装饰，都会影响
学术的绩效11。此外，通过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使用先进的建筑设计和构造来升级替
代老建筑，已经受到广泛关注。

无日光
日光

数学

阅读

综合

图 1:教室有无日光对学生成绩的影响（黄色柱代表有日光、蓝色柱代表没有日光）
图片来源：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6-07-11-the-secret-to-architecture-s
-pivotal-role-in-the-future-of-k-12-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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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涉及的若干专题研究都认可以
学生为中心和运用协作学习方式开展的活
动，特别是这些活动在技术支持下能够取
得更好的效果。墨尔本大学进行的一项研
究指出，将传统教室重新设计为关注教学
法的教室布局之后，学生的学业成绩提高
了 15%12。教室的技术设备已经得到更新，
教室一旦安装了桌椅和黑板，现在也必须
包含兼容性的硬件，并加以连通以提升交
互性13。更加灵活的学习环境包括有助于
学习的可移动设备和技术。这些已经被证
明能够改变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并能改善
学生的学习14。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一项
研究发现，一个老师在同一班级讲授两个
不同版本的课程，一个在主动学习教室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另一个
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室。研究者们发现在主
动学习教室能增加 48%的讨论，减少 22%
的讲授，并且有些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American College Test）中分数
较低的学生跨越了先前的成绩差距，平均
分与接受传统讲授式学习的学生平均分相
同。
学校和学区也从经济可行性、环境意
识和社会意识等方面，调查建造教学楼和
设计教室的方法。与传统学校相比，环保
学校使用的能源降低了 33%，使用的水资
源降低了 32%。如果所有新学校都使用环
保标准建设，未来 10 年在能源方面的花费
将节省 200 亿美元15。学校的环境设计也会
影响学生，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的一项研
究表明,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的自然光线
时，其数学计算速度将提高 20%，阅读速
度将提高 26%16。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另一
项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仅仅增加教室
的日光照射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健康、幸

福体验和学业成绩17。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说法，在学校里健康的空气质量有益于改
善学生的考试分数和表现18。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协
作和交互性学习时，其学习效果最显著。
基于此，新西兰教育部正努力调整教育政
策，改变学校的空间19。 教育部出台了一
系列合乎法律法规的指导方针和评估工具，
作为设计标准的一部分，有助于学校在重
新设计的和新建造的校园内使用灵活的学
习空间20。教育部还要求所有学校执行这一
标准，并将其写入学校 10 年发展规划中2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教育部门提出一项重
大倡议，通过改善学习环境使 21 世纪的学
校教学更加具有灵活性、协作性和技术整
合性22。借助联邦政府提供的 27 亿美元，
政府已经用 10 亿美元来新建或改造了
1600 个学习空间。当前，在悉尼未来学习
单元（Futures Learning Unit），学生和
教师正在测试的原型空间包括灵活的家具，
第一所新学校将于 2019 年在帕尔玛塔
（Parramatta）建成23。
成功应用革新教学法和教学空间的研
究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学习环境应用研究
网络（LEaRN,Th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pplied Research Network）是一个国际
交流论坛，旨在研究和设想未来的物理学
习环境，促进教育和产业发展24。LEaRN 的
措施包括学校内的学习空间以及医院走廊
内的多样化的非正式学习环境。同样，在
此方面作出努力的还有“21 世纪学习环境
评估”，为学习空间的开发提供了多学科
评估框架，以便为连接课程、教学法、教
学的物理和虚拟空间以及其他影响学生学
习经验的变量提供支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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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世纪学习环境评估”项目
图片来源：http://e21le.com/project/

现代空间设计的成功典范正在适应 21 世
纪学习者的需求。丹麦 Ørestad Gymnasium
中学拥有 1000 名高中生。学校开辟了一个
开放的大型教室，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协作能力和面向未来的技能。学生可在配
备了可移动的墙壁和设备的临时教室开展
学习，一半时间用于课堂学习，另一半时
间则由学生自主支配26。Innova 是秘鲁的
一个全新的学校系统,他们为 29 所学校建

立了一个网络，来支持 20000 名学生参与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学习，从而激发学生
开展自主学习以及使用技术27。为此目的，
教师也参加大量的培训项目，学习如何在
课堂上成功地整合多种活动和开展项目学
习的教学法。所有教学楼内部设施完全灵
活可调，可移动的家具和设备能保证满足
每个班级需要的学习空间。

图 3：秘鲁 Inoova 学校系统
图片来源：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innova-schools-in-peru-offer-great-education-for-cheap-201
5-7/#dotting-perus-landscape-are-29-innova-schools-serving-nearly-20000-students-in-the-k
-11-system-each-building-is-modular-the-walls-and-chairs-are-movable-and-the-spaces-are-d
esigned-for-teachers-to-shift-lessons-quickly-and-easily-1

扩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重新设计学习空
间”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三种移动技术正在改变学习空间

（go.nmc.org/mobilespace）

(Dennis Pierce, THE Journal, 25 August
2015.)将移动技术引入教室正在重新定义
学习空间的使用，包括可以使学习随时随
8

地发生，能促进个体创新，能够将教师从
繁琐的设备中解放出来。
创意学习空间
（go.nmc.org/steele）(Steele High
School, 26 July 2016.)俄亥俄州阿默斯
特的高中生很快就能使用创意学习空间了，
这个空间将技术更加无缝地引入教室来鼓
励协作学习和主动学习。
STEM 学习可持续性绿色学校课程中
心
（go.nmc.org/greensch ）(Andrea
Kort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 January
2016.) 绿色学校能源课程通过与大学的
绿色技术相结合收集数据，帮助中学生建
立 STEM 教育与环保能源消耗之间的联系。
创新设计如何改变教育领域

(go.nmc.org/indesign) (Brett
Henebery, The Educator, 9 June 2016.)
澳大利亚一所小学已经意识到使用“粘性
模型”重新设计学校，学生的进步正好与
他们的项目进展和发展同时出现。
创新学习空间的原因和结果
(go.nmc.org/howandwhy) (Sam
Gibson, Tomorrow’s Learners, 18 July
2015.)新西兰的一所中学重新改造了他们
的设施,从而提供更多的合作学习空间。该
空间还配备了电脑，学生可以全天访问。
逃脱“教育密室”的崛起
(go.nmc.org/escape)(Zara Stone,
The Atlantic, 28 July 2015.)密室逃脱
一直是出现在消费者领域的新奇的冒险活
动,有些教师发现其在融合游戏化、批判性
思维、团队精神方面具有价值。

9

2.反思学校运行机制
颠覆传统课堂模式、重新规划整个学
校布局的实践探索是一项备受关注的发展
趋势，在很大程度受到学习方法变革的影
响。基于项目28、基于能力29和基于挑战30的
学习要求改变学校结构,从而使学生能从
一个学习活动转向另一个更有组织的、不
受排课计划限制的另一个活动。这些方法
设计很多学科，已经使创新技术应用更为
流行，并且培育了各学科创新性的、与现
实生活相关的教学模式。顺应这种发展趋
势，基础教育领导者相信，排课计划更加
灵活能为学生的独立学习提供机会和充足
的空间31。公立、私立及特许学校不再是推
动这种趋势的唯一选择，而开放、虚拟和
基于项目学习的非传统模式的学校正在为
常规教育扩展出无限的可能。
概述
现行传统教育应该积极回应21世纪的
学习和工作方式。伴随着人们对传统教育
认识的改变，强制性学习的传统学校日渐
衰落32。过去，学校围绕预设的就业路径培
养学生。然而，现在的劳动力趋势需要教
育做出相应改变。LinkedIn报告指出，现
在一个人在32岁之前通常会换4次工作33。
最新一批的学生被认为是具有高度社会化、
可视化和技术化的创业者、全球思维者。
他们很小就接触数字化工具、受到社会媒
体影响、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具有
超前意识34。学校领导者意识到，让如今的
学生每天端坐在排列整齐的教室里，学习
不同的科目，对他们而言是违反常理的35。
最近几年，很多基础教育的常规做法已经
遭受质疑，比如评分系统、连续6小时的课
程安排和家庭作业。

未来主义者还指出，一系列相关的发
展将颠覆传统教育。快捷公司（Fast
Company）最近从创新教育企业获得共识：
未来5年，包括远程在内的教育将发生重大
改变。尽管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互相交流已
经不再新鲜，然而它在公立学校的影响仍
然微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和
社交网络使得学生比以往更容易与校外的
著名作家、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建立联系并
向他们学习。另一个重要改变是如何测量
学生掌握学业的成就水平。基础教育领导
者不再使用学时和学科平均分来评价学习，
而开始尝试使用基于能力的模型来测量学
生对某项具体技能的掌握程度。这一具体
技能主要通过积极展示现实世界的情境知
识来获得36。
作为教育领导者，如果正在寻求可用
的成功模型，可以参看北欧的学校系统。
除了为培养学生提供更加公平的条件外，
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的学校已经成为
使用新兴技术的开拓者37。由于没有国家层
面的课程要求，学校的管理就更加灵活并
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可以创造性地利
用技术激励学生更多地参与学习。例如，
瑞典的阿斯塔思考兰（Årstaskolan）学校
创建并主持了一个发布平台。该平台允许
教师发布教学视频，支持学生上传作业38。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放弃传统教育模
式，创建更多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例如
High Tech High 模式，教师和学生围绕解
决现实生活问题来协作设计课程39。
Facebook 最近与硅谷一家非营利性特许
学校网络——峰会公立学校开展合作，推
出了免费的学生导向的学习系统，学生可
以选择自己的项目并设置自己的进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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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Kunskapshubben 平台首页（部分）
图片来源：http://www.kunskapshubben.se/intro-tanktanken-talkshow-tte1/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而享誉
世界的芬兰，在改进基础教育学校政策方
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的国家课程框架
要求传统的像历史和数学这样学科本位的
课程，要被更宽泛的跨学科课程所取代，
例如欧盟课程或者职业特色课程
（vocation specific lessons）41。在地
方层面，各个学校和地区正在重新考虑他
们的分级政策。例如，马里兰州费尔法克
斯县的学校（Fairfax County Schools），
要求家庭作业成绩不能超过学生成绩的
10%，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子郡的公立学校
（Prince George County Public Schools）
对学生出勤情况不作要求42。华盛顿邮报报
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不鼓励甚至禁止
老师给学生零分，并为学生重做作业和补
考提供更灵活的机会43。
在规模上要求使用教育新模型需要足
够的领导能力和网络支持。亚洲的一些教
育者发现了一个叫做AMPed的主动学习方
法，要求学生进行有目的的学习。学生项
目包括广泛的试验性的、航空的和手工艺
的活动44。亚洲地区的很多国际学校已经使
用了北京国际学校（ISB）未来学院的模式
作为学校的体验式学习模型。ISB的所有科
目都是综合性的，教师作为学习促进者提
供资源和开放灵活的学习空间45。资金投入

也是推动这一长期趋势的关键因素。教育
启动孵化器4.0学校已经在新奥尔良推出
了两个实验学校。以Rooted高中为例，该
校为学生在该地区将来获得高增长、高报
酬的工作做出了积极准备46。
人们正在构想新模型，从而更好地适
应独立学习和创造性探究，特别是用于有
学习困难的学生。纽约的布朗克斯阿里纳
高中（Bronx Arena High School）为适应
200 多名学生的需求而彻底取消了正规课
程，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自我导向的学习47。
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参加不同的活动，每个
活动都反映了工作环境中需要的核心竞争
力。学生每天在学校度过 4 个小时，25 个
学生一组，参加为学生量身定制的在线课
程。教师提供小型课程，并帮助每组学习
者实现特定的目标。大部分自定进度的学
习都十分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例如，一
个学生设计了一个比较君主制国家和民主
共和国的游戏，而另一个学生精心制作了
一场不同的总统侯选人对堕胎立场的演讲。
同样，在类似于硅谷工作区的康涅狄格州
仙童惠勒区玛格内特校园（Fairchild
Wheeler Inter district Magnet）具有设
计灵活的课堂，代表着从传统的讲授为中
心的模式向协作学习模式的转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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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玛格内特校园内协作学习模式

扩展阅读

图片来源：http://fairchildwheeler.org/
(go.nmc.org/boldac)(Jamie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重塑学校运行机
制”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设计思维改变学校
(go.nmc.org/desthink)(Thomas
Riddle, Edutopia, 3 February 2016.)
设计思维的五个步骤——移情、定义、形
成概念、原型和测试——因其能使学生更
具创造性并能展示其新获得的技能，而在
教室内得到使用。
基于能力的教育值得投资吗？
(go.nmc.org/iscbe)(Fiona Hollands,
EdSurge, 9 May 2016.) EdSurge 的专栏
作家从不同方面讨论了基于能力的教育正
在具体化，同时，影响实施和成功的潜在
挑战也广泛存在。她指出缺乏测量软技能
的清晰方法是其中一个障碍。
设置灵活的学校节奏
(go.nmc.org/rhyth)
(Doug
Belshaw, DML Central, 13 July 2015.)
作者探讨了“看板系统”（Kanban system）
如何帮助老师更好的规划学习项目，如何
模仿课堂环境中的灵活敏捷的模型，激励
学生掌握自己的进度。
虚拟特许学校需要“果断行动”来改
变，国家特许学校如是说

Martines, The Hechinger Report, 16
June 2016.)为了应对一些业绩不佳的虚
拟特许学校，全国公立特许学校联盟最近
呼吁决策制度者修订管理方式。导致问题
的一个潜在原因是虚拟特许模型里缺少与
教师在一起的重要时刻，这就给家长提高
学习带来了负担。
缺少能够激励孩子学习的教育系统
(go.nmc.org/excites)(Andy Powell,
Teaching Times, accessed 25 July 2016.)
一个独立教育基金会的 CEO 相信，没有理
由建立一个自上而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学校模型。他概括了 6 个改革步骤，例如
通过个人成绩档案替代标准化考试、在专
业机构开展职业培训、接受有丰富经验的
工作人员和专家的指导等。
我们为什么必须重新获得安全健康
的校园时光
(go.nmc.org/whychange)(Start
School Later, accessed 25 July 2016.)
“延迟到校”（Start School Later）是
倡导学校更新作息时间的机构。他们认为，
与儿童和成人相比，青少年有更多的睡眠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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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趋势
未来 3~5 年内驱动学校教育技术应用
的关键要素。
1.开展协作学习
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秉持学习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指的是
学生或教师均可在同伴(peer-to-peer)或
集体活动中一起协作49。协作学习的活动一
般遵循四个原则：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
互动、小组学习、问题解决等。协作学习
模式在提升学生特别是弱势学生的参与和
成绩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教育者在参与
专业发展和跨学科教学时，在与同行小组
50
分享中也收益良多 。这种趋势的一个附加
维度是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全球在线协作，
数字工具被用以支持围绕课程目标的交互，
进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51。例如，在新西兰
和新加坡，学生和教师使用 WhatsApp 平台，
建立了一种在线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在
多重视角下加深对彼此文化重要性的理解
52
。
概述
“协作学习”，通常也被称为“合作学
习”(cooperative learning)。随着技术
作为重要的推动力，协作学习在世界各地
的学校和课堂得到越来越普遍地应用53。世
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现代技术正在
提高沟通和合作能力，扩大合作学习策略

的范围，从而影响学生解决复杂挑战的方
法54。技术使教师超越了地理位置的阻隔，
将全球性的实践社区关联起来，从而促进
了学生的相互协作55。虽然协作学习已经获
得了发展，但是在发展策略的过程中学生
保持勤奋依然重要。协作方法具有社会属
性，它有助于激发学习者个体的思考，从
而提升学习者的参与水平56。在体验了一种
协作和个体相混合的任务之后，学生的学
习得到了优化57。
成功的协作学习策略，鼓励学生提高
成绩、讨论、自信和主动学习58。这在整个
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案例，有 17000
名学生参加了“头脑锦标赛”
（Tournament
of Minds），其中第十九届锦标赛集中于
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
学科的协作技能59。该项目评估学生在没有
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解决 STEM 学科中某一
问题的团队协作能力。美国的“国家女生
协作项目”（The National Girls
Collaborative Project (NGCP)）已经确
定协作是促进女生学习 STEM 相关职业的
关键驱动力60。NGCP 已经在全美建立了“协
作”，服务于近 2500 万青年，用以扩展和
加强他们的 STEM 意识。他们举办的一系列
小型资助活动（mini-grants）、项目、在
线研讨会聘请了超过 66000 名的专业人员、
研究者和从业者进行协作，并创建了有助
于共同完成协作任务的伙伴关系。

图 6：美国的“国家女生协作项目”
图片来源：http://ngcproject.org/about-n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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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应用于更深层次的协作学习时，
就能帮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和项目整合起
来。同时，也有助于整合来自网络的各类
资源，扩大学生的学习空间61。数字工具是
促进协作学习的基本要素，在同步和异步
环境中提供了交流和活动的平台62。智能技
术（SMART Technologies）最近的一项研
究表明，协作学习策略搭配良好的技术，
能够极大地改善学习者的社会性和情感技
能的发展63。云计算在加强协作方面的作用
尤其值得称赞，特别是在教师、学生和家
长沟通方面更是显示出无限的潜能64。通过
在共同虚拟位置中使用基于云的协作工具，
如谷歌的教育类应用程序，人们可以很容
易地访问和共享彼此的学习材料，并能实
时更新。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美国最近的一项政策简报“用技术支
持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建议政府和学校
应优先考虑技术的实现，促进学生参与真
实的任务，发展包括协作在内的 21 世纪技
能，而不应该将重点放在补课上65。在欧洲，
来自欧盟被称为“Erasmus+”的项目提供
了 140 亿欧元，为支持 400 多万人到国外
学习新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机会。这一项目
旨在促进欧洲学校间更广泛的交流和协作，
从而提供优质的学习体验66。“Erasmus+”
的一个首创就是协作教育实验室，这是一
个来自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爱尔
兰、波兰、葡萄牙等国家的有远见的集体，
计划围绕协作学习建立广泛的职业发展机
会，为学校进行有效的协作性教学和学习

