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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智慧教育动态》期刊旨在追

踪全球智慧教育的最新进展，给我国教

育领域数字化战略行动提供参考，常设

数字技能与学生成长、科技赋能与教学

创新、智能技术与学习评测、虚拟学习

空间与未来学校、数字教育资源与开放

获取、人工智能治理与教育政策、会议

与资讯七个栏目，每月一期，摘编全球

智慧教育资讯。信息来源包括各个国家

教育部门官网、国际组织及协会官网、

教育技术类学术期刊杂志、及其他综合

咨询类网站等，为政策制定者、教育管

理者、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提供智慧教

育发展的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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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培养年轻人的数字技能

通过大学联盟项目培养年轻人的数字技能

在加强数字转型计划的进程中，菲律宾政府制定的计划肯定了提高年轻人数字

素养的重要性，尤其是培养他们的数字技能。为缩小数字鸿沟并培养下一代人的数

字技能以让他们在专业领域中获得更多机会，SAP 机 构 将通过其在菲律宾的大学联

盟项目 (UAP)继续加强培养未来信息技术劳动力，以帮助世界更好地运行并改善人

们的生活。UAP项目能够帮助高校学习SAP技术实践；鼓励高校参与战略研究活动

，建立高影响力合作，培养未来的教育领导者；通过全球学术委员会和教育机构，

高校可与学术界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

亚太地区和日本的160所大学参与了UAP 项 目 ，旨在通过引入SAP解决方案的

最新技术和方法，使教职工和任课教师能够训练年轻人的数字技能。UAP项目还帮

助合作伙伴学习如何将资源整合到教学中的最佳实践。参与UAP项目的成员可获取

SAP软件的访问权限。截至目前，菲律宾至少有23所大学参与了该计划，包括菲律

宾顶尖的信息技术学校之一玛普阿大学。玛普阿大学信息技术学院院长Ariel Kelly

Balan表示，自2010年以来，玛普阿大学一直是SAP UA计划的成员。加入该计划

使我们能够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数字技能，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技能快速启动他们的职

业生涯并成为IT专业人士。

通过培训研讨会增强教职工的数字技能和知识

为了让大学培养掌握现代数字技能的学生，教职工可参加由SAP Next-Gen国

际社团成员举办的培训研讨会。SAP Next-Gen是一个面向学生、大学、学校和教

育合作伙伴的国际社团，热衷于创新和技术。社团可利用100多个国家/地区2800

多所教育机构的资源，旨在激发围绕数字技术、二十一世纪技能和商业应用的学习；

与SAP生态系统中的大学和组织一起开展研究，解决行业用例；激励与SAP一起创

新，为世界创造有意义的影响。在教育SAP软件和课程方面，这些成员以最佳实践

指导其他机构的教育工作者。培训研讨会包括范围广泛的课程，例如培训、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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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技能发展始于幼年及少年时期。研究表明，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对关键认

知发展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且技能会通过未来学习不断增加。通过儿童教育广泛

培养面向未来的技能是有挑战性的，其中之一是缺乏对未来所需技能以及如何从小

培养这些技能的共同基础、定义和理解。

技能培养的需求增长需采用整体学习法，既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技能，还

包括培养个人终生学习的态度和价值观，如培养人际关系和社会价值观以促进凝聚

包容的经济社会发展，尊重和维护个人所属机构的凝聚性，理解自然环境的脆弱性

等。简而言之，教育的未来在于让年轻的学习者能够拥抱和发展他们独特的人类品

质——那些不太可能被技术取代的品质。世界经济论坛将教学分为三大类，即能力

和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以及知识与信息，并统称为“教育 4.0”（见图1），该框

架是通过与来自学校、非营利组织、教育部和私营部门的教育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

磋商而制定的。

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定义教育4.0-未来学习分类法》试图以一种实用且易

于理解的方式清楚地阐明这些能力、技能、态度及其相关定义。例如，白皮书将数

字技能和编程（Digital Skills and Programming）定义为“与创造和使用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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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定义教育4.0-未来学习分类法