提供建议，并利用基于成效的结果来影响
国家和欧洲的政策67。
来自美国大学园区师范学校
（University Park Campus School）的领
导已经接受了培养教师和管理机构积极协
作的理念，并积极应用于课堂68。这种整体
的文化转变已被确定为构建协作文化的第
一步，并致力于解决学校的各种挑战69。这
种创新始于初中阶段，到了高中，教师退
居幕后，而由学生直接参与协同工作。将
一个地区或学校转变为协作环境也能够保
证课堂教学实践的不断发展，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果70。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展一项教师专业发展计
划，将为小学教师提供促进课堂语言发展
的研讨和协作培训71。
创新型的教师已经开始探索应用协作
来解决问题的新技术。日本未来大学
（Futur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正在研
究虚拟世界中的参与性协作，并将其作为
处理基于项目的任务的一个媒介72。例如使
用倾倒核废料箱的情境、参与者程序、操
作虚拟和现实世界的机器人来完成要求的
任务，这一任务反过来又可以检查学生的
学习、任务的复杂性以及学习投入的程度。
史密森学会最近发布了学习实验室软件包，
用来服务于教师和学生发展，创建和分享
数字学习经验和资源，创建协作学习社区73。
特别是课堂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学生的态度
和对协作学习的理解，这样的资源能够确
保教师有及时的信息来指导自己。74。协作
性的数字化工具将确保教师能够有效地观
察学生小组并提供反馈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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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日本未来大学 3D 虚拟世界中的协作性学习
图片来源：http://signofthekite.com/engineering-active-learning-in-3d-virtual-worlds/

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协作学习”的内
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为教师和教育者提供的 102 种免费在
线协作学习工具
（go.nmc.org/101collabtools）
(Docurated, 16 February 2016.) 由 K-5、
初中和高中的相关教师组织起来的大量在
线工具列表，可以用来加强和促进协作学
习环境。
为 21 世纪学习环境构建你的路线图：
教育领导者的规划工具
（go.nmc.org/roadmap21）(Roadmap
21, accessed 1 July 2016.)有三个组织
已经合作提供了一套协助学校领导促进学
校发展的工具。这种路线图作为一个基础
性的指导，包括原则、关键问题、行动步
骤、政策思考以及获得范例。
协作课堂中的核心原则
（go.nmc.org/collabcore）(Center
for the Collaborative Classroom, 2015.)
该白皮书明确并详述了四个关键线索，为
协作的课堂教学模式奠定了基础。作者探
讨社会和学术课程的关系，维护这一关系

并创造安全的环境，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进行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价值构建。
大学区展开合作，优先考虑可持续发
展
（go.nmc.org/schoolsustainabilit
y）(Homeroom: The Official Blog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ccessed 1
July 2016.)在整个美国，囊括 5726 所学
校 360 万孩子的 21 个学区已经形成了一个
协作，集体减少对气候和生态的影响，将
学生与自然连接起来，教育并引导他们的
社团参与气候保护。
六项技术将在未来五年影响基础教
育
（go.nmc.org/sixtechnologies）
(Education Corner, accessed 1 July
2016.) 随着工作场所对协作能力的要求
增加，学校正在重新思考他们的学习空间，
以促进更多的团队合作。该资源确定了六
种关键的协作技术，将对未来学习空间的
设计产生影响。
我们所知道的协作
（go.nmc.org/collabweknow）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September 2015.) 该文探讨了协作学习
的内容和相关研究，评价了目前的现状，
并对将来的前景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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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深度学习策略
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基础教育中开展深
度学习策略，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将深度学习定义为“开展批判性思考、问
题解决、协作和自主学习”76。为此目的，
深度学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周围世界的新
知识和技能。教学策略也从被动接受转向
主动获取的学习，让学生从新的信息中形
成自己的观点，并能够掌握他们参与的科
目77。这种策略包括基于问题的学习78、基
于项目的学习79、基于挑战的学习80、基于
探究的学习81，并藉此鼓励学习者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并积极实施解决方案。教育者
正在借助学生们早已应用的工具，借助深
度学习将课程学习与真实的生活应用相结
合。
概述
深度学习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技术
的应用和支持推进了深度学习的不断发展，
提高了学生学习和协作的质量、广度和范
围。例如，学生正在使用像推特（Twitter）
这样的社交媒介平台发现新知识和发表新
观念。教育者发现使用同样的平台也可以
使学生与当地及全球问题相连接，使学生
在全球范围内探索和交流观点82。像
WeVideo 这样用于内容创作的数字工具为
世界提供了一种开发、编辑、精选故事和
内容的简易方法83。深度学习策略通常比较
灵活，常常是回应学生特定项目的需要，
为学生使用多种技术、平台和工具提供机
会84。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最
近通过两组学生的比较，研究学生决策能
力的差异。一组学生参与了基于项目的学
习活动，另一组学生则使用相同材料参与
接受性教学。研究表明，基于项目学习的
学生对问题的考虑更为周全，在决策制定
过程中推理更合理，对假设重要性的评估
也更加频繁。研究人员指出，收到准备充
分的教学材料的学生考虑更多的是各种观
点和论据，基于项目学习的学生更愿意解

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当地狼群的放
归和管理85。
此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深度
学习方法比传统的讲授模式更有效。美国
院校研究教育政策中心（The Education
Policy Center at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完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聚
焦于 19 所高中的研究，其中 10 所学校的
网络共享是明确的，全校聚焦于提供深度
学习的机会，采用的策略主要有基于问题
的学习（PBL）、协作工作组、实习、档案
袋或成果展（exhibitions）的长期评价。
参与深度学习网络的学生取得的成果与那
些网络外的学生相比，追求深度学习的学
校被确认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更紧
密的人际关系和更强的交往能力，以及更
高的毕业率，更高的四年制学校的录取率。
所有学生都获得了这些积极的体验，无论
他们以前的背景或水平如何86。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世界各地正在制定政策，鼓励学校推
进深度学习策略。根据芬兰学前教育和义
务教育的国家核心课程要求，从 2016 年秋
季开始，所有学校每学年都要设计并提供
至少一门以上基于现实问题和项目的课程。
期间，所有学生都有机会专注于探究个人
感兴趣的话题87。以现实问题为基础的课程
将整合不同学科和主题，跨越不同学科的
边界，从而使学生可以研究并批判性地思
考现实世界的问题，诸如全球变暖或难民
的问题88。“参与”（ENGAGE）项目是欧盟
社会科学议程中的一部分，用以促进更负
责任的研究和创新，该项目目前正在将基
于探究的方法嵌入到整个欧盟的学校。学
生参与科学发现过程，通过影响科学教育
的政策以及为课程设计提供建议，反思社
会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89。
许多组织正在为学校进行更具深度学
习特点的合作提供支持。新网科技（New
Tech Network）正在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
100 多所学校、地区和社区合作，在公立
学校实施基于问题的学习，为有意义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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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提供专业发展支持，这些项目往往需要
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以及交流能力介入其
中90。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正在开发探究型课
程“EcoMUVE”，该课程利用沉浸式虚拟环
境，学生在其中可以用科学家的身份在各
种资源中开展研究并收集数据91。欧盟的

“去实验室”（Go-Lab）项目是另一个有
名的探究型学习计划，为数以百计的在线
实验室提供方便，也为教育者和学生创造
个性化的探究学习空间、开展自己的实验
提供了平台92。

图 8：新网科技提供基于问题的学习项目
图片来源：https://newtechnetwork.org/impact/

教育者和学校在实施深度学习方法和
活动过程中也可以开展互相学习。韩国五
年级的同学最近为他们社区的孩子们设计
了一个操场，因为社区当地的操场被铺设
为停车场使用。学生们使用各种现实世界
的可迁移技能，确定新操场的位置，寻求
主管当局的批准，设计满足当地安全规定
的操场，绘制设备的位置，并获取资金支
持93。当学生意识到自己可以提供更加灵活

和更多选择的环境时，他们的积极性便得
到激发，深度学习也就由此发生。在芝加
哥原始森林 IB 世界磁石学校（Wildwood IB
World Magnet School），学生们基于他们
即将学习的新单元相关问题创造了在线思
维导图；他们可以通过思维导图选择一个
查询路径进行下一步的探讨。在每一个单
元的结束，他们将自己的项目或产品公平
94
地向家长、教师和学生开放 。

图 9：芝加哥原始森林 IB 世界磁石学校基于问题的探究式学习
图片来源：https://www.edutopia.org/blog/inquiry-based-learning-asking-right-questions
-georgia-ma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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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探索深度学习策
略”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发起探究式课堂的 10 个小贴士
（go.nmc.org/tentips）(Katrina
Schwartz, MindShift, 21 September
2015.)本文提供了提高探究式课堂的技巧，
从而让学生提出问题，建立连接，并找到
得出结论或解决方案的路径。
21 世纪构建探究路径
（go.nmc.org/buildinq）(Christine
Henke Mueller,edstructure, 29 August
2015.) 有一个教育者给出了她在班级实
施“热情为基础”的学习策略的详细过程。
在一个班级同时管理 42 个不同的项目听
起来不可思议。确立标准、研讨会、反馈
活动可以培养一个很好的组织结构，从而
使学生逐步完成学习目标。
深度学习
（go.nmc.org/hewlett）(The
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
accessed 22 August 2016.)休利特基金会
（The Hewlett Foundation）在深度学习
方面是公认的权威。他们的网站是教育专
业人员了解更多深度学习的枢纽，包括与
该策略相关的关键程序和助学金。
建立一个微证书制度：支持课堂的深
度学习

（go.nmc.org/microcred）(Digital
Promise, 2016.)“数字承诺”（Digital
Promise）已经确定了 40 个微证书，可以
映射到学生参与深度学习的 6 个指标上。
他们的目标是教育工作者想成为有效促进
者就必须获得关键能力。
深度学习的平等机会
（go.nmc.org/equop）(Pedro
Noguera et al., Jobs for the Future,
October 2015.)未来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指出：基于项目或问题的学习能
够更好为学生在高中后的生活以及政策执
行和实践过程做好准备。
深度学习如何创造一个新的教学愿
景
（go.nmc.org/howdeeper）(Monica R.
Martinez et al.,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
2016.)教育工作者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和
目标探索支持深度学习成果的不同适应方
式，本报告提供了相关的案例和建议。
为什么人类参与？持续参与的 26 个
“冲动”
（go.nmc.org/whydohum）(Tom
Vander Ark, Getting Smart, 12 August
2015.)作者提出：教育者通过研究人类的
“冲动”心理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从而
有意识地考虑学习者的经历和潜在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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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趋势
未来1-2年内驱动学校教育技术应用
的关键要素。
1.培养编程素养
编程是指计算机理解的一套规则并表
现为多种计算语言形式，如 HTML、
JavaScript、PHP95。许多教育者认为编程
是一种激发计算思维的方法：这项技能需
要将计算机科学知识与创造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结合起来96。编程网（Code.org）最近
指出：到 2020 年，将有 140 万与计算机相
关的工作，但只有 400000 计算机科学专业
的学生来填补97。为了更好地为低年龄学习
者做准备，越来越多的学校领导和技术专
家正在将编程嵌入到 K-12 课程实例中。世
界各地的学校正在开发编程项目，学生可
以合作设计网站，开发教育游戏和应用程
序，并为建模和设计新产品时遇到的挑战
设计解决方案。此外，用户友好工具包括
Raspberry Pi、Scratch 和 LegoNXT 的出
现使学生学习编程比以往更容易。
概述
因为计算机科学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
快的行业之一，因此学校正在调整他们的
课程，以培养将来所需领域的劳动力。在
欧洲的就业市场，2015 年需要 900000 名
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士98。同时，在
美国，需要编程和移动开发技能的职位是
不需要该技能职位的近两倍99。在短期内，
对编程的兴趣有两大利益点驱动：第一，
编程和新技术的发展已经与经济增长紧密
相连，致使美国政府制定在学生早期教育
中就开始设置编程技能的内容100。第二，
根据欧洲委员会的说法，学习编程有利于
获得 21 世纪的技能，以便能够在未来工作
中发挥的创造力和计算思维101。
编程课程的升温也标志着从指导学生
如何使用计算机、应用软件和程序，转向
如何编制软件程序102。而当前围绕学习者
的数字素养核心的讨论正在借助技术展示
他们的知识103，编程有助于学生从简单使

用设备转向控制设备并与学生互动合作。
编程越来越有益于发展学生的解决问题和
逻辑思维的能力，特别是在欧洲，编程正
成为国家课程的一部分。爱沙尼亚是欧洲
第一个于 2012 年在所有 1-12 年级的学生
中推行这一试验的国家之一，英国在 2016
年秋季开始在中小学校强制推行编程课程，
芬兰即将要求中小学生学习编程104。在澳
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在 2015
年小学课程中推出了 HTML 和 CSS 编程。在
全州的项目中，每个被提名的公立和私立
小学的代表将在澳大利亚编程俱乐部
（Code Club Australia）接受免费培训105。
为了扩大这一短期趋势的规模，业界
领袖们正在倡导将编程技能教给青年人。
计算机科学教育联盟（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Coalition）最近为向美国国会
议员申请 25000 万美元为学区培养年轻的
程序员、发明者和创造者。脸谱（Facebook）
网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其他技术大
亨捐资 4800 万美元以响应这一倡议，其中
近一半的资金分配给专门提供编程教学的
“编程网站”（code.org）106。非营利组
织“编程一小时”（Hour of Code）已经
引发了一场微学习运动，自 2013 发起以来，
已经为近 2.63 亿人提供了服务107。一年一
度的为期一周的活动集合了编程的学校，
通过“#HourofCode”这样的主题标签鼓励
活动共享。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是全年可
用的，例如网络游戏开发等领域的循序渐
进的操作指南。包括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编程学院（Codeacademy）和
CodeHS 在内的合作机构帮助“编程网站”
策划最有趣的和最有用的教程。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由于计算机科学正在提升国民经济和
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各国政
府正日益发展支持编程课程的政策。在美
国，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全民计算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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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培养中小学生的计算
思维能力，从而使他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
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各州将获得
40 亿美元的资金，学区将获得 1 亿美元的
资金，用于扩大教师的培训以及获得高质
量的教学材料。在 2015 年，参加大学先修
课程（AP）计算机科学考试的学生中仅有

22%是女孩，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学生仅
占 13%，这一项目的另一个目标是增强少
数族裔和服务水平较低的社区在此方面的
能力108。英国最近修订了他们的信息和通
信技术课程，强调了编程教学，甚至为五
岁的学生开发了编程课程109。

图 10：美国的“全民计算机科学行动计划”（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Initiative）
图片来源：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6/01/30/computer-science-all

推进这一短期趋势需要领导深入思考
低收入社区和地区如何与数字化领域开展
公平竞争，本报告后文将陈述编程学习所
具有的益处。非营利组织“青少年科技探
索”（Teens Exploring Technology）最
近在洛杉矶南部举办了一个活动，许多没
有计算机的学生能够接入设备，编写程序，
建立网页，学习关键的计算机科学和创业
技能。专业和业余的编程爱好者现场指导
学生110。主要组织也一直在强调编程方面
的性别差异，女孩在 13-17 岁间对计算机
科学的兴趣显著降低。而在 1984 年，计算
机科学的毕业生有 37% 是女性，这个比例
已经下降到了今天的 18%111。编程女孩
（Girls Who Code (GWC)）俱乐部旨在弥
合这一差距，目标是让女孩在六年级开始
112
参加编程俱乐部、暑期沉浸式项目等 。
当前这一计划正为 42 个州的 10000 名女孩

提供服务，学校、图书馆和社区中心的工
作人员也可以申请参加俱乐部。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在他们的课堂或
课外组织中正式推出编程课程。在英国的
寇弗预科学校（Colfe’s Preparatory
School），参与项目化编程俱乐部的学生
使用“擦除”（Scratch）方法开发游戏和
应用程序。此外，这一趋势已被纳入课堂
和跨学科活动中，通过编程显示出不同科
目之间的交互关系，比如数学运算113。澳
大利亚一所图书馆为小学的低、中、高阶
段分别开发了编程大纲，依托蜜蜂机器人
（Bee Bots）和 ScratchJr 进行实施。对
于一二年级的学生，主要通过叙事的方式，
将编程以故事的形式融入学习经验中；对
于三四年级的学生，通过网站搜索调查复
杂的、类似编程语言的杜威十进分类法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进
一步提高他们的编程能力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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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澳大利亚一所图书馆中的创作空间
图片来源：https://jchild.edublogs.org/2016/04/29/coding-in-our-library-makerspace/

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编程作为一种素
养”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马上将编程加入小学课程
（go.nmc.org/addingc）(Matt
Harrell, Edutopia, 17 March 2015.)作
者恳请学校将编程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列
举了儿童使用自己的电脑和平板创造有用
东西的欲望。推荐了引入编码的五个贴士，
如避免学习环境必须是 1:1 的误解。
学校的编程教育：像不像英语或数学
一样重要？
（go.nmc.org/orisit）(Colleen
Ricci, The Age, 7 June 2015.) 澳大利
亚议会的成员，包括联邦反对党领袖 Bill
Shorten 在内，正在努力确保到 2020 年在
澳大利亚大陆的所有小学讲授编程。目的
是培养能够设计和操作应用程序和设备的
学生，从而带动澳大利亚未来经济的发展。
K-12阶段编程教育开始流行
（go.nmc.org/rare）(John Keilman,
Chicago Tribune, 2 January 2016.)受谷
歌委托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四所初中和
高中提供编程类课程。芝加哥地区正通过
在非计算机科学学科增加编程课程来努力
提高这一统计数据。