和备课，初级培训，有效的媒体使用和可视化，对参与者有用的激活方法，以及具

有建设性并积极处理危急情况。

有关UAP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sap.com/about/company/

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university-alliances.html

有关SAP Next-Gen国际社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sap.com/ab

out/company/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html?sort=event

s_upcoming

信息来源：菲律宾新闻网站Manila Bulletin. (2023, January 21). Equipping

youths with digital skills in PH. https://mb.com.ph/2023/01/21/equipping-

youths-with-digital-skills-in-ph/

https://www.sap.com/about/company/%0d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university-alliances.html
https://www.sap.com/about/company/%0d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university-alliances.html
https://www.sap.com/ab%0dout/company/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html?sort=event%0ds_upcoming
https://www.sap.com/ab%0dout/company/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html?sort=event%0ds_upcoming
https://www.sap.com/ab%0dout/company/innovation/next-gen-innovation-platform.html?sort=event%0ds_upcoming
https://mb.com.ph/2023/01/21/equipping-youths-with-digital-skills-in-ph/
https://mb.com.ph/2023/01/21/equipping-youths-with-digital-skills-in-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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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技能，包括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网络信息的新呈现形式；特别强调与演绎推

理、算法设计和抽象概念相关的技能数据和信息”。

完整版白皮书可通过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efining_E

ducation_4.0_2023.pdf 下载。

信息来源：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 January 13). Defining

Education 4.0: A Taxonomy for the Future of Learning. https://www.weforu

m.org/whitepapers/defining-education-4-0-a-taxonomy-for-the-future-of-

learning

图1. 教育4.0分类法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efining_Education_4.0_2023.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Defining_Education_4.0_2023.pdf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defining-education-4-0-a-taxonomy-for-the-future-of-learning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defining-education-4-0-a-taxonomy-for-the-future-of-learning
https://www.weforum.org/whitepapers/defining-education-4-0-a-taxonomy-for-the-future-of-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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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与教学创新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22年12月发布联合出

版物《教育与区块链》，供读者免费获取。

区块链是一种验证基础设施，为如何验证数字身份提供了解决方案——一种共

享安全的分布式账簿技术，用于记录和存储几乎所有数字资产的数字交易，包括数

字身份、医疗和教育记录、出生和婚姻证书、技能证书和数字合同。《教育与区块

链》报告面向有兴趣了解区块链技术对教育部门产生何影响的教育政策制定者。迄

今为止，区块链的探索实践表明，现在的技术发展水平能够满足正式和非正式学习

中的证书和认证。

报告由四部分组成。第1部分涉及有关区块链技术的基本知识，以问题和答案

的形式呈现。第2部分重点关注在教育环境中使用区块链相关的新兴实践的问题，

介绍了区块链在数字证书、证件、智能数据管理、智能合约和基于绩效的支付等方

面的应用。第3部分探讨了该技术在一组用例场景中的适用性，包括知识产权公证

和教育资助。第4部分重申了人文主义原则，引导区块链在教育中的使用，以维护

人权、包容性、平等性、性别平等以及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报告还阐明了

区块链技术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同时提处应注意使用区块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

完整版报告可通过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4003

下载。

信息来源：COL. (2022, December 29). COL-UNESCO partner on

Education and blockchain publication. https://www.col.org/news/col-

unesco-partner-on-education-and-blockchain-publication/

英联邦学习共同体（COL）：COL与UNESCO联合出版《教育与区块链》报告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4003
https://www.col.org/news/col-unesco-partner-on-education-and-blockchain-publication/
https://www.col.org/news/col-unesco-partner-on-education-and-blockchain-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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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EDUCAUSE）：高等教育中学生移动学习实践的演变