K12 阶段计算机科学中的编码：开启
于你的想象
（go.nmc.org/startsfrom）(Jason
Rukman, eLearning Industry, 2 July
2016.)作者感叹，K-12 计算机科学课程往
往源于传统的学术方法，而在展示想象力
方面不利于吸收新概念。融入数字故事的
编程和项目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编程，
同时给予他们探索自己创造力的主动权。
如何教编程和程序
（go.nmc.org/howtoteach）(The
Guardian, 1 September 2015.)这篇文章
为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些案
例、资源、可负担得起的数字工具，从而
将编程引入他们的学习环境。
学校的一种新的编程模型
（go.nmc.org/anewmod）(Digital
Promise, 4 August 2015.)数字承诺
（Digital Promise）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它介绍了宾夕法尼亚南费耶特乡镇学区
（South Fayette Township School
District）的成功编程模型。随着小学阶
段的孩子开始编程以及中学生参与先修课
（AP）计算机考试、Java 和 Python 编程
以及软件开发，编程就被嵌入到学校文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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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成为创客
世界范围内的学校都在发生变化，学
习者不仅是课程内容的消费者，更可以以
知识创建者的身份探索相关主题。K-12 教
育通过一系列数字工具支持这种转变；事
实上，移动技术的发展为创造媒介和原型
提供了更高水平的便利条件115。这可能是
由于部分社交媒介的应用，如人们可以通
过 Instagram 和 Snapchat 等社交媒介分享
照片和短视频等日常故事。许多教育家认
为，学习者通过这些创新技能的磨练，可
以形成深度学习的经验，从而使学生通过
调查、叙事、生产成为相关主题的权威116。
这一趋势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游戏开
发、创作和编程等，可用于培养学习者的
发明意识和创业意识。随着学生在教育资
源方面成为越来越活跃的生产者和发布者，
学校强调合理使用资源的规则很有必要。
概述
如果教育工作者认为学校的领导支持
实验、创作和创新方面的能力发展，他们
就会更积极地设计创意环境。存在重大考
试环节(high-stakes testing)的学校课
程结构往往对教师的实验或创意项目不提
供时间、空间或灵活性的条件117。一个研
究团队最近调查了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省
（Gaziantep）的 43 名中学教师，用以确
定“给力学校”（empowering school）文
化的主要特征。他们发现，允许教师自主
作出决定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与校长或
教育者中间的责任担当一样重要，能够形
成团队合作和信任的环境118。当教育者在
课堂上进行积极实验时，学生们更有可能
自信地承担创作的风险。重要的是，教育
者为学生掌控自己的学习提供了机会，学

生背离教师确定的成果评定标准可以不受
惩罚119。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制定个人学习目标
的习惯，一些教育工作者正在与他们的班
级开展合作，共同开发课程。最近在阿肯
色（Arkansas）的一项关于小学三年级学
生的研究发现，学生主导的课程规划是促
进创造力和参与性的一种成功工具，同时
还可支持学生发展复合思维的能力120。促
进学习者成为创造者的趋势也推动了这样
一种转变，如何将科目掌握程度的评估转
向更加积极的参与式学习，从而有助于他
们在能力、目标和技能等方面的学习。数
字工具如内置分析和自适应学习平台的移
动应用程序，则可以提供更多检测和跟踪
各种步骤的机会，在亲自实践来开展学习
活动的背景下，学习环境将变得更加有助
于发展创造力121。
免费的或可负担的平台包括
Socrative、 Kahoot、 Nearpod 和 Google
Forms，能够捕捉和存储学习过程的证据，
同时能够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完善学生的
122
想法、产品和流程 。合作、沟通、信息
素养和全球意识是 21 世纪技能的一些表
现，这可以定义和创建到评估中，学生可
以考虑如何使用具体的技能和工具达到自
己的目标12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出了学
习是三维的观点，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还鼓励学生和教师在设计、制定
和改善评估方面进行协作。非正式评估可
以嵌入到日常的课堂实践中，引导学生围
绕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的目标，能够对自
己的学习成果进行适当的修订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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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一款可实时给学生布置活动、实时收到学生结果、立即给予学生反馈的在线应用程序
图片来源：https://goformative.com/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使人们更容易创建媒体、
产品并与世界分享，然而也会导致很严重
的法律后果，比如与合理使用相关的诉讼。
就这一主题对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进行
培训十分重要125。超过 40 个国家的版权法
有公平使用或公平交易的规定。但是，只
有 8 个国家有关于违反版权的灵活、公平
的使用限制，其余都依靠公平交易，在此，
只有当它直接指向预先约定的清单时，这
一行动才是公平的126。一些团体和倡议的
目的是告知政策变化，允许言论和表达的
自由，同时保护学生和教师的工作。图书
馆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通过“合理使用周”
强调合理使用权利的重要性，如“2016 社
会媒介的合理使用周”宣传了合理使用及
相关的机会和问题以及对文化和科技进步
的促进作用127。
学校与其他组织合作，帮助他们在技
术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取得创造的机会。
纽约的“多媒体学习项目”提供了免费访
问新兴技术和当地学校工作坊的机会，从
而为年轻人理解、批判和发明媒介做准备
128
。学校领导也正在努力将创意和学生的
需求转化为学校的使命和文化。“大图片
学习”（Big Picture Learning）在美国

已经开发了超过 60 所学校的网络，提供自
主学习项目。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来量
身定制并创建自己的网络课程；与就业顾
问、行业专家、家长和同伴一起学习如何
管理自己为期一年的项目，如服装设计或
制作一部电影129。
无论是在课堂或其他地方，学生都有
机会获得丰富的信息，但作为创造者，他
们必须学会正确地评价和利用可信任的资
源来支持他们的计划和目标。例如，南迈
阿密社区学院（South Miami Middle
Community School）的学生根据美国宇航
局（NASA NEO）网站下载的卫星图像数据
来跟踪气候变化，创建图片来分享他们的
发现130。此外，创建视频和其他包括游戏
在内的媒体，这一过程也可以阐明复杂的
主题。在“我的世界”（Minecraft）这一
流行的数字游戏中，学生可以创建可视化
的展示。在学习问题解决的技巧时，可以
131
研究模拟的概念 。学生在将知识应用于
真实场景时，创造性的任务使学生获得了
信心。福音学校柏林中心（The
Evangelical School Berlin Centre）通
过允许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确定展示自己新获得技能的最佳平台，如
设计一个计算机游戏的程序，从而使学生
意识到自我激励的重要性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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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计算机科学不止是编程
图片来源：https://www.edsurge.com/news/2016-10-05-computer-science-is-more-thanjust-coding

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学生作为创造者”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鼓励你的学生设计探究单元
（go.nmc.org/enco）(IB Educator,
Sharing PYP Blog, 24 May 2016.) 在新
西兰的赛尔温学校（Selwyn House
Schoolin New Zealand）八年级的学生小
组开发了解决他们选取的相关实际问题的
课程。当他们探索如何度过在难民营的一
天时，他们的计划形成了包括研究、批判
性思维、换位思考、反思和交流在内的跨
学科活动。
通过学生创建视频，帮助学生找到自
我
（go.nmc.org/identit） (Matt
Miller, TechSmith, 3 September 2015.)
一个高中的西班牙语老师发现，当他的学
生创作视频时，他们探索的语言内容与个
人爱好和兴趣相关。学生参与的完整生产
过程包括记事板制作、设计、录音、使用
Camtasia Studio 编辑视频、研究和内容
授权、检验、最终产品的出版。
非营利性的组织如何利用视频游戏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go.nmc.org/histri） (Amy Bishop,
Houston Public Media, 18 May 2016.)
Histrionix 是一个基于游戏的学习公司，

最近与学校的非营利性的“作家”
（Writers）
合作，允许学生把自己的创作融入到视频
游戏中在线出版，使其他人可以参与。
“学生代理”不是“给予”或者“取
走”
（go.nmc.org/studagen ）(Andrew
Rikard, EdSurge, 16 October 2015.)本
文强调世界上学生代理的重要性，这需要
创造者和发明者。教育者通过与他们合作、
平等对待、接受失败，进而传授相关的技
能。
在学校的测试时间：有更好的办法
吗？
（go.nmc.org/testtime）(Kelly
Wallace, CNN, 4 April 2016.)美国现在
有八个州允许家长不为孩子选择标准化测
试，总统奥巴马声称，学生花费了太多时
间参加不必要的考试。作者探讨了评估软
件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问责，通过捕捉
创意项目在粒度级别上测量学生进步。
关于版权的全部真相
（go.nmc.org/wholetruth）(Mary
Beth Quirk, Consumerist, 26 February
2016.)误报和混乱仍然存在于什么是“合
理使用”中。本文介绍了多个领域的领导
人正在致力于教育青年人他们的权利是什
么，从而使他们不再感到恐惧或停止使用
和创建数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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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学校应用教育技术的重要挑战
专家组通过一系列的讨论、评估、投
票程序,最终明确了本年度报告提出影响
新技术应用所面临的六大挑战。专家委员
会相关讨论及材料已通过在线网站的形式
记录下来。详情可见 k12.wiki.nmc.org/
Challenges。
鉴于六大挑战不属于同一范畴,本报
告根据挑战的性质将其归为三类。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项目组把我们既能把握,又判
明解决之道的挑战定义为“可解决的挑战”；
把那些或多或少能理解,但是解决方法尚
不清晰的挑战定义为“有难度的挑战”；
把那些复杂到几乎无法对其进行辨析,并
且在找到应对方案之前,需要更多的研究
和数据来分析的挑战定义为“严峻的挑战”。
我们通过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些挑战,并探
讨对制订政策,领导力和具体实践的影响。
政策 虽然六大挑战中的每一项都
会对制订政策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其中两
项明确的挑战正在驱动着学校的政策制定。
最简单的一项就是如何发展更多的实景学
习体验。安大略省教育部最近起草了一个
框架，旨在推动更多连接社区的体验性的
学习。这个由政府主导计划的核心理念是：
引导学生融入社区，帮助他们成为全球公
民，即更好地了解如何把自己的技能贡献
于经济的发展133。
政策领域较为困难的一项挑战是制定
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推动教师从讲授型转变
为 21 世纪课堂需要的引导型和辅助型导
师和教练。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这项
挑战，因为教师必须满足数字化时代学生
熟练掌握技术的需求。政府有责任提供教
师为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所需要
的具体支持。“2015-2020 学校数字化战
略”是由爱尔兰教育及技能部制定的一项
教师职业发展策略，帮助在职教师掌握更
多的互动学习技能134。
领导力 尽管本章涉及的挑战都与
领导力密切相关,但是其中两个关键就是

如何获得有效的愿景和领导力。专家委员
会认为，借助数字化手段推进教育公平是
一项许多领导者面临的艰难任务。尽管可
以在线获取不断增加的学习材料和资源，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习者都可以在家里接入
宽带互联网来开展学习活动。于是便加深
了“有”和“无”信息化接入条件个体之
间的裂痕，引发许多利益相关群体更加担
心在家庭学习方面形成的鸿沟。CoSN 最新
发布的“数字公平行动工具包”的目的就
是帮助极度贫困地区的教育领导者获得相
应的策略和信息来促进技术在校外学习中
得到更好的应用135。
对于领导力，最严峻的挑战在于如何
弥合那些低收入家庭和缺乏关照的学习者
的在校学习，与就业所需要的技能之间的
鸿沟。学校需要领导者能够为那些处境不
利的学生设计相应的解决方案。在新西兰，
教师可以借助教育部的“成功教育计划”
来甄别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且还可以
从与之配套的“教师引领创新基金”学习
教学活动设计的技能，以帮助这些学生获
得成功136。
实践 专家组认为，六大挑战中的每
一项都会对 K12 教育中实施高效的教学和
学习产生较大影响。其中，专家委员会把
推广教学创新列为比较困难的挑战，主要
是因为推广教学创新需要学校能够创设鼓
励教师敢于实验并互相合作采用新教学方
法的校园文化。在丹佛公立学校的“梦幻”
创新实验室就是一个范例。他们鼓励老师、
学生、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大胆的想法”
来改变思维模式，以推动新的教学模式由
理论转化为实践方案137。
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活动
和支持,需要谨慎的实施。这样的挑战被专
家委员会列为严峻的挑战。就目前而言，
大家对于个性化学习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
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定义也非常模糊。但
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却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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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例如，适应性学习平台技术就被认
为是凸显个性化学习的催化剂。新加坡的
学校正在数学学科教学中推行适应性学习
平台，教师可以量化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展，
并调整他们的教学指导以更好地满足学生
的需求。学校希望学生在使用学习材料的

过程中有更多的自主性，从而增强他们的
参与感和责任感138。
以下我们将逐项介绍 2016 年专家组
重点强调的挑战，包括挑战的概要、具有
的影响以及相关的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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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解决的挑战
1.实景学习体验
实景学习，特别是那些可以让学生直
接接触到现实问题和工作场景的学习机会，
目前在学校里还不常见。但是专家组一致
认为,“实景学习”可以为许多重要的教学
策略提供有效支撑。而且通过职业培训、
学徒制、相应的科学评测139，可以为学习
者创设可以获得终身学习技能的环境。实
景学习的倡导者认为，元认知和自我意识
是实景学习的基石140。越来越多的学校已
经开始努力缩小课堂知识和实际应用之间
的距离。这些学校注重建立更加广泛的社
区联系，通过与当地组织开展互动合作，
帮助学生体验走出校园所要面对的情景 141。
概述
实践“实景学习”有助于学生掌握进
一步学习或进入职场所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142
。而如前所述的“深度学习”趋势和这
一挑战如出一辙，两者都在强调学校正在
趋向“体验式”“做中学”等教学方式。
Teach Thought 近期刊文介绍了学校开展
实景学习的五大障碍：第一，大纲和课程
标准太刚性；第二，考试和问责制约着教
学决策；第三，学校教学安排和教学空间
方面的自主性有限；第四，教学实践需要
承担很大风险；第五，政策导向是培养学
习的绩效，而非单纯的教与学 143。Digital
Primise 发起的一项调查研究也有类似的
发现，那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最大的挑战
在于能否提供实景学习机会。幸运的是，
行政部门正在为采用更多的如基于挑战的

学习等方式来为实践实景教学方法开辟道
路144。
可以肯定地说，在降低辍学率、培养
学生的激情和兴趣，引导学生体验真实的
工作场景方面，“实景学习策略”促使学
校和当地企业，机构和社会团体建立合作
关系，以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自身的能力
以及生活的意义。例如，堪萨斯城的社区
学院与当地的一些大学开展犯罪现场调查
等课程项目合作，和类似“太阳信托”的
商业机构合作微型青年银行；和“东湖高
尔夫俱乐部”等当地机构合作，以帮助获
得实习以及参加一些特殊的活动的机会。
这些合作，为学生提供了体验真实职业场
景的学习机会145。
再如，“学徒制”这一不再流行的模
式，目前正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中复兴，因
为他们看到了这种模式在促进学生获得就
业机会等方面所具有的现实价值，比如帮
助学生挣得一定的薪资，培养雇主需要的
技能，提升挣钱的潜能，以及按照他们自
146
己的进度来学习等 。虚拟国际企业（VEI）
是一个源于纽约的学徒制模式职业发展项
目，目前在奥地利和德国得到有效实施。
学生通过参与项目学习真实世界的商业技
能及运营一个公司所需要的技能，比如如
何缴税、管理账单以及处理银行账户等147。
在VEI项目2016年度青年商业论坛上，来自
8个国家的300多位学生，探讨了Sony公司
PlayStation4的商业案例，并开发了商业
策略，得到了企业负责人的认可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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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016年度青年商业论坛峰会
图片来源：https://veinternational.org/blog/2016-global-business-challenge-recap/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随着教育界逐渐开始接受“实景学习”
理念,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来激发学
校的实践兴趣,并为他们提供全程指导。加
拿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帮助学校
开展更多与社区联系紧密的、实践性的学
习。安大略省教育部认为，学校建立与社
区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成为
合格公民，也有助于为学生未来的成功准
备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149。同样，英格兰
教育部通过立法推动学校和培训机构以及
技术学院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见习机
会150。
为了提供实景学习，学校的管理者必
须明确有哪些有效的支持模式、培训策略
和资源。经合组织以及欧盟委员会最近发
布的“创业学校报告”描绘了学校提供创
业教育所需要的要素。其中特别强调学习
环境、教育工作者的角色转换，以及学校
和周边机构的合作模式。他们认为，学校
可以从社区合作中获益，因为社区可以提
供更多的资源，比如行业专家以及昂贵的
设施条件等151。在澳大利亚，悉尼天主学
校最近开发了一个实景学习工具包，这个

工具包可以让教师分享他们的构想、实践、
资源以及经验。他们的网站资源包括客观
的评估信息、澳大利亚职业标准以及互联
网学习社区等152。
由志愿者、业务爱好者和科学家合作
组成的“公民科学”
（citizen science），
在社区意识、科学调查、批判性思维以及
解决问题方面提供了实景学习的方法153。
在由佛蒙特大学和5个学区合作组成的佛
蒙特州STEM领导研究所，教师们正在探索
如何把公民科学整合到他们的教学大纲中。
参加该项目的一位老师强调，学生在真实
的科学调查中往往会更加投入并充满激情
154
。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洛杉矶的城市研
究项目“超级项目”的一部分，来自Billy
Mitchell小学三年级3个同学对学校的花
园开展实地观察，从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
对大自然以及他们周围环境的欣赏。通过
观察一种南方短吻鳄蜥蜴的生存状况，同
学们在INaturalist的网站上上传了一些
新的记录。他们的发现为一项更大的科学
研究做出了贡献155。

28

图15：花园观察项目
图片来源：http://www.nhm.org/nature/blog/citizen-science-third-graders-changingworld-one-observation-time

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提供实景学习体
验”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HIVE 学习网络
（go.nmc.org/hivelearn）(HIVE
Learning Network, accessed 25 July
2016.) HIVE 学习网络，通过连接全球的
社团组织来增强学生联网学习的数字化技
能。这些组织有图书馆、博物馆、学校以
及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帮助学生与同伴和
导师共同动手制作或者开展探索，从中学
习和掌握这些21世纪的技能。
职业院校的有效性如何？
（go.nmc.org/caracad）(Melinda D.
Anderson, The Atlantic, 19 April
2016.) 佛罗里达州的松林高中，开设
了一个聚焦消防技能训练的新职业学院。
该学院和西佛罗里达高中以及当地的一
家公用事业公司Gulf Power进行合作。
为学生的生活和工作而准备
(go.nmc.org/preps) (Margaret
Hilto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er 2015.) 学校必须培