高等教育中的最新“移动”趋势

EDUCAUSE 2020年和2021年学生技术报告显示，移动设备拥有率已普遍化。

80%的学生每天使用两个或更多设备（通常是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校园

Wi-Fi，其中有些学生主要依赖手机。在移动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使用方面，2021

年11月关于学生教育技术体验的EDUCAUSE调查证实，笔记本电脑是他们首选的

主要教育设备(81%)，智能手机是首选的辅助设备(56%)。在学术需求方 面 ， 76%

的学生表示使用笔记本电脑作为他们的主要设备，18%主要使用台式机，3%表示

主要依赖手机。此外，相对较少的学生表示在学术上大量使用智能手表等可穿戴技

术。

除了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之外，可穿戴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并

在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等各个行业显示出巨大的前景。根据Statista

2021年全球消费者调查显示，40%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智能手表或健康/健

身追踪器等可穿戴设备。“NMC地平线报告—2017 年高等教育版”将可穿戴设备

和物联网 (IoT) 设备确定为教育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

出于学术目的使用移动设备仍然存在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学生和教师对移动技

术的看法之间的脱节以及有限的设备功能。尽管许多学生希望使用技术与教师、同

学和学习资源进行更频繁的互动，但约50%的教师表示他们禁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

智能手机。此外，尽管几乎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学校技术，但并非所有设备都能满

足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学习的需求。

熟练使用移动技术

在设计学术体验和活动时，应首先考虑移动学习的影响因素。为了提高移动学

习效率，应给予学生和教师帮助，使其可以在各科教学内容方面采用更有效的学习

和教学实践。此外，教师应接受培训，以便在使用移动平台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设

计作业和课程。在移动新闻或社交媒体研究等课程中很容易看出移动设备是如何使

用的，但在高等数学或化学等课程中却并非如此。与其为所有教师提供一揽子培训

，不如更好地专注于特定学科，让学生为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使用移动技术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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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DUCAUSE会继续进行移动学习相关研究，寻找在高校和课堂中使用移动设备

的最佳实践。在此过程中，EDUCAUSE会关注以下3个问题：（1）为什么要移动

化？（2）后疫情时代中，未来的移动学习将是什么样子的？（3）移动学习是否有

助于加速高等教育和大学生的变化？

信息来源：EDUCAUSE. (2023, January 25).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Students' Mobile Learning Pract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https://er.educaus

e.edu/articles/2023/1/the-evolving-landscape-of-students-mobile-

learning-practices-in-higher-education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混合式学习如何使教育更具包容性

欧盟委员会学校工作组2021-2025年的任务之一是支持各国实施欧洲教育区战

略框架（2021-2030年 ） 。在任务的第一阶段（2021年9月至2023年6月），工作

组的工作重点是混合式学习中的学生能力评估。受新冠疫情影响，混合式学习的采

用变得更加紧迫。努力实现更优质、包容的教育和培训愿景绝不仅限于应对这些危

机事件，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强调了响应式和弹性教育的迫切性。混合式学习策略提

供了一种实现这种响应能力的方法。

实施“包容性混合式学习”包含诸多考虑因素，工作组为支持学校和教师以包

容性方式在教学和学习实践中实施混合式学习的政策条件和机会，专门研究了以下

主题：(1) 混合式学习在包容性方面体现的教学价值；(2) 混合式学习的有效教学实

践；(3) 对教师所需专业能力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初级教师教育和继续教师教育；

(4) 学校领导在混合式学习中的作用；(5) 社区和学校伙伴，以及合作网络的作用，

还有与家长和抚育者的伙伴关系；(6) 国家/地区/地方层面的系统支持。报告面向

政策制定者、学校领导、社区领导和教师，总结了2022年全年举行的一系列会议

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列出了关键举措和国家案例，以指导有关制定混合式学习包容

性政策的讨论。各个工作组成员分享了来自本国和组织的优秀案例，有助于解释报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3/1/the-evolving-landscape-of-students-mobile-learning-practices-in-higher-education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3/1/the-evolving-landscape-of-students-mobile-learning-practices-in-higher-education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23/1/the-evolving-landscape-of-students-mobile-learning-practices-in-higher-education