养学生 21 世纪所需要的技能，比如团队合
作、问题解决、自我管理等。为了有效地
培养学生的这些技能，联邦及州教育部门
需要出台一些相应的教学大纲、教学指导、
教学评价以及教师职业发展要求方面的配
套政策。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实景学习
(go.nmc.org/gvas)(Global Village
Academies, accessed 25 July 2016.)地
球村中学正在和新技术联盟（NTN）一起开
展基于项目的学习项目。学生可以参与真
实世界中的学习活动。NTN 为此还提供了
一个标准项目库来帮助学生和当地的社团
进行联系。
弗吉尼亚州正在推动高中进行全方
位改革
(go.nmc.org/Virginia)(Travis
Fain, eSchool News, 6 April 2016.)弗
吉尼亚州的高中正在计划为 2018 年的新
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包括实习和学徒的
学分体系，允许行业证书和州认证证书代
替标准的学习测试，学生可以用他们获得
的职业证书取得高中毕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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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思教师角色
大家越来越期望教师可以熟练掌握多
种基于技术的方法来有效传递教学内容、
支持学生的学习和评估教学156。在科技辅
助的教室里，教师的主要责任已经从提供
专业的知识向创设学习环境转变，以帮助
学生获得 21 世纪的技能，包括创造性探究
能力与数字素养157。教师现在扮演着导师
和教练的角色，通过为学生提供机会，引
导他们自主规划自身学习路径来培养全球
化公民，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158。
而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正在促使教师改变
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比如更多地利用社
交媒体，和校内外的同行进行互动合作，
使用在线工具和资源等。为此，教师的职
前培训项目也必须为应对这一挑战做好准
备，即如何让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掌握数字
化技能。
概述
正如本文的深度学习以及协作学习部
分所描述的，学校不断把那些培养互动学
习能力和问题解决技能的教学活动纳入到
学校课程。教师的责任就是支持和促进学
习体验，激发学生参与探索和发现的激情
159
。随着混合学习与在线学习模式的崛起，
也更有力地推动了这种教学转变160。因为
有了来自网络的大量资源，教师不再被大
家认为是课堂唯一的资源权威来源。
Ecorys 的报告认为，提高数字素养对英国
的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倡
导学校创设学习环境，利用技术来促进创
新能力和合作161。尽管传统的责任比如评
测、管理纪律、课堂管理仍然是教师必须

要考虑的，但现在人们期望教师可以把技
术整合到他们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中，以满
足培养 21 世纪学习者的需求162。
由三星公司和德国 GfK 集团在美国开
展的调研发现，81%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技术
是为学生提供动手体验的重要工具，然而
三分之一的教师反映他们难以获得学校对
于如何把技术整合到教学中所需要的支持
163
。学校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帮助教师在
重新思考自身教学方法和策略的时候可以
得到全球同伴的指导和启发164。其次，现
行州立教师培养课程与教学大纲也缺乏灵
活性，其中经常忽略数字化学习策略以及
利用技术来支持个性化学习的方法。教师
的招聘也没有体现技术在教育中的重要价
值。比如，很多学校的管理者还是把教师
的学科背景置于技术知识之上，让这项挑
战变得更加困难165。
教师的职业发展和培训对于学校开展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以及创新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教师肩负着从直接讲授的教学
模式转变为引导学生来规划、实施和评价
他们自身学习的重大任务166。“位于德克
萨斯州和华盛顿特区的和睦公立学校联
盟”，是开展 STEM 教育的一个学校联盟。
教师作为互动的、跨学科项目的支持者，
相互之间开展经验分享和相互支持167。教
师的继续教育需要帮助教师满足学生不断
更新的基于技术的学习需求168。最近澳大
利亚一个历时两年的博士研究论文指出，
一批被称作“高新技术的先驱”的教师，
使用相似的、成功的方式整合技术，探索
使用技术来让学生反馈、创造和生成、展
示和分享，以及如何做学习的主人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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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和睦公立学校联盟的教师合作开展 STEM 教学
图片来源：http://www.gettingsmart.com/2016/02/11-elements-of-learner-centered-stem/

对政策、领导和实践的影响
政府的行动是帮助教育工作者跟上
21 世纪学习步伐的关键所在。OECD 一项调
研发现，澳大利亚的教师每年仅有 9 天参
与继续教育170。政府正通过与两所大学合
作，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供免费的、高质
量的在线课程。昆士兰州的教育与培训部
发起了“发展我们的教师”项目，旨在帮
助教师提升他们的数字化技能，以及发现
STEM 课程的最佳教学实践171。爱尔兰的教
育和技能部发布了“2015-2020 数字化学
校战略”，在战略中描绘了如何通过教师
职业发展来帮助教师在教室中系统性地应
用技术，促进学生的互动学习，并通过促
进 ICT 的使用来形成教学实践的分享社区。
该战略提出了在职教师需要掌握的系列技
能，推荐了大量的方法以满足教育工作者
的需求172。

一些聚焦教育的组织和机构，正在投
入力量开发相应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教师管
理他们角色的进化。欧洲学校网络
（European Schoolnet）是一个由欧洲 31
个教育部部长组成的网络。他们创建了一
个教师学院173，为教师提供个性化培训、
免费在线课程及多种语言的教学资源。该
网站致力于帮助教师应对快速发展的技术
变化带来的挑战，以及增加专业培训的机
会。2016 年，他们所提供的免费在线课程
有基于项目的学习，支持不同的学习者以
及 21 世纪的技能学习174。教育工作者也从
“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框架”（TPACK）
中获得收益，该框架描述了教师有效地把
技术融合到课程所需的知识类型。国家技
术领导者联盟，是一个总部在美国的财团，
他们支持围绕教育技术以及教育工作者培
养的跨学科的合作，并制作了一个 TPACK
资源网站以传播如何利用技术来提升教学
绩效的案例视频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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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教师学院”网站提供的在线课程
图片来源：http://www.schooleducationgateway.eu/en/pub/teacher_academy.htm

利用技术帮助教育工作者变革教学实
践的各种努力仍在继续。路易斯安那州的
Calcasieu 教区公立学校为教师创建了注
重指导性教学能力的学区技术培训中心，
提供大量的灵活专业学习机会。教育工作
的继续教育学时被标记为“技术积分”，
教师可以用这些积分学习获得可以应用于
教学的额外技术176。教育工作者也积极探
索不同的教学指导和评价模式。韩国的一
项国家计划在 42 所中学中引入了一种免
除考试学期项目，用以鼓励学生在一个赋
予支持的环境下探索他们的兴趣。由于没
有了测试和分数规定，教师便增加了对个
体学生的关注，而且对学生进行了持续性
评估177。
拓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重塑教师专业角
色”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平行职业发展：教师培训教师掌握 21
世纪技能
（go.nmc.org/teach21 ）(Linda
Hippert, Getting Smart, 11 August
2015.) 大匹茨堡地区的教师正在通过跨
区域合作来重塑教师职业发展，他们分享
经验并直接帮助其他教师实施新的技术。
同伴视频指导如何完全改变我们教
师的教学
（go.nmc.org/videopd）(Diane
Lauer, eSchool News, 2 February 2016.)
科罗拉多州圣弗兰谷学区建设了一个在线
教师职业发展视频平台，教师可以在教学
过程中得到同伴的实时反馈，促进了教学
模式的灵活调整。
如何管理一个数字化教室
（go.nmc.org/digiteach）(Anita
Townsend, TEACH Magazine, accessed 5
August 2016.) 该文提供了许多实践技巧
和教学策略，帮助教师规划和监督学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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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室内的技术，包括可以接受的使用政
策，管理学生的专业知识，鼓励他们融入
全球的社区。
重构教室：教师作为学习者，而学生
作为领导者
（go.nmc.org/techkids）(Kayla
Delver, TEDxFargo, 13 October 2015.)
在北达科他州二年级的学生正在尝试如何
使用新的教学 APP。这样的模式促使学生
成为他们自己学习轨迹的主人，而且把教
师从管理所有技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师职业
发展项目
（go.nmc.org/unescotrain）
(UNESCO, 28 October 2015.) 尽管发生了

叙利亚冲突和难民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和拉尼娅王后教师学院共同合作的教师
培训混合学习项目，为约旦的 STEM 学科教
师提供了在线和面对面的混合培训模式。
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种新的教与学的
结合
（go.nmc.org/whatmat）(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 America’s
Future (NCTAF), 2016.) 教学与美国的未
来国家委员会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出行动倡
议，号召教育领导者共同努力来面向教育
的未来，即使最贫穷的学生也可以从有效
教学实践中获益。委员会对政策制定、教
师培训以及其他的关键领域提出了许多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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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难度的挑战
1.推进数字化公平
178

数字公平涉及高速宽带分布不均 ，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公平问题，而不
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179。皮尤研究
（Pew Research ）报告说，在美国的 500
万户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都无法获得高速宽
带服务180。虽然越来越多的学校从不断改
进的互联网连接中获益，日益普遍的混合
学习方式对于高速宽带学习条件提出更高
要求，也因此造成新的差距;尤其是在强调
家庭自主学习的国家，学生们越来越多地
希望能够参与校外学习活动。那些经济困
难家庭的学生，则无法获得宽带服务和适
配的计算机设备。此外，数字公平也与家
庭作业的水平差异有关181。解决这个挑战
需要政策制定者和学校领导之间的共同努
力。在美国，奥巴马总统最近宣布的“全
连接”（ConnectALL）倡议，承诺为每一
位美国人提供高速宽带技术服务。此外，
互联网和技术提供商像谷歌这样的正在通
过向整个城市提供千兆光纤连接来提高低
收入人口区域的覆盖182。
概述
虽然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分享高质量的
学习资源以及人际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容易，网络连接水平依然是一个全球
性的挑战。高速宽带的增长分布并不均匀。
互联网优惠联盟揭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
国家，如几内亚比绍、马达加斯加、柬埔
寨，在 2042 年之前都不会有普及的、可负
担的网页访问服务183。早在 1997 年，美国
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就推出了 E-Rate
项目，以帮助学校和图书馆获得经济实惠
的高速网络连接服务184。该项目最近与时
俱进，分配更多的资金帮助学校和学区获

得更好的数字化学习基础设施;国家教育
技术董事协会（SETDA）与 Common
SenseKidsAction 还开发出免费的资源，
以帮助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在其管辖
范围内确保宽带连接185。
鉴于 K12 学习活动将更加频繁地借助
网络开展，特别是在翻转课堂和其他混合
学习模式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下186，学生
在校外尤其在家中参与学习的能力被赋予
更高期望。这个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有和没
有技术条件群体之间的差距。据美国人口
普查局 2014 年的一份报告，年收入 25,000
美元的家庭比那些 150,000 美元及以上的
家庭大约少 50％宽带接入的可能性187。教
育高速公路报告称，有 21 万学生和 23％
的地区，仍然不能满足数字化学习的最低
带宽接入目标。为了满足 2018 年高速连接
需求预期，学区需要将带宽增加至少三倍
188
。一些组织如 Internet2，由几个著名大
学成立，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难题，为美国
的研究和教育领导提供制定创新技术解决
方案的合作机会189。
在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速互联网接入
与其他更艰巨的挑战如缺电相比是次要的
190
。虽然肯尼亚政府的目标是未来几年在
肯尼亚小学配备笔记本电脑，但 20％的学
校仍然没有电网和配置这些设备所需的基
本条件；70％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的人至今都没有用上电191。在许多中东国
家，如阿富汗，数字不平等现象充斥于联
合国科技集团发展报告中。报告指出信息
通信技术战略往往主要是为了吸引基础设
施建设的外来投资，或者交易硬件和软件，
而并没有对当地的关切和要求给予足够的
关注192。没有高速互联网接入，在教育应
用新兴技术的成功比例就没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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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internet2 网站
图片来源：http://www.internet2.edu/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美国教育部门在 2015 年更新了教育
技术计划，以更好地体现对数字公平的关
注。其中一项建议是更新教师培养方案，
以支持新教师使用创新的方式来应用技术。
在支持教师获得熟练应用能力的同时，确
保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公平接入互联
网。 193。另外一项奥巴马政府的举措“连
接家庭”（ ConnectHome）旨在以合理的
价格为超过 275,000 低收入家庭提供高速
互联网访问。试点项目地区包括纽约，波
士顿和西雅图等城市中心194。此外，相关
的连接教育举措也专注于支持 K-12 数字
公平，呼吁国家、学校和地区为所有学生
和老师提供足够的互联网连接195。
在政府不断发展数字公平策略的同时，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在抓紧步伐。
Comcast 互联网必需品项目为美国低收入
家庭提供低于 10 美元的宽带服务，使得来
自 35 万个家庭的近 150 万儿童受益196。尽
管如此，全球 72 亿人仅有 29 亿连接到互
联网。Facebook 正在实施提高全球网上学
习资源访问的工作197。Facebook 的首席执
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前往印度农村调查如

何利用现有的 2G 连接的基础设施来提供
访问网络和教育材料。Facebook 的非营利
组织，Internet.org，在赞比亚和加纳推
出可以将维基百科、谷歌搜索、BBC 新闻，
以及 Mobile Alliance for Maternal
Action 嵌入在最普及的手机应用中，使得
资源访问更加便捷198。此外，宣传组织如
CoSN 校园网协会旨在弥合家庭作业鸿沟。
他们的数字公平行动工具包给高贫困地区
的教育领导者提供及时的信息，以扩大校
外学习的技术使用199。
学校采用依靠家庭的互联网连接实施
翻转课堂教学法，有可能会加剧数字不公
平现状。为此一些明智的学校为学生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替代的方式开展家庭
学习来克服这些障碍。伊利诺伊的沃伦小
镇高中现在给学生两天时间完成翻转课堂
作业，延长他们在学校图书馆的学习时间，
并改造网络连接空间来兼容更多的学生200。
纽约沃特金斯峡谷中央校区承认，高速互
联网接入在仅三英里的小镇外减少，因此
难以确保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家参与网络学
习活动。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为 18 辆校
车配备了集成路由器，使学习者能在上学
和放学的路上完成作业201。
35

图 19：配备 wifi 的校车标志
图片来源：https://www.meritalk.com/articles/n-y-high-school-offers-wi-fi-on-school
-buses/

扩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推进数字化公平”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希望能够使得
大家高速上网
（go.nmc.org/fcc）(Lance Whitney
and Marguerite Reardon, CNET, 8 March
2016.)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扩大他们
的 15 亿美金的生命线项目，努力为低收入
家庭提供每月 9.25 美金的宽带互联网服
务。符合条件的生命线项目申请者将根据
他们参与的联邦项目，如医疗补助计划等
正在审核中。
如何消除造成的孩子家庭作业差距
数字鸿沟
（go.nmc.org/homegap）(Eva M.
Clayton, The Root, 28 June 2016.)少数
民族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获得高品质的
在线资源上处于劣势。本文介绍了免费移
动数据计划如何帮助家里没有互联网连接
的学生获得宽带服务。
映射数字鸿沟
（go.nmc.org/map）(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July 2015.)奥巴马
政府发表了一份记录数字鸿沟的摘要，该
摘要将最新的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和
国家宽带地图结合起来，以精确地审查互
联网的使用。

有钱的人可以访问高速互联网;许多
贫穷的人不能
（go.nmc.org/richppl）(Allan
Holmes et al., The Huffington Post, 12
May 2016.)一些基础教育的领导人认为，
互联网是一个民权问题，理由是缺乏高速
宽带妨碍人们追求赚钱的事业。对互联网
提供商来说，在农村地区安装线路特别贵，
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几乎没有互联网连
接。
教师恐惧“数字鸿沟”，家长关注自
带设备的成本
(go.nmc.org/smh) (Esther Ha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January
2016.)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家长们
正在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政府为他们的孩
子购买价值 1200 美元的设备。在自带设备
模式鼓励学习中使用个人技术，但这对低
收入家庭来说是不公平的要求。
当学生无法上网
(go.nmc.org/whenst) (Terrance F.
Ross, The Atlantic, 13 March 2015.)
本文介绍了学校和图书馆的互联网连接情
况，强调高速网络接入是学生学业成功的
必要条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移动
设备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这对于高速宽
带的需求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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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广教学创新
许多学校还不善于将移动教学创新转
换为主流实践。创新源于尝试和实施新想
法的自由，但学校教育一般仅允许用制度
化的方式展开自上而下的变革。成功的教
学实践往往与考试成绩密切相关。老师通
常不会因为在教学中的创新方法和进步受
到奖励，更谈不上允许扩展和复制这些突
破。其结果是，许多教育工作者因受到迫
切需要转型学校的僵硬束缚而感到沮丧。
推广教学创新需要充足的资金、有能力的
领导、积极的评价导向、并取消限制性政
策——而这些对于大多数资源匮乏的
K-12 公立学校，则是很艰难的任务202。现
实情况是，许多教师没准备好引领创新和
有效的实践，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错综复
杂的系统性问题需要面对203。
概述
推广教学创新经验是一个特别困难的
挑战，因为教师的专业准备、学生的自我
效能感以及现有学习成绩等诸多变量，在
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变化，并显著影响教育
204
干预的有效性 。此外，在个体学校和整
个学区推行新教学法时往往会困难重重、
步履维艰。比如，在线学习一直是众多教
学创新的驱动力，但教师往往缺乏实验所
需要的时间以及在基层拓展所需要的制度
保障205。事实上，资金问题经常被认为是
教学创新的主要挑战。美国阅读计划（US
reading initiative）的最终报告，“成
就每位学生”（Success for All）指出，
资源的限制妨碍了项目的全面实施。成本
分析发现，项目学校的每位学生每年要比

对照组学校的学生多投入 227 美元的资源
206
。
尽管有证据表明，广泛实施教学法，
如基于项目的学习，让学生通过学习商科
和社区项目核心课程，能提高学生的参与
感和成果，然而它们要想获得外在牵引力
却十分缓慢207。教育领导们认为，使基于
问题的学习成为学校的主流教学还有几个
障碍。目前的方法还是针对个体量身定制，
教师没有足够的机会分享成功经验，并且
缺乏职业发展机会208。更多的时候，特许
学校在实施新的教学方法上有灵活性，如
非常学校(Uncommon School)使用有效实
践哲学 Lemov 分类法（Lemov Taxonomy of
Effective Practices philosophy）209，
但特许学校的领导更愿意专注自己的小型
网络，很少与负责监督大量学校的学区合
作210。此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扩
大规模”（ Scaling up）指出，建立高质
量的特许网络教育的主要障碍包括管理、
财务和人力成本的问题211。
虽然这种挑战被认为很难，然而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案例却有不少。布鲁金
斯研究所发布的 “百万人的学习” 报告
中，巴西、乌干达和印度的深度案例研究
显示，当试点起步良好，然后传播到更多
青年，就会将成功放大。虽然各有不同，
但大致包括政府提供学校行政层实验的自
由，或者提供社区活动，让原来教育机会
有限的学习者获得更多的选择就能激发新
的学习热情。创新增殖的最佳条件包括从
一开始就按计划增长，了解完成的操作可
能性，灵活稳定的财务支持，创造授权的
政策环境等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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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美国的一些基础教育学校正在大力开展改革创新
图片来源：https://www.noodle.com/articles/innovative-schools-2015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支持创新的教学策略虽然很少，但也
正在为国家和地区推广创新铺好道路。自
2010 年以来，美国教育部创新投资项目
（i3）为推动提高学生成就的创新性教育
者提供了资助213。新教师师发展中心是两
次 i3 扩大项目的受益者，它与美国的众多
州政策制定者一起制定了提高学生成就水
平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程序标准。
在州一级，阿肯色州制定了地区和学校创
新计划，放宽了规则和条例，允许学校探
索发展转型的教学模式。他们的一个举措
是召开一次创新峰会，分享本州和其他州
的创新学习模式214。在全球范围内，许多
倡议援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包
容性和公平的素质教育作为教育转型及政
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15。到 2030 年，联合
国的目的是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获得自由、
公平和优质的教育，并且达到相关且有效
的成就标准216。
认定并协助已成功推广教学创新的学
校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LEAP

创新机构是一家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性的
组织，旨在帮助教育工作者探索、试验、
推广创新教学解决方案。在 LEAP 创新的领
导下，开展了 3 个重要的创新活动，即开
发一个实践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中心、试点
项目的研究网络以及资助学校个性化学习
方式的推广217。同样，卡塔尔基金会的世
界创新教育（WISE）峰会是创造性思维、
辩论、有目的的采取教育新行动的国际枢
纽。通过 WISE 年度峰会、研究和计划，他
们正在通过合作建立未来教育218。他们最
近的一篇文章“创意公共领导”，旨在帮
助学校领导创建培育适应全系统创新的有
利条件219。
一些学区通过创建新的部门或与其他
组织合作，以帮助刺激和支持校园的“草
根”创新，以此来优先发展教育转型。例
如，Imaginarium 是丹佛公立学校的官方
创新实验室。该实验室采用基于研究支撑
的设计思路，与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直
接合作，从想法到实践阶段都着眼于创新
推广220。在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已与 MARS
解决方案实验室合作促进经验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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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希望帮助“推广创新解决方案”，
使之成为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在一个教
师驻暑期研修会，合作者提出一项将创业
思想和学生企业家精神纳入 K-12 课程的

创新221。“针对 K-12 教育者的 MaRS 企业
家思维工具包”是一项重要的发展，将用
于帮助学区开展工作，并且还会与其他学
校和创新中心共享222。

图 21：有质量的教育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图片来源：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扩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推广教育创新”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K-12 教育创
新
(go.nmc.org/bmgfk12) （K12
Education Gates Foundation, accessed 15
August 2016.）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的 K-12 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公立学校教师
和学生之间更密切的连接，以促进教学的
个性化发展。该团队由一位战略领导，来
组织教师提高实践，并鼓励大规模创新。
从打印到像素：K-12 教育中视频游戏、
动画、模拟的作用
(go.nmc.org/speak) （Project
Tomorrow, accessed 15 August 2016.）Speak
up 研究项目每年对 K-12 利益相关者就技
术对教学的作用进行意见调查，为推广高
影响力的创新提供数据。

在尼日利亚推广教育干预：行动呼吁
(go.nmc.org/techmap) (Nigerian
Education Innovation Summit, 19 July 2016.)
该公报认为，迎接挑战的系统化方法就是
增强尼日利亚的素质教育。它提出了一个
行动呼吁，希望能够找到出调动决策者参
与、推广试验成功的教育干预措施的最佳
方案。
以教师为主导的创新，庆祝明尼阿波
利斯峰会
(go.nmc.org/minnpost) （Erin
Hinrichs, MINNPOST, 14 June 2016.）在创智
赢家（Shark Ｔank-style）项目中，20
名教师和管理人员提出了课堂学习的新办
法。演讲者汇报了他们的想法，从单格拍
摄视频项目到萨饼花园。三位获奖者获得
1500 美元种子基金。
在高中推广内容读写能力创新的教
师队伍和学校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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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mc.org/teateams)（Denis
Newman et al, Empirical Education, December
2015.）阅读学徒生涯（Reading

(go.nmc.org/idrc)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accessed 15
August 2016.），拉美地区对于信息和通信

Apprenticeship），是一个五年的高中内
容读写能力项目。研究分析表明，虽然第
一年有高水平的进步，但是竞争计划和消
减的热情是获得成功的主要障碍。
开放哥伦比亚未来教育

技术越来越能够负担，这有可能从根本上
改变教学和学习。哥伦比亚大学所主导
EAFIT 的项目将努力找出推广在线学习的
最佳实践，检验教育创新并提出相应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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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峻的挑战
严峻的挑战是指那些非常复杂、很难
解决的挑战。
1.缩小成绩差距
成绩差距指的是在学生群体学术表现
中可观察到的差异性，尤指被社会经济地
位、人种、民族和性别所界定的差异性223。
同行竞争压力、学生比较、消极印象以及
考试偏见等环境因素更是加剧了这种任务
的难度。学校用多元化成功标准去界定学
习预期（包括年级、标准化测试成绩和完
成率），使得在学生个体与群体等级中产
生学生表现的对比。自适性和个性化的学
习技术在甄别表现薄弱的学生和学生数量
时的作用越发重要，借此可以帮助教育者
和领导者了解影响因素，启用和扩展有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和参与策略以消除成绩差
距。但是，对于正在经历国家内乱的孩童
以及因文化壁垒而被剥夺了上学权利的女
性，需要全球一致采取行动，去解决这个
在教育界长期存在的难题224。
概述
大量研究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和学生
成就之间存在关联225。而机会和资源的不
均等现象导致的这种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贫困孩子遇到的困难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
表现能力，例如缺乏高品质医保会导致低
出勤率226。当然，教育资助方案计划全面
资助所有学生取得学习成就，并不局限于
解决成就不良学生群体的需求227。对有更
高需求的学校提供更多资金投入的开放性
体制能够有助于改善这种不平衡。教育考
试服务社在一个长达 20 年的追踪研究中
发现，采取低生师比和高教师工资的投入
策略，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社区而言，
有助于减小学生成绩差距和提高教育成效
228
。
中东和南非国家的持续冲突，已经导
致近 450 万儿童失去获得教育的机会。在
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在吉布提、苏丹和也
门229，女孩难以就学。据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报道，世界上有 6200 万的学龄
女孩未能上学230。开发署提出“让女孩读
书”的倡议，希望与私立和公立学校进行
合作，帮助女孩进校读书，帮助她们学习
领导技能231。其他一些不公平待遇是基于
K-12 教育中的性别差异，包括在 STEM 教
育领域中女性代表的缺乏。以色列的一项
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无意识中对于男生的
偏心导致给女生较低的成绩，而性别平等
的评估中（gender-blind assessment）显
示，女生成绩相比有所提升。这项研究发
现，这种成见会导致男女生在高中时对高
等数学课和科学课的选择产生影响232。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的测评，东亚经济体（上海、新加
坡、香港、韩国）已进入全球前十。但他
们也有较少部分的低水平表现学生群体，
这意味着提高这些学生的学习力，并不会
对中等生及优等生的学习表现带来损失。
这些经济体地区的研究者认识到要保持所
有学生在同一高标准。对于成绩较低的学
生进行及时干预非常重要，可防止其因成
绩落后而丧失学习动力233。学习个性化教
学技能可以使老师通过识别出个别化需要
的学生，来缩小其成绩差距。因此，这种
一对一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动力234。这
部分内容将作为本报告的下一个话题，在
“个性化学习挑战”中作详细论述。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国家和州的教育决策者正在着手施行
计划去攻克这个棘手难题。在美国德拉华
州的数据统计发现，低社会经济条件和少
数民族的学生更倾向于去有新老师及生源
流动性大的学校就学。国家“对所有学生
确保公正、平等优秀教育者资源”的计划，
运用学生表现和教育者评估的数据去发现
差异并解决问题235。其他一些教育系统通
过定向资金为成绩薄弱的学生增加资源，
以缩小成绩差距。例如，自 2014 年，澳大
利亚的贡斯基教育融资模式为服务弱势学
生重新定向了学校的资源，减少生师比，
或聘用专家学者以解决专项科目的不足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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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苏格兰的创新基金组织支持创
新的、基于实证（evidence-based）的项
目，以提高贫困生较多学校的学生学习成
果237。
领导层的工作需要放在汇集资源、促
进对话，以提高对上述问题的意识并付诸
实践，将最优方法付诸实践才能在减小成
绩差异的工作中取得进步。新西兰启动了
教育成功投资计划，以帮助教育者对弱势
学生及有可能辍学的学生的表现交流观点、
规划方案。“教师引领创新基金”鼓励所
有学校的老师通过地区性学习社区交流观
点，同时支持创新实践的发展以促使学习
者成功238。此外，全球许多组织共同致力
于参与解决这个难题。在近期的“女孩教
育论坛”上，联合国女孩教育计划负责创
建“促进边缘化女孩教育成果和性别平等
的行动声明”，再次承诺为女孩提供更多
的教育机会。全球联盟组织签署了这份文

件，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
行、美国国际开发署、非洲女子发展基金
等等239。
对所有学生的高度期望有助于减小学
生群组间的差异。芝加哥附近的爱文斯顿
镇高中已将所有无须补习的学生在九年级
时归入快班，在十一年级前帮助他们提前
开始学习大学先修课程。学生还能从“团
队访问”“先修班的成功”或者“校外体
育项目”等项目中获得额外帮助。这些措
施使得更多元的群体参加先修班课程，以
及更多的学生参加先修班测试240。学校方
面也可以开设这类项目，解决诸如在 STEM
领域的性别差异方面的不平衡241。美国明
尼苏达苹果谷高中的一支由女孩组成的名
为“铁娘子”机器人技术团队，除参加联
赛外，还举办社区活动，提高大家对 STEM
的兴趣，并游说州政府增扩 STEM 教育计划
242
。

图 22：学生参加先修班课程
图片来源：http://www.pbs.org/newshour/bb/illinois-high-school-shrinks-achievement-gap
-minority-students-setting-high-bar/

扩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缩小成绩差距”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初等教育学习成绩中的性别不平等
（go.nmc.org/genin）(UNESCO,
2016.)这份报告描述了在拉丁美洲男女生

在学术表现上的差异，并对相关影响因素
进行了评估，包括学习态度和模式。报告
建议优先考虑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课程
修订以及师资训练。
德国学校的教育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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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mc.org/germgap）(Carly
Berwick, The Atlantic, 3 November
2015.)德国在过去的 15 年中已经实施了
数项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对薄弱学生的特
定项目，以及对学生追踪系统的改善，该
系统将学生分为职业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
两类。

图 23：德国学校注重对薄弱学生的支持
图片来源：go.nmc.org/germgap

国家教育机构不平等性的衡量
（go.nmc.org/pefa）(Jared Knowles,
Brookings, 4 November 2015.)威斯康辛
州公共教育部利用高级数理统计分析比对
了随着成绩差异减小学校种族组成的变化。

这个数据结果对选取“为促进学生卓越”
倡议中分享最佳实践样本提供了帮助。
斯坦福教育数据文档
（go.nmc.org/seda）(Stanford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May 2016.)
斯坦福大学教育数据档案具有美国学生的
海量综合信息，其中包括学术表现、种族
构成、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可影响
教育机会的因素。
用科技手段减少成绩差异
（go.nmc.org/agtech）(Max Porter,
GoGuardian, 8 September 2015.)基于科
技的教学若能合理整合进课程中，可以帮
助学生更有效学习，激励学习机构，提高
低收入学生群体的学习成果。
科技在减小成绩差异中的角色
（go.nmc.org/techgap）(Dan Gordon,
THE Journal, 28 April 2016.)乔治亚州
的克拉克郡学区已经装备了数字化工具，
改革他们的教学设计，减小成绩差异。科
技方案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性并促进了
他们进行合作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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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涉及到一系列用以回应个
体学生特定学习需求、兴趣、渴望以及文
化背景的教育项目、学习经验、指导方针
以及教学策略243。日益增多的对满足学生
特殊需求而开展的定制化教学的关注是这
项新技术发展的动力。这项技术提供了更
多的学习选择以及差异化学习服务。在线
学习环境和自适性学习等技术进展，为支
持学生个性化学习路径提供了可能。目前
主要的障碍是学校系统缺乏相关技术基础
设施，来支持全面实施个性化学习。仅靠
科技并不足以解决问题，个性化学习必须
将有效教学法以及教师的努力结合。
概述
个性化学习有助于营造以学生为中心
的氛围，能够便于学生自主掌控学习的路
径，并通过不断练习来培养维系终身的学
习习惯。这个任务尤为艰巨，原因在于目
前在教育领域中，
还没有对此达成共识244：
个性化学习可认为是教学方法的概括性术
语，是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掌握知
245
识 。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课程大纲要
求教师通过调整教学方式去迎合学生需求，
从而实施个性化学习246。该教学方法和技
术包含了基于能力的学习247、自适应性学
习248和混合式学习249等。这些措施都有可能
促进教育公平，使教育者更多关注、服务
那些具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通过帮助学生
理解自身学习的价值来提升学习动力并参
与学习过程250。正如在这份报告中所指出
的“推进数字化公平”，高速网络尚未在
所有学校全面普及，这阻碍了 K-12 个性化
学习的全面开展251。
各种策略和技术的持续增加使确定个
性化学习项目成功指标更有难度252。借助
指标可以帮助学校预设方案以达成预期目
标，如增加学生参与性，减小成绩差异性，
促进教师自主性，并能有针对性地设计课
程与教学任务253。教师需要有证据支撑的
指标和自身专业发展机会，才能有效地创
设个性化课程。这项任务的另一难点是个

性化学习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控于提供
方，许多学校仍处于自身需求不够清晰的
阶段。未来的教科书出版公司需要转型为
学习资源管理公司，重新打造品牌，为帮
助学生积极学习提供智能产品254。在这种
情况下，开发者必须和教育者紧密合作，
以确保个性化学习工具能够帮助不同的学
生提升学习成效255。
学校需要数据和研究去证明其策略的
成效，从而帮助他们选择有效的支撑技术。
慈善部门和一些大公司通过合作来填补这
些空白。例如，“脸谱”（Facebook）和
加利福尼亚特许学校合作试运行，完善了
个性化学习平台；采集教师的持续反馈来
完善产品，最终目标是让软件也能适用于
其他学校256。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
已资助 62 所学校运行个性化学习方案。在
两年时间内，这些学校相比其他学校，学
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获得显著提升257。比
尔盖茨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
能力都可以被并入个性化学习软件中，给
学生提供更多的互动性，促进深度学习
258
。
对政策、领导力以及实践的影响
虽然个性化学习的目标还难以轻易实
现，但政策制定者们逐渐认识到改变“一
刀切”学习模式的重要性。在美国，“让
每个学生成功法”授权各州、区实施个性
化学习方式，创造更加灵活的学习环境。
“让每个学生成功法”资助数字学习技术，
支持学生在大学里学习更高阶课程，提供
教师职业发展机会259。此外，K-12 在线学
习国际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了
州级政策范例，促进个性化学习的普及。
要成功实施战略需要开展一些任务(包括
查清障碍，试行项目，计划资助)来测试新
教学模式，重新设定评估和考核制度，建
设基于能力的多条路径来促进学生毕业
260
。
个性化学习要获得发展牵引力并形成
一项运动，教育界领导需要判明可行的最
佳实践方案。苏格兰教育工具包
44

(Education Scotland's toolkit)帮助教
育者整合包含了计划、评估、过程追踪一
体的个性化学习流程261。由代理商开发的
两个在线合作空间促进个性化学习实践。
此外，苏格兰的国家改善中心（National
Improvement Hub）研制了资源、研究以及
评估工具262，同时数字化学习社区作为一
个合作空间，支持教学实施的交流分享。
数字学习社区主持举办了“2016 全国数
字学习周”，通过视频案例展现了示范校，
并通过主题标签“数字学习苏格
兰”(#digilearnscot)推进创新活动的探
索263。在美国，非盈利组织“跨越式创新”
发布了个性化学习的学习框架，提供了基
于证据的策略和教学法来帮助教师了解学
习者的需求，提升学生服务代理，实施熟
练的学习法则264。
教师们可以先考察试行项目和拨款支
持计划的运行情况，更好地理解如何实施

个性化学习。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的一项计划，将在公立学校片区内对数学
教学试行自适性学习平台。平台为教师提
供了学生个体和班级层面的学习进度的实
时数据分析，帮助教师优化面对面教学的
效果。“内容学习路径”
（content mastery
approach）可根据学生需要提供不同难度
的课程。同时，实行自适性方式能够带给
学习者多样化选择，激发他们更大的参与
性265。在欧文公园附近的 CICS 学校，作为
一所芝加哥的特许小学，正在实行综合个
性化学习项目，充分利用每个学生的学习
档案、心智发展规律、科技学习环境来提
高所有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社会性情绪的成
熟度266。这所学校是 2016 年“芝加哥突破
性学校”项目的 7 个受资助方之一，同时
也是“教育事业下一代学习挑战”项目
(EDUCAUSE's Next Generation)的区域着
力点267。

支持性
社区

分享
经验

互相
学习

同伴
之间

克服
障碍

图 24：数字学习苏格兰社区的理念
图片来源：https://digilearn.scot/about-2-2/

扩展阅读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个性化学习”的
内容，请参阅以下在线资源：
佛罗里达州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进
度前进的法案

（go.nmc.org/floridabill）(Colleen
Wright, Tampa Bay Times, 12 January 2016.)
佛罗里达议院引进一项法案，在校区内发
展更多基于能力的学习项目。这个试行项
目将有望成为在全州校区创建个性化学习
议案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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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智能未来学校项目
（go.nmc.org/futurelith ）
(Virginija Birenienne, Scientix, 12 November
2015) 20 多所小学和中学被推为“立陶宛
智能未来学校”项目的试点学校。对于每
个学科、学习者档案都与“教育智能”科
技相结合，为每个学生推荐个性化方案，
如应用程序、方法以及活动。
个性化学习方案及学习者档案
（go.nmc.org/plplp）(EDUCAUSE,
2016.) 与其让学生适应课程内容,还不如
允许学生和教师在每个学期共同确立目标，
设定进度，记录成长，通过这种方式来制
定个性化学习方案和学习者档案，积累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经验。
技术辅助的个性化学习峰会
（go.nmc.org/natsum）(Jill Abbott et
al.,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14 May
2015.) 这份报告总结了在北卡罗莱纳州

立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中的发现和建议。

教育界领导强调围绕着个性化学习的艰巨
任务，例如在分散的不同学科的之间为学
习和学习分析架起桥梁。
VT 机构的汤姆·奥德曼为学生制定
个性化学习方案
（go.nmc.org/VermontPL ）(Erin
McIntyre, Education Dive, 10 November 2015. )
2015 年秋标志着佛蒙特州个性化学习方
案的出现，该方案受国家项目资助，纳入
了个性化学习进程。它为 7 到 12 年级学生
创建灵活的学习路径。随着项目的进行，
它已深入到了州新政的核心任务。
什么是个性化学习，它对残疾孩子们
意味着什么？
（go.nmc.org/PLdis）(Meghan Casey,
National Center for Learning Disabilities, 28
April 2016. ) 作者在个性化学习方式发展

初始就考虑到残疾学生。尤其是这种模式
有可能在鼓励心智成长的同时，为学生的
特殊需求建立决策和自我调试。

46

三、教育技术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进展
本部分将对未来五年进入主流教学应
用的六项技术及其趋势逐一进行详述。其
中，每一项都是由项目专家组投票选出，
每一轮投票之后都会相应举办圆桌会议和
讨论。
在新媒体联盟的地平线报告项目中，
教育技术在广义上被定义为“可用于改善
教学、
学习和创造性探究的工具和资源”。
虽然许多技术开发的初衷并不是以教育应
用为唯一目的，但它们在这个领域也具有
明显的应用价值。

按照进入主流应用所需要的时限分为三类，
在未来一年内采用的近期技术；在三到五
年内采用的中期技术；在四到五年内才能
进入教育主流应用的远期技术。每一项技
术的介绍都从“概述”开始。
最初技术列表也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
进行了排序和分类。本报告所列的所有技
术也在一系列在线论坛中进行了讨论，以
探讨它们对全球基础教育的影响，具体可
参见k12.wiki.nmc.org/Horizon+Topics。

专家组认为，这些技术将在未来五年
内影响技术规划和决策制定。他们将技术
表 1：新媒体联盟 2016 年所追踪的主要技术
消费者技术

> 语义应用

> 可视化数据分析

> 3D 视频

> 聚合工具

> 立体显示和全息显示

> 遥控飞机

学习技术

使能技术

> 电子出版

> 适用学习技术

> 情感计算

> 量化自我

> 数字徽章

> 电震动

> 机器人

> 学习分析

> 柔性显示器

> 平板电脑

> 移动学习

> 机器学习

> 远端临场

> 在线学习

> 多跳网络

> 可穿戴技术

> 开放许可

> 移动宽带

数字化策略

> 虚拟和远程实验室

> 自然用户界面

> 自带设备

社交媒体技术

> 近距离无线通信

> 翻转课堂

> 众包

> 下一代电池

> 位置智能

> 在线身份

> 开放硬件

> 创客空间

> 社交网络

> 语音对语音翻译

> 保护和复原技术

可视化技术

> 虚拟助手

互联网技术

> 3D 打印

> 云计算

> 增强现实

> 物联网

> 信息可视化

项目组在开始时就为专家提供了大量
背景材料，这些材料界定和记录了当前一
些明显的趋势，但是项目组也鼓励专家们
思考新出现的趋势或者尚不明显的趋势。
本报告对于技术的挑选标准主要在于它是

> 无线电源

否有益于基础教育的教学、学习和创
造性探究。
在第一轮投票中，专家组挑选了 12
项技术进展，然后新媒体联盟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撰写成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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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最后一轮投票参考。那些没有进入中
期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报告的技术进展也通
常会在项目 WIKI 上进行深入地全面讨论，
网址可见 k12.wiki.nmc.org。通得投票，
有些技术没能进入本报告，究其原因是专
家组认为这些技术在学校中已经广泛发挥
作用，或者这些技术要获得广泛采用还需
要五年以上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
虽然非常诱人，但是没有足够的可信的实
践案例予以支持。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6 基础
教育版》所追踪过的技术可以分为如表 1
所示的一些类别。
目前，新媒体联盟持续关注的技术、
工具和策略有七大类，这并不是一个封闭
的分类，而是力图提供一种方法来解释和
跟踪进入学习或创造性探究领域的新兴技
术。事实证明，在表中的七类技术非常具
有持续性，但几乎每一个周期都有新技术
添加进来，其他原有技术被合并或更新。
总的来说，这些分类可以反映出对技术创
新的思考。每项技术定义如下：
消费者技术（Consumer technologies）
主要是指那些用于休闲和专业用途的技术
工具。尽管最初设计它们并不是为了在教
育中应用，但是作为学习的辅助手段，它
们也很适宜在校园采用。此外，这些技术
之所以进入校园生活是因为人们在家中或
其他场合都在广泛使用。
数字化策略（Digital strategies）
自身并不是一些具体的技术，而是指使用
设备和软件来丰富课内外教与学的方法。
有效的数字化策略既能用于正式学习，也
能用于非正式学习。它们超越了传统的思
想和学习活动，创造了一些新的、有意义
的、富有 21 世纪特点的策略，这些让它们
极具吸引力。
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
是一些能够有希望按照我们对设备与工具
的期望而改变的技术。这类技术与学习的
联系并没有那么容易建立，但是它能够培

育大量的技术创新。使能技术扩展了工具
的适用范围，让它们功能更加强大，用途
更加宽广，也更加容易使用。
互联网技术（Internet technologies）
包括互联网使用技术以及关键性的基础设
施，让我们同网络的交互更加透明、更加
有序、更加便捷。
学习技术（ Learning technologies ）
包括专门为教育而开发的工具与资源，也
可包括在相关策略指导下，经过修改后用
于学习的具有其他用途的工具。这个类别
所包含的技术正在改变学习的各个方面，
无论是正式学习还是非正式学习，让学习
变得更易获得、也更个性化。
社交媒体技术（Social media
technologies ）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技术
这个类别的子项目，但是它们变得如此普
及，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值
得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尽管社交媒体已
经很发达了，但是在不断出现的新思想、
新工具和新业务的冲击下，仍然以很快的
节奏发展。
可视化技术（Visualization
technologies）包括从信息图形化到复杂
的视觉数据分析等各种技术。
这些技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挖掘
人脑内部快速处理视觉信息、进行模式识
别以及在复杂情境中认识规则的能力。这
种技术通常会让复杂问题变得简单，为挖
掘大数据、探索动态过程、将操作化繁为
简提供越来越多的工具与流程。
下面的部分将讨论本年度地平线报告
基础教育版专家组列出的六项技术。专家
组认为，这六项技术能够促进教育发生真
正的改变，特别是在渐进式教学法
(progressive pedagogies)及学习策略的
发展、教师工作的组织以及内容的编排和
传送方面。每一专题内容包括：技术的概
述，技术与教学、学习以及创造性探究的
关系，精心挑选的项目案例，此外还有扩
展阅读的推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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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纳阶段：1 年以内
1．创客空间
基础教育越来越关注培养和发展学生
21 世纪所需的技能，为学生将来适应全球
知识经济发展作准备268。为适应未来需要，
越来越多的教室、实验室和社区中心都需
要被改造为各种创客空间、实体环境，为
学生提供动手学习和创造性学习的机会。
教育工作者开始更多地借助创客空间和创
客活动来激励学习者设计、建构和迭代，
进而发展创造能力和培养高阶思维269。学
校领导正在将“创造”（making）写进课
程表，以此鼓励学生和老师把生活中的创
意带进来，并探索设计思维的方法。创客
空间也提高了学生接触 STEM 相关学科和
技术学科的机会。学习者正在使用创客技
术回应世界范围内的紧迫问题270。
概述
创客空间属于非正式工作环境，一般
坐落在社区或教育机构内，人们沉浸其中
进行创意制作活动（tinkering
activities）。多数创客空间包含复杂的
工具和技术，人们不一定从创造中直接受
益。教育创客空间有助于对学生在实践活
动中获得的有用技能情况进行评价，包括
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耐心和责任意

识271。通过创造来发展学生的这些技能，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环境272。
创客运动和创客空间与其他教育趋势密切
相关，如协作学习、探究性学习和学生自
主学习273。通过参与创客活动，学生能够
将课堂学习与现实世界的成果相联系，从
而焕发出更大的学习热情，并变得更加积
极274。
政府和各大公司已意识到创客在培育
良性经济和促进下一代员工创新能力方面
的价值。在财政奖励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275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部承诺投资 3.13 亿
276
美元用于 3D 打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并
且要帮助基础教育工作者将 3D 打印引入
教室，政府还将支持学校开设相关培训课
程277。美国教育部 CTE 转变挑战项目（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CTE
Makeover Challenge）将为高校提供资金，
并且会请专家协助设计创客空间，培养学
生的技术能力和探索 STEM 职业的途径278。
谷歌公司正在基础教育领域帮助在课堂中
引入创客空间，寻找最佳实践和最省钱的
方法。谷歌通过创客和科学计划
(Making&Science initiative)资助斯坦
福大学的 FabLearn 项目研究教育领域的
创客效能，为预算较紧张的学校创建教室
内的创客空间模型279。

图 25：中国工人正在建造 3D 打印的房屋
图片来源：http://www.3ders.org

创客运动还为年轻人提供了使用创客
技能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机会。美国电

话电报公司（AT&T）和想象力基金会
（Imagination Foundation）最近资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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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明者挑战项目，这是激励基础教育
学生在 STEAM 学科创新的全球性大赛。获
奖作品包括帮助残疾人在社区内辨认最近
地点的应用程序和通过测试农作物土壤湿
度来保持水分的设备280。同样，关注社会
公正和环境友好型项目的香港 MakerBay
创客空间，发起了推动创业孵化计划项目
（Impact Inventor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Program）。学生挑选符合自
己社会意识的并具有技术驱动的发明项目，
接受设计思想方面的辅导和培训，开发自
己的业务281。
与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移动创客空间能够使资源紧缺的学校
在有限投资情况下整合开展创客活动，并
获取老师、管理者和家长的支持。通过新
加坡资讯发展管理局的车轮实验室（the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s Lab on Wheels）倡议，25000
多名小学生已经编写了近 40 万行代码，并
且将一辆改装的公交车作为实验室开展有
关机器人、可穿戴技术及无人机的实验。
今年该项目正在扩展实验领域，包括装备
3D 打印机和虚拟现实头盔的地方。该实验
室还能同时满足残疾人的需求282。许多当
地的教育工作者通过学习，已经对创客活
动产生兴趣，但他们还没有投入时间和资
源带领学生参与非现场创客活动。巴尔的
摩（Baltimore）的一个新创客空间
OpenWorks，创造了配备有数字制造工具和
创客供应车的定制货车。移动的
OpenWorks 会开到学校，为其提供技术工
作坊283。
创客空间活动越来越起到了培养学生
对 STEM 领域感兴趣的作用。克罗地亚创客

联盟（The Croatian Makers League）已
经向 166 所学校出借了 1000 台机器人，并
且每月组织学生参加竞赛。这个私人赞助
的项目试图通过帮助学生学习编码和编程
来弥补科学教育的不足284。创客空间通过
服务弱势群体、与导师建立关系，增强了
STEM 的培养途径。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
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创客空间以青少年聚会和课外
活动项目的形式让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接
触技术。由大学学生担任 STEM 课程大使，
一对一地帮助低年级同学构想出属于他们
的创意285。明尼阿波利斯市 Hennepin 县图
书馆（Minneapolis’s Hennepin County
Library）的创客空间，其成员中无家可归
的青少年占比很高，他们聘请 STEM 专业人
员作为项目助理与学生联系，并藉此促进
学生参与暑期实习286。
学校探索评价学生进度的新方法，正
在通过创新活动来调整课程标准。在国家
年度考试之外，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
公立学校系统（the Albemarle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in Virginia）使
用学生档案袋和绩效任务测量学生的终身
学习能力，包括数据分析、逻辑和思维、
沟通技能和自我评价能力。这些学校还在
开放档案袋项目上与非盈利的教育创客
（Maker Ed）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创造力实
验室合作，旨在通过创客档案袋来评价学
生的学习和成长287。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素
里学区采用数字档案袋捕捉创客空间的学
习成果。使用 FreshGrade 应用程序，学生
上传他们的工作照片和视频，进行反思性
思考和创作。这些持续不断的记录能帮助
家长和老师了解学生的进步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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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阿尔伯马尔县公立学校的学生在进行创客活动
图片来源：https://www.edsurge.com/news

创客空间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创客空间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建立微型创客空间
（go.nmc.org/minimake）Lighthouse
社区特许学校是加州奥克兰地区的一所公
立学校，该校 7 年级和 8 年级的学生创建
了两个幼儿班的创客空间。学生们使用设
计思维原则、解决问题、经历生产失败、
磨练了自己的技艺。
Iona 小学推出创客空间
（go.nmc.org/iona）Inoa 小学努力
遵守西澳大利亚技术课程标准，积极参加
旨在增强学生 STEM 课程兴趣的国家项目，
他们正在创建创客空间，利用创客技术促
进学生参加如机器人和编码之类的项目。
学校代表在国家创客周（National
Week of Making）揭开新举措
（go.nmc.org/makerprom）来自 1400
个学校的领导，代表全美 100 万学生参加
了创客承诺倡议，通过指定一个学校的创
客导师、提供特定的场地并展示学生作品
等方式，保证支持所在学校的创客活动。
扩展阅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创客空间”
相关内容,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四步规划成功的创客空间
（go.nmc.org/4stepplan）(Tanya
Roscorla, Center for Digital Education,
5 July 2016.)在创客空间可以作为工具应
用于创新和创意之前，其环境设计必须符
合所服务团体的预期需求。作者通过描述
创建真正的创客空间案例，列出了保证创
客空间成功的 4 个步骤。
创客空间使学生从混乱到创造
（go.nmc.org/makersp）(Kelly Ng,
Today Online, 28 October 2015.) 创客
运动已经遍及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本文收
录了新加坡的两个小学案例。有利的政府
政策和资金支持已经为扩大创客运动做出
了贡献，学校也开发了需要动手和技术支
持的创客空间，激发了学生在 STEM 方面的
学习兴趣。
斯坦福学习技术改革研究室
（FabLearn）主任保罗·比利克斯坦探讨创
客教育的功效
（go.nmc.org/fablearn）(Patricia
Gomes, EdSurge, 26 May 2016.)作为创客
运动的开拓者，保罗·比利克斯坦谈论了
他的一项工作，即利用交互平台来建立衡
量成功的新方式。例如，创客空间可以与
技术结合跟踪学生积极和消极的学习行为
模式，可以形成更好的、基于数据驱动的
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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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线学习
在线学习指的是发生在网络上的正式
和非正式学习机会。当下，没有网络环境
的学校越来越少了，更多学习者期望能学
习课程模块和资源，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
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了。数字学习包含混合
学习方法，在线学习正在走向高潮，270
多万美国学生正积极参加在线学习289。教
育工作者们越来越适应在现有班级和项目
中整合不同学习方式，并且越来越多的教
育者相信在线学习能够成为在各种教学法
实践中开展思维训练的有效助推器290。例
如，在线学习，尤其是与虚拟现实等沉浸
性技术相结合的在线学习，通过模拟有可
能帮助并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真实
生活。在线学习趋势确实包含更多的基于
项目的学习、个性化学习和交互式学习291。
概述
学校里的在线学习催生了混合学习形
式。自从在线学习被写入 2014 年地平线报
告基础教育版后，老师们已经接纳了这种
学习形式。有人将在线学习快速发展归因
于“1 对 1”策略的展开和自带设备运动
(BYOD)的影响292。有杂志预言 2-3 年之后，
每个美国学生都将拥有一台电子设备293。
他们坚信，借助更强的技术，在线学习在
很多美国学校将会成为一种正常活动，尤
其是在制造数字作品、获取开放教育资源、
利用自适应学习工具等领域。“每个孩子
一台电脑”的全球倡议目标旨在提高学生
在线学习的机会，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如卢旺达、哥斯达黎加、印度等294。
《与时俱进的基础教育数字化学习》
报告中列举了目前多种应用在线学习的案
例。在美国，研究者发现成千上万的学生
因为家庭教育、医疗问题或者参加体育活
动等原因，只能参加在线学习。也有数百
万学生利用在线课程拓展课堂所学知识，
以完成高阶学习或参与更多灵活的课程。
有些课程是有校园资源支持的，另外一些
课程没有实体校园支持。在线学习和面对

面教学混合的学校，通常还会衍生出在线
学校或者针对学业困难学生的不同教育项
目295。
随着世界范围内学校在线学习的成熟，
最佳实践案例已经开始出现。但是，研究
表明，要提高学生的成功率还需要更多努
力。最近的研究发现，亚利桑那州拉丁裔
学生在全网络学习环境下很少放弃学习，
而在混合学习中他们却可能会因为交通等
方面的困难放弃学习296。在加拿大，一项
关于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联合研究发现，
如果缺少适当的校本脚手架支持，在线学
习是有问题的。研究建议增加一个现场主
持人，以保持学生和相关人员之间的联络
297
。同时，在虚拟学习和混合学习的学校，
政策需要跟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密歇根学
习研究所关于问责制的研究指出，提高虚
拟学校的学习质量，需要建立起清晰的有
关预期和认知的交流方式，增加对学生的
支持，明确老师和指导者如何提高学生学
习成效的指导方针298。
与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通过对过去几年内慕课的发展及其效
果的坦诚对话，教育工作者已经很快意识
到在线学习必须提供除讲座之外的更多辅
助性内容299。在线学习资源正在以多种方
式进行提炼和合并。例如，EDX 高中提供
免费在线测试准备和可获得大学学分的
AP 课程，课程范围从 CLEP 考试到微积分
课程，还可将课程材料整合进一个课程计
划300。教师也利用在线学习的优势提升他
们自身的数字化教学技能。为帮助教师熟
悉澳大利亚新的技术课程，阿德莱德大学
计算机科学教育研究团队发布了在线课程，
包括与初级和中级计算思维相关的介绍性
概念和活动301。
在线学习的一大优势是课程活动可以
随时随地发生。如果学校因恶劣天气情况
面临停课时，在线学习可以保障学校正常
实施课程计划。伊利诺伊州在冬季会经历
周期性极端天气。每当学区在遇到危险预
警、健康和安全事故时，都可以启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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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习课程。学生都配备有谷歌笔记本
（Chromebooks）确保在家里学习遇到疑问
或需求时也能像在学校一样得到反馈，也
就是说，学生跟教师或学校职员能够通过
电子邮件或聊天的形式进行联系302。不同
的是，近年来特别流行的翻转课堂是让学
生在家观看视频、播客和参与互动讨论。
澳大利亚 Regents 公园基督教学校
（Regents Park Christian School）的案
例便是学生在家观看视频辅导，在线学习
其他资源，节省出更多课堂时间进行深入
讨论和沉浸式学习活动303。

（go.nmc.org/apice）
APICE 是巴西科

学和工程学在线学习平台，包含丰富的媒
体和学习活动。基础学科和技术学科的学
生和老师可以选择两门课程，进行在线的
科学探索并展示他们的成果。
连接学习创新
（go.nmc.org/mitco）MIT 和其他机
构合作发布的连接学习创新组织，正在利
用在线学习技术为印度的中学生带来创新
和实践性学习经验。其目标是为农村地区
收入较低的家庭劳动力搭建接受教育的桥
梁。
在课堂中引入基于项目的学习
（go.nmc.org/teacad）通过一个五周
的在线课程，向欧洲的教师介绍基于项目
学习的概念、教他们学习如何应用于课堂。
课程介绍了如何有效沟通、促进学生推动
（student-driven）的活动及合理评价活
动。
扩展阅读

图 27：
澳大利亚 15 岁的学生 Kimberley Santos,
在家使用在线技术自助学习。
图片来源：http://www.smh.com.au/nsw

在线学习如果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将
有助于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在考试失败之
后，重修学分、重新学习课程获得丢掉的
学分，在学校已经成为常态。如今则可以
采用在线重修学分与传统面对面教学相混
合的方式。在一些学校，重修学分也刺激
了在线学习的发展304。洛杉矶统一学校地
区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在三个月内，他们
能帮助 18%的学生通过在线学习重获学分，
达到毕业要求305。iNACOL 指出，在线重获
学分可以激励学生以自己的步调学习，将
个性化学习选择和兴趣整合到课程中去，
通过移动学习可以方便学生在区域内从一
个学校转学到另一个学校306。
在线学习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在线学习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在线学习平台 APICE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在线学习”
的相关内容,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这种数字数学工具能否让教学变得
更好？
（go.nmc.org/desmos）(Katrina
Schwartz, MindShift, 6 April 2016.)
一个曾经的数学老师创建了可定制的数学
课程来利用在线交互的社会属性。教师使
用 Desmos 平台可以制作具有交互的幻灯
片，来鼓励学生之间进行更多讨论。
谁正在关注虚拟学校的兴起？
（go.nmc.org/politico）(Darren
Samuelson, Politico, 23 September
2015.) 将在线学习引入基础教育领域的
优点包括灵活的学习路径和可负担性，虽
然作者意识到虚拟学校的优势，但他仍然
怀疑其功效，认为缺乏质量保证的教学体
系和有效学习成果的政策指导。
Web2.0 技术在非传统学校的设置
（go.nmc.org/web2.0）(Engin
Karahan and Gillian Roehri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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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8 January 2016.)这个案例研究追踪了一
组高中学生在社会媒体方面的交互和参与

情况。研究发现学生积极性提高可转化为
更好的学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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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纳阶段：2~3 年以内
1.机器人
机器人技术指的是围绕机器人开展的
设计和应用活动。自动化机器能完成一系
列活动。机器人第一次被引入工厂的生产
线，是为了简化和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
特别是汽车行业的生产力。当前，机器人
在开采业、运输业和军事领域也能帮助改
善行业的运行状况，他们能够执行那些对
于人类来说不安全的和繁琐的任务307。全
球机器人数量预计到 2020 年翻一番，将增
加到四百万台。到 2019 年机器人技术预计
将拥有 1350 亿美元的市场价值308。这种转
变将影响到商业模式和全球经济309。机器
人技术在 2-3 年内将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
主流应用，其潜在的用途是促进实践性学
习（hands-on learning），特别是在 STEM
学科方面。课程和延伸项目正在整合机器
人和编程，以促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和计算思维。最新研究表明，
与仿真机器人交互可以帮助有社交障碍的
学习者改善沟通和社交技能310。
概述
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50
年。当时希腊的数学家阿契塔为了更好地
理解飞行的力学原理，建造了一个可以通
过蒸汽驱动的鸟311。机器人不只是将需要
工人手工劳动的活动转为自动活动，还使
人们能够模拟、观察并理解复杂的场景。
这对帮助学生理解 STEM 概念而进行课堂
演示特别有用，像 RobotsLab BOX 这样的
工具，能让教师通过平板电脑操控机器人
312
。人工智能是本报告后面的一个主题，
其进展大大扩展了这些机器的能力，使更
加智能化的机器成为可能，使得机器可以
通过经验积累来改善自身的反应，增强适
应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机器人
变得更复杂,有些人担心他们会抢走人类
的工作。不过,也有人指出一个更有利的结
果，人们可以专注于更为高级的任务313。

机器人工业协会的报告指出，汽车工
业领域机器人的订单每年都增加 19%，与
此同时，该领域的就业机会也在增加。因
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程序设计作为必备
技能教授给学生314。研究人员在塔夫斯大
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60 名儿童在学前班
参加了一个为期八周的二年级机器人课程，
学习基础知识和编码。借助 KIWI 机器人装
备和 CHERP 编程模块,小学生使用条件语
句成功进行机器人编程，活动非常有趣。
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在儿童早期发展
阶段中教授机器人技术对引入和激发学生
STEM 的学习兴趣是有效的315。
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地用在偏远农村
社区学生的教育中。在佩里高中
（Commodore Perry High School），一个
受伤的学生依靠双轮自平衡视频机器人
(Double Telepresence robot)参与真实课
堂，与同学和老师交流316。另一个成功使
用机器人的领域是管理特殊教育，特别是
针对自闭症障碍(ASD)的学生。多伦多大学
一项使用游戏机器人进行语言训练的研究
结论指出，机器人的低刺激水平和可预测
的行为可以帮助有自闭症障碍的孩子发展
沟通技能317。的确，机器人为交互式学习
提供了一个友好而平易近人的机会。例如，
一些中小学生正在使用先进的仿真机器人
Milo，以更好地理解人的情绪、呈现适宜
的社会行为。Milo 的面部表情和语音识别
技术，以及他的表达能力和激发情绪的积
极性都与真人相似；儿童与 Milo 在一起时
的参与度能达到 70-80%，而传统情况下只
有 3-10%318。
与教学、学习和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机器人技术天然地适用于那些鼓励学
生发明创造的创客空间和其他以创新为中
心的环境。除了受到机器人鼓励之外，儿
童在机器人编程过程中也会学到重要的计
算机科学技能。本报告前面已经提到，2016
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专家委员会已经将
掌握编码技能作为一项关键趋势。在新加
坡海军中学，机器人课程已经成为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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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课程的组成部分。学生们已经制造出
机械手臂，正在计划开发一个小型无人驾
驶汽车319。在爱荷华州，以教授青年编程语
言和机器人学为目的的 NewBoCo 夏令营，是
为未来技术驱动型的工作做准备320。同样，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乐高俱乐部训练女生
的机器人基础编程能力，以激发她们对
STEM 课程的兴趣321。
各国政府正在制定 STEM 课程的教育
策略，优先考虑的因素包括机器人和机器
人活动。例如，最近澳大利亚昆士兰政府,
强制学校课程中增加机器人课程322，韩国
政府机器人教学生英语的重大项目开展了
试验323。大多数政府资助的机构也在计划
投资引进下一代机器人工程师。新泽西州
哈林顿中学最近在美国宇航局（NASA）的
第 15 届国际遥控工具（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竞赛中排名第三,邀请学生设计
能在恶劣海洋条件下使用的机器人。NASA
还主办了第一届机器人比赛，面向 9 到 12
年级的学生解决工程设计问题324。

国空军学院主办的 2016 年 STEM 培训夏令
营中，100 多名科罗拉多州教师在三周内
集中学习了编码和机器人技术327。
机器人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机器人学习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情感智能机器人-Pepper
（go.nmc.org/pepper）
Pepper 是一个
能感知（表达）情绪的智能机器人。日本
学校引入 Pepper 机器人，这创造了机器人
第一次进入学校的历史。Pepper 与同学们
一起进入高中，它的作用是促进交流，同
时作为残疾学生的引导者。
机器人学院
（go.nmc.org/thera）作为教育推广
计划的一部分，卡耐基梅隆大学正式启动
机器人学院，提高青年人对机器人的兴趣,
并为初中和高中教师开发培训课程。
佛蒙特州机器人竞赛
（go.nmc.org/verm）
佛蒙特州 50 所学校正在参加首届机
器人竞赛。参与者可以测试机器人的基本
结构,分享最佳实践和学习策略, 为各种
项目交换使用机器人,并学习编码的基础
知识。
扩展阅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机器人”的
内容， 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图 28：借助编好的程序，机器人可以执行一系
列简单的任务
图片来源：https://theconversation.com/

为了使机器人推动基础教育发展, 需
要合理地培训教师和工作人员，使其掌握
硬件和软件的操作，并能将最佳实践整合
到课程中325。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GRASP
实验室的研究生和教师正在为费城学区的
中学数学和科学教师创建课程模块。通过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该计划旨在为每
个学校系统地培养新一代的 STEM 领导人，
他们可以传承和支持机器人活动326。在美

机器人在小学如何转变 STEM
（go.nmc.org/howrob）(June Lin,
Getting Smart, 2 January 2016.)这篇文
章讨论了在课堂上使用机器人的具体途径，
包括鼓励团队合作和跨机构合作的竞赛。
教师设计机器人活动时，利用现有内容使
学生居于主导地位。
儿童教学机器人：这是教育的未来
吗？
（go.nmc.org/kidst）
(Chris Berdik,
The Hechinger Report, 29 April 2015.)
作者探讨了一个未来学习场景，学生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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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演示他们的知识获取，提高他们的高
阶思维。
Cozmo SDK 对于机器人就像 iOS 对于
应用程序
（go.nmc.org/cozmo）
(Chris Davies,
Slash Gear, 11 July 2016.) Anki 开发

的 Cozmo SDK 代表着将高级编码培训带入
大众市场的新一代机器人。这个巴掌大的
机器人英俊而有趣，当年轻人玩游戏和活
动时教他们学习编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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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指的是在计算机生成的环境
中，模拟实际存在的人或物体并获得身临
其境的感官体验328。基本上，该技术以 3D
图像的形式出现，用户使用鼠标和键盘相
互配合操作。现代设备使用户运用手势或
触觉设备更为真实地“感受”所展示的物
品，通过反馈提供触觉信息。虚拟现实对
学习有着令人信服的影响。到目前为止，
它已被典型地应用于军事训练。由于图形
硬件、CAD 软件以及 3D 打印的展示，虚拟
现实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尤其在视频游戏
领域329。现如今，头盔式显示器使游戏环
境和行动更加逼真330。随着游戏和自然用
户界面都逐渐应用于课堂中，虚拟现实技
术使学习模拟场景更为真实。
概述
虚拟现实技术提供身临其境的模拟世
界，可以使人完全沉浸其中。学生在仿真
场景中参与体验活动，有助于获取比课本
学习更丰富、更深刻的学习331。借助虚拟
现实技术讲故事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方
332
法，可以使人全身心浸入其中 。用虚拟
现实技术呈现内容，当前主要体现在娱乐、
体育、营销和教育方面。Goldman Sachs
近期估计，虚拟和增强现实的娱乐收入到
2025 年将达 32 亿美元，而在教育领域将
会吸引 1500 万用户333。Verge 发布了可用
虚拟现实观看的一段对第一夫人奥巴马米
歇尔参与社交媒体的访问的视频。360 度
视频加上图表式动画创造了虚拟三维空间，
观众可以在房间里看见创作团队和工作人
员334。借助虚拟现实的实时内容也正在积
极开发之中。2016 年 4 月，医疗培训机构
Medical Realities 成为首个借助虚拟
现实直播外科手术的机构335。
目前，虚拟现实的浪潮已融入到主流
中，2016 年全球虚拟现实收入高达 8.95
亿美元。该技术的 77%价值来自于由
Oculus、HTC 和索尼公司新推出的高端设
备336。以体验游戏、视频以及照片为主设
计的虚拟现实眼镜和 HTC 耳机与电脑相连，

包含一对能够生成三维立体图像和传感器
的屏幕和镜头，还有用于监控用户动作并
随之相应调整图像的传感器337。这项技术
不仅应用于游戏平台，智能手机用户去年
也可以有许多低成本的虚拟现实产品可供
选择。三星齿轮虚拟现实（Gear VR）和谷
歌纸板（Cardboard）都运用了智能手机内
置屏幕和传感器。到 2025 年，基于这些平
台的内容市场预计将达到 54 亿美元338。
在基础教育领域，虚拟现实技术作为
教育技术工具，通过模拟情境与实施研究
活动339，正在为学生实习提供以学生为中
心的、体验式的以及协作学习的身临其境
的环境340。随着数字能力的不断增强，学
生更愿意采用虚拟现实技术，他们或许已
经在娱乐和游戏中体验了该技术的魅力341。
在近期举办的消费者电子产品展览会上的
一项调查显示，37%的与会者表示，由于虚
拟现实技术相比其他技术而言，其应用所
遇障碍更少，该技术将会对改进教与学方
面起到显著的影响342。从价钱角度来看，
谷歌纸板耳机起价 15 美元，需要配置适度
的智能耳机；而专用虚拟现实产品如
Oculus 和 HTC 生产的设备价钱从 300 美元
到 999 美元不等，这个价格许多机构仍然
认为还可以接受343。
与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在促进学生更多参与和获取真实感的
学习机会中，虚拟现实技术克服了 STEM
教育中过于理论化缺乏实际体验的不足 344。
美国巴尔的摩市汉普希尔学院八年级科学
课的化学教育中已经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
与国际神经科学网络基金会合作，
“魔力”
学习（Alchemy Learning）学校配备了虚
拟实验室。类似的合作有可能解决许多学
校无法支持并维护已认证的实验空间的基
础设施问题345。虚拟现实的真实体验也可
以激发学生在 STEM 领域的兴趣。“洛杉矶
广场”是一个非营利的拉丁社区组织，建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最近组织了一个 STEM
工作坊，向青少年介绍三维图形和虚拟现
实346。参与者与专家互动，使用印第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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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信息与计算专业提供的最先进的虚拟

现实头盔开展虚拟竞赛课程347。

图 29：虚拟现实技术：使教育领域做出巨大改变
图片来源：https://marketbrief.edweek.org/marketplace-k-12/virtual-reality-the-next
-big- thing-poised-to-transform-education/

对学生来说，全球性地标建筑和胜地
通常是借助书本上的图像和屏幕中的视频
来了解。Nearpod 是提供互动教育活动的
一家软件公司，最近与全景摄影公司
360Cities 合作开发了虚拟现实的学习内
容，强化了平台功能348。首次为学校设计
公开可用的虚拟现实工具349，使教师能够
将虚拟现实要素整合到课堂中350。骑士基
金会（Knight Foundation）、Salesforce
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和 Krillion
Ventures 公司将支持 30-40 所学校使用
Nearpod 的虚拟现实活动。比如，美国旧
金山的伽利略科学技术学院在近期到旧金
山艺术博物馆（Legion of Honor museum）
的实地考察中运用了这项技术。十一年级
的法国留学生参加了一个寻宝游戏，通过
Nearpod 应用程序可以反复观看他们喜欢
的作品并亲身体验印象派艺术和巴黎博物
馆351。伽利略学院的教师们报道学生们更
倾向于使用这一平台完成作业。
虚拟现实以有趣、令人兴奋的方式吸
引着学生，也提高了学生的出勤率。2015
年，在澳大利亚、巴西、新西兰、英国和
美国的学校开始与谷歌合作开展基于实际

用户应用反馈的 beta 测试（beta-test
Expeditions），这是一个教育领域的增强
现实平台，使用户体验 200 多个虚拟目的
地，包括相关描述，主题与问题352。试点
学校接受教师培训材料和软件,并通过谷
歌街景视图，创建新的体验探索式学习353。

图 30：Nearpod 引导学校使用免费耳机尝试虚拟
现实技术
图片来源：
http://www.xconomy.com/san-francisco/2016
/02/12/with-free-headsets-nearpod-enticin
g-schools-to-try-virtual-reality/#

在伊利诺斯州的德斯普兰斯社区综合
学院 62 号学区，参与的学生极富好奇心和
创造力，从真实场景中获取洞察力35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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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许多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校，教师们采
用了这一工具来帮助学生体验难以前去现
场的旅程。Beta 测试让 11 个国家的一百
万名学生参与到虚拟场地考察中。应用程
序 Expeditions 现在已经可以免费在安卓
系统获取，苹果 iOS 系统将很快上线355。
虚拟现实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虚拟现实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遇到“想送你到太空”的虚拟之行
(go.nmc.org/SpaceVR)太空虚拟现实
（SpaceVR）使用 360 度三维视频技术，让
学生像宇航员穿梭太空一样漫游在太空。
该应用程序今年推出，与复合虚拟现实耳
机兼容，预计在教育领域的作用是激发学
生在 STEM 学科领域开展探索。
教育领域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go.nmc.org/vrarspain)媒体工作室
（inMediaStudio）是一个虚拟和增强现实
的生产设施厂商，在西班牙专门致力于数
字化学习的发展。该工作室旨在促进浸入
式学习、语言学习和特殊教育。
虚拟现实：人类学习的下一阶段
(go.nmc.org/MindCET)一组研究人员
和教师们联合开发虚拟现实应用程序，使
高中生可以体验物理定律的影响，并使中
学生在具有挑战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同理心。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虚拟现实”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十多种虚拟现实应用程序改变教育
(go.nmc.org/virtualapps)(Deniz
Ergurel, Haptic.al, 10 May 2016.) 虚
拟现实的使用使学生沉浸于更低风险、更
低成本并无法实现的环境中。本文重点介
绍了虚拟现实应用程序正在改变学生学习
的方式，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并模拟特定
的领域，包括人体、外太空以及古埃及寺
庙等。
课堂中的增强与虚拟现实
(go.nmc.org/schrockarvr)(Kathy
Schrock’s Guide to Everything,
accessed 25 July 2016.) 教育技术专家
提供了一个广泛定期更新的列表，包括工
具列表、提示、技巧、应用、资源以及在
课堂中使用虚拟和增强现实的最佳实践。
虚拟现实如何强化 STEM 教育
(go.nmc.org/stemvr)(Learning
Liftoff, 8 February 2016.) 根据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 2022 年 STEM 所
产生的工作机会将增长 30%。虚拟现实可
以帮助学生看到 STEM 实用的一面，并鼓励
他们在工具、软件、资源和程序的帮助下
投身 STEM 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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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纳阶段：4~5 年以内
1.人工智能
计算机科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用来创
造更贴近于人类行为的智能机器356。知识
工程基于可访问的数据类别、属性以及各
种信息集之间的联系，使计算机能够模拟
人类感知、学习并做决定。神经网络是人
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语音识
别和自然语音处理的方式，其对于建立更
为自然的用户界面极具价值，可以使人类
与机器进行交互，就像人类彼此相互交流
一样。神经网络通过设计模拟动物大脑的
生物功能，对特定的输入如语音和语调，
做出解释和回应357。随着各种潜在技术的
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在提高在线学习、自
适应学习软件以及更直观的响应并配合学
生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图 31：超级智能机器：未来机器人
图片来源：http://www.livescience.com/29376
-rise-of-super-intelligent-robots.html

虽然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发展迅速，
但它在教育领域却有着很深厚的根基。
“人
工智能”这一术语最先是在 1956 年达特茅
斯学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认知科学
家预测这将会在他们这一代成功地发展。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图灵测试（Turing
Test）已作为机器智能的参照标准，要求
做到在自然语言对话和现实情景下无法区
分机器与人类的语音358。设计机器和其附
带的软件可以复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然
而，实际的进展却比预期要慢的多。继 IBM
推出“深蓝”Deep Blue 后，人工智能领
域在 1997 年迅速复燃，深蓝是第一台曾经

打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的计算机，随后
2011 年 IBM 推出的 Watson 打败了美国最
受欢迎的智力竞赛节目 Jeopardy 的两届
冠军359。

图 32：谷歌机器人 AlphaGo 在象棋比赛中如何
打败人类
图片来源：http://www.theatlantic.com/
technology/archive/2016/03/the-invisibleopponent/475611/

在 2016 年 3 月，谷歌推出人工智能程
序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了中国古代
创立的相当复杂的游戏——围棋的世界冠
军。该项事件是人工智能领域和软件深度
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使机器具
有在经验中学习的运算能力360。随着人类
的对手在竞赛中迅速获得对弈能力，起初
表现寻常的阿尔法狗（AlphaGo）居然越战
越勇，并最终取得胜利361。的确，许多流
行的描述人工智能的桥段都集中在智能机
器与人类抗衡并逐渐成为人类难以控制的
对象。人工智能作为很多科幻作品的主题，
经常出现人类被打败或被驯服的结局。然
而，人工智能技术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产
率与参与度，以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日
362
益精细的动作为人类提供服务 。这将使
得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极具前途。在
线教学越来越盛行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的前景广大。
教育机构已成为推进新型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的主要孵化器。麻省理工学院的计
算机科学专业和人工智能实验室近来创造
了一项深度学习的运算方式算法。借助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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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应用，人们可以在从连续镜头中截取单
一静止图片，可以对视频内容作出细化分
析。科学家通过长达 600 个小时的优酷视
频播放训练“软件”，这种软件能够识别
出人类的交流方式，如握手和拥抱363。电
子设备终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我
并满足自身需求，一直以来都是人工智能
领域前进的关键催化剂。现如今，或许人
工智能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畅行无阻，主要
还是得益于它的虚拟助手功能，包括
Alexa（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网站）,
Cortana
（微软发布的全球第一款个人智能
助理）,和 Siri（智能语音控制功能）。
这些语音识别技术跟随移动设备持有者的
步伐，利用互联网检索定位、为会议设置
倒计时提醒，以及越来越多地与人类互动
交流364。
与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除了上述优势之外，人工智能还有许
多其他形式的重要价值。许多学生在遇到
人工智能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因为它
被嵌入到自适应学习平台上。这个平台将
依据每位学生在虚拟环境中的视频和阅读
材料的完成情况，来判断学生对于所给提
示与进展的反应，智能软件将会据此对学
习者体验进行个性化设计365。由于学生在
平台上要花费很多时间，智能机器将会更
加了解他们，就像老师或同学在一起交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将会推送更多定制
的学习内容与方法建议。例如，自适应学
习方法 Cognii,运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
处理来确定基础教育学生的知识体系差距，
通过学生对短文的反应能力和对概念的掌
握情况来提供实时指导366。最终，自适应
平台还可以进行个性化评估，并提供定制
的学习内容与相应支持，以帮助学生有效
应对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掌握的学科领
域。
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基础教育领域得
到广泛应用至少需要经历五年时间。之后，
更为复杂的学习应用软件才逐渐出现。聊
天机器人就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形式。在学

生面临挑战时，它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当学生在家开展在线作业时，他们一般用
电子邮件向老师提出问题或必须等到上课
才能提问。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比尔盖
茨对聊天机器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发现
它可以作为个人的虚拟导师，为学生提供
实时交互和反馈367。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
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将会针对所有学习者
的语言、手势以及音调中的微妙差异，做
出更好地解释和反应。皮尔森近期的报告
“智能释放”中推测，人工智能软件所具
有的广泛的、定制的反馈能够最终淘汰传
统测试368。作者还提供了充分证明，教育
系统必须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而升级。
最后，人工智能对于增强学习者创造
性探究能力和非正式学习也具有很大潜力。
由于技术研发机构持续追踪用户行为并不
断做出改进，一些科技巨头如谷歌、亚马
逊和微软公司已经在改变人们探究、发现
和交流信息的方式369。迅速发展的图像识
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望大大减少人
们搜寻信息的时间370。学习者必须借助刻
苦钻研来寻找所需要的设计方案或学术答
案的状态将会被改变，因为人工智能可以
根据用户先前表现出来的特定兴趣进行识
别，并迅速将整合成为对用户最有用的数
据加以推送。同样，当人们经常使用技术
学习的过程中，技术也在不断地根据人的
需求积累更多相关知识。
人工智能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特殊教育中的人工智能
（go.nmc.org/aispec）人工智能越来
越多地用来为儿自闭症儿童提供有效支持。
伦敦知识实验室 Topcliffe 小学开展试验，
自闭症学生与半自动虚拟男孩安迪开展互
动交流，研究人员发现自闭症学生在社交
能力方面有进步。
人工智能软件 Geekie
（go.nmc.org/geekie）自适应学习在
拉美地区刚刚兴起。André Urani 市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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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软件 Geekie 观看
在线课程，包括很多视频和练习。Geekie
为学生提供每一步的实时反馈并随着学习
的进展传授更为精细的课程内容。
在远程实验室平台上的智能教学辅
导系统
（go.nmc.org/inteltu）突尼斯苏斯
国家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开发基
于网络的人工智能教学系统。该系统能够
识别学生在任何地方开展科学实验的面部
表情。这项技术的目标是优化远程虚拟实
验室的教学过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人工智能”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人工智能与教室：促进还是毁坏？
（go.nmc.org/helpor）(Matthew
Lynch, Education Week, 28 March 2016.)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 2020 年，全球至少
有五百万个工作岗位将会实现自动化。本
文讨论了基础教育中人工智能的好处，其

中涉及一对一辅导和定制化的学习模块，
但同时也存在无法预料的教学质量下降问
题。
人工智能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go.nmc.org/whatai） (Anya
Kamenetz, NPR, 16 March 2016.) 本文
探索了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应用，援引相
关资源并提出与学习相融合的假设。例如，
人工智能可以提出经过缜密思考的问题并
给学生建议，当学生遇到有挑战性的活动
时帮助他们。
人工智能下一个阶段做什么？
（go.nmc.org/whatsnex） (Yann
LeCun et 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4 June 2016.)脸谱网、创始人基金、牛
津大学和百度的人工智能专家联合发表了
一篇文章，深入研究了深度学习的下一波
产品，关注的是自驾卡车的发展以及机器
智能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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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指的是被用户以配饰形式
（例如珠宝首饰或眼镜）应用于工作生活
和学习活动的智能设备。智能纺织品也可
以将衣物产品，如鞋或夹克与其他设备相
连接。可穿戴形式将便利的设备融入到用
户的日常生活中，与个人的睡眠、运动、
位置等方面数据以及社交媒体等无缝衔接
并保持持续追踪。头盔式可穿戴设备如
Oculus Rift 虚拟现实眼镜和“谷歌纸板”
（Google Cardboard）可以促进沉浸式虚
拟现实体验371。为了更精确地量化自我，
如今的可穿戴设备不仅能够追踪人们的去
向，做什么事情以及所花费的时间，而且
可以判断人们的愿望以及何时能够实现 372。
由于课堂活动可以涵盖不同学科的教学设
计、建模和编程，所以这种设备也有可能
吸引很多参与 STEAM 学习的学生373。
概述
苹果374、三星375和谷歌376公司的产品让
可穿戴技术设备成为风靡大众的时尚。人
们借此能够监测自身行为数据并完成特定
任务。可穿戴设备中的一项主要技术—具
有虚拟现实功能的头盔，在本报告中已经
多次提及。英国移动咨询公司 CCS Insight
预计，到 2020 年底，全球可穿戴技术市场
将会有 4.11 亿台设备出售377，预计其销售
额将达到 340 亿美元。随着可穿戴技术变
得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会发现，基于用户
的行为模式，位置定位将越来越个性化378。
这一领域的领导者还预测，可穿戴技术的
未来将会向植入式方向发展，或者将设备
直接植入到人体内379。同时，分析师预测
可穿戴设备在教育领域的使用率将会持续
激增：在未来五年内，相关研究与市场已
经预测，美国学校可穿戴设备的使用率将
会达到 46%380。市场研究公司 Technavio
明确指出，降低可穿戴技术的价格作为其
前行的动力与可穿戴设备自身的发展潜力
共同来激发学生的热情，借此来促进创新、
动手的学习活动381。

图 32：如何设置并在苹果手表上使用苹果支付
图片来源：
http://www.wareable.com/apple-watch/apple
-watch-how-and-where-to-pay-us-uk-2231

最新的消费类应用设备不仅能够测量
并记录数据，还能提供及时灵活的帮助，
帮助用户了解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伦敦一家设计公司 startup Vinaya 引进了
健康手环 Zenta,该设备通过生物信息与
其他应用程序数据相整合，旨在帮助用户
确定压力的原因和平衡身体与情感的所需；
例如，不稳定的睡眠状态将会促使 Zenta
提示用户练习瑜伽或放松的技巧382。同样
还有一款设备叫 Muse，配有传感器的大脑
感应发带，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音频信号
指导用户改进深度思考。高校的研究人员
在教学实验中使用 Muse,用于探索大脑活
动与学习成效之间的联系383。随着可穿戴
设备在基础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主流应用，
基础教育教室中可以看到关于将学生身心
变量与其学业成绩相连接的设备。
可穿戴技术帮助用户在实现目标的过
程中及时调整他们的行为。很多应用产品
源于量化自我运动理念，旨在改善人们的
健康与体质。在英超联赛中，莱斯特市的
球员与南安普顿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在训练
期间佩戴传感器，用来收集球员运动和碰
撞过程中的数据。由于采用了该技术，整
个团队受伤人员变少了384。一些学校还将
可穿戴设备引进到体育课中，通过实时反
馈和基于学生个人技能掌握的成绩使该课
程更加个性化。在明尼苏达州的 Westonka
学校的学生们使用 Heart Zone 系统，用于
跟踪测量心率、心速、距离等。该区域采
取这套系统来促进体育课的参与率并推动
64

全民健身。教育家们发现可穿戴设备有助
于培养学生动机并增强学生学习兴趣385。
与教学、学习及创造性探究的相关性
在澳大利亚新的国家技术课程体系下，
可穿戴技术能够完成多项成果，指导学校
为学生创设学习机会，引导学生全身心投
入思考，设计并通过技术手段探索对现在
及未来需求的解决方案386。教育咨询公司
CLWB 开展了 STEM 工作坊，教师们使用导
电丝对智能配件设计并编程387。正如本报
告所谈论的关于反思教师角色的话题，持
续的专业发展机会将有助力教育工作者探
索将可穿戴设备融入到项目和积极的学习
环境中388。学校也希望可穿戴设备能够满
足灵活的课堂结构需要。以色列的 MUV 交
互系统引进了 BIRD，这是一个蓝牙设备，
戴在手指上，在电脑或手机屏幕上展现互
动内容。学生可以在教室的任何位置进行
演示，并在他们的座位上操作数据，教师
们可以在学生群体中移动并促进参与式体
验389。
许多领导人意识到，可穿戴技术和创
客行动为增强女生对 STEM 学科的兴趣提
供了新途径。Jewelbots 是一家从事可编
程手镯的专业公司。该手镯能够帮助女生
学习代码。这家公司的女性创始人指出，
她们的产品指向更多年轻女性，使她们通
过享受技术的乐趣进入到 STEM 职业领域390。
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设计与商品推销专业
的一年一度的基础时尚夏季项目中，来自
中

图 33：鼓励女生使用可穿戴设备学习 STEM
图片来源：http://iq.intel.com/jewelbotsinspires-girls-into-stem-with-programmabl
e-wearables/?_topic=fashion

学的女生可以体验可穿戴设备、3D 打印、
计算机辅助设计等391。同样地，澳大利亚
的维多利亚大学为女中学生举办了以“工
程：女性可以从事的一项伟大事业”为主
题的工作坊，教授电子纺织品设计，使用
Arduino 软件创作智能服装。参与者在国
家科学周活力时尚跑道栏目中展示了她们
的作品392。
教育工作者利用可穿戴设备的网络功
能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自身在全球共同体中
的角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 6000 名芝加
哥的小学生提供健康追踪器，用来鼓励学
生参与增强生命能力的运动。学生行走的
脚步作为依据，用来兑换食物包送给世界
上缺乏营养的儿童。儿童能量（Kid Power）
项目，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运动设计
的耐用的可穿戴技术中一部分，帮助学生
理解集体行动的力量以及他们各自在实施
积极变革过程中的职责。可穿戴技术的创
新也可以为残疾学生更换教育形式393。两
所大学的学生发明了 SignAloud 智能手套，
将美国手语交流通过蓝牙转化成语音或文
字版本。该手套能帮助聋人或听力困难的
人更为顺畅的与人交流，为帮助其他人培
养签名技能提供了学习的桥梁394。
可穿戴设备的实践案例
在基础教育中使用可穿戴设备的例子，
请参阅以下链接：
阿迪达斯为中小学生带来健康追踪
产品
（go.nmc.org/adizone ）阿迪达斯近
期与健康互动技术联手，开发了一个耐用
的腕带 Zone 以追踪学生在体育课上的心
率。教师们可以从中央控制台获取数据，
追踪学生的进展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对创客的渴望
（go.nmc.org/trackmake ）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一项研究，关于使用可
穿戴技术追踪青年人在创客空间中参与与
投入的程度。调查人员希望更好地了解如
何将长期保持的活动与个人利益发展相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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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女生设计可穿戴技术
（go.nmc.org/steamgirls）康涅狄格
州的学生负责将传感能力融入到服装设计
中，她们在获取电子电路实践经验的同时，
也创造了自己的可穿戴技术。
扩展阅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可穿戴技术”
的内容，请参阅以下文章和资源：
教育领域个人的可穿戴技术：价值还
是邪恶？
（go.nmc.org/wearabletech）(Arlene
C. Borthwick et al., Journal of Digital
Lear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2015.)
作者回顾了将可穿戴技术融入到基础教育
课堂中的道德和隐私方面的考虑，讨论了
设备对于帮助教育工作者使用通用设计原
理满足各种学生需求的潜力。

可穿戴技术和各种学校：我们在哪儿
与我们能去哪儿？
（go.nmc.org/wearwhere）(Brian K.
Sandall, Journal of Curriculum,

Teaching,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May 2016.) 介绍了可穿戴技
术如何被引入教学，本文将深入探索学校
在运用有意义的技术手段来实现教学方面
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在教室中的可穿戴技术：哪些可用、
怎么用？
（go.nmc.org/wearclass）(David
Nield, The Guardian, 28 July 2015.)
虚拟现实技术和其他的沉浸式可穿戴技术
可以促进创造式学习体验，包括数字化实
地考察和跨机构合作。分析人士预测，随
着产品市场愈加成熟，其他的教育产品将
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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