2.  科技赋能与教学创新

7

告中关于混合式学习的广义定义。工作组强调了校领导支持下的教师自主权发展的

重要性，着重提出在学校网络内和学校网络之间提供合作的机会，以及获得适当的

专业发展和学校资源以实施新方法。有效的包容性混合式学习反映了学校和社区的

环境，以及使学习适应个人学习者需求和兴趣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发展教师关于如

何选择、调整或创造新混合式学习的专业知识，培养校领导实施适用于全校方法的

能力。自下而上的创新机会对于包容性混合式学习至关重要。

完整版报告可通过 https://op.europa.eu/fr/publication-detail/-

/publication/166bebc7-96e2-11ed-b508-01aa75ed71a1/language-

en/format-PDF/source-279000746 下载。

信息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January 19). How blended 

learning can make education more inclusive. https://education.ec.

europa.eu/news/new-report-how-blended-learning-can-make-education-

more-inclusive

https://op.europa.eu/fr/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66bebc7-96e2-11ed-b508-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279000746
https://op.europa.eu/fr/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66bebc7-96e2-11ed-b508-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279000746
https://op.europa.eu/fr/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166bebc7-96e2-11ed-b508-01aa75ed71a1/language-en/format-PDF/source-279000746
https://education.ec.europa.eu/news/new-report-how-blended-learning-can-make-education-more-inclusive
https://education.ec.europa.eu/news/new-report-how-blended-learning-can-make-education-more-inclusive
https://education.ec.europa.eu/news/new-report-how-blended-learning-can-make-education-more-in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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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OECD）：过程数据在大规模教育测评中的应用

教育测评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许多使用技术加强大规模测评的机会，为定期大

规模收集和使用测试者的登陆数据和过程数据提供了可能性。长期以来，过程数据

一直被认为是测评中检验证据的宝贵来源。但过程数据在如今的整个测评周期中大

有用途。过程数据被有意捕获并用于大规模、标准化的测评——从将其视为数字测

评的“副产品”转变为“按设计”使用，以扩展对测试者表现和参与度的理解。虽

然这些技术提供了显着的好处，但也需适当检验这些技术以确保它们的使用能够支

撑可靠的推论，并且不会引发意外的负面后果。

《过程数据在大规模教育测评中的应用》报告旨在支持在大规模教育测评中系

统地使用过程数据。报告首先给出过程数据的定义，然后描述了整个测评周期中过

程数据的各种用途，以及检验过程数据使用的挑战。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如何使用

过程数据来更好地理解测试者的表现和参与度，最后强调了制定适当的道德准则和

框架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报告确定了以下几个关于在大规模测评中使用过程数据的高级建议。

首先，应将过程数据“按设计”的使用集成到测试结构、项目设计、数据基础设施

和验证过程中。其次，应考虑和研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以及利用过程

数据支持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机会。最后，有关过程数据的收集、解释和使用的

报告应完全整合到测试组织的报告和出版物中。在这方面，需要就使用过程数据的

理由和论据进行面向公众的沟通，以建立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和理解。

完整版报告可通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d9009ff-

en.pdf?expires=167473769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6A7A144

D14C225A0A1D6BC8C848C3F4E 下载。

智能技术与学习测评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d9009ff-en.pdf?expires=167473769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6A7A144D14C225A0A1D6BC8C848C3F4E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d9009ff-en.pdf?expires=167473769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6A7A144D14C225A0A1D6BC8C848C3F4E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d9009ff-en.pdf?expires=167473769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6A7A144D14C225A0A1D6BC8C848C3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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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学习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关于可信远程测评的教学和技术策略

研究背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线学习呈显着增长趋势。然而，先前的研究

表明，在这些模式下，易出现学术不诚实现象。因此，为获得有效和可靠的学生知

识衡量标准而进行的值得信赖的远程测评充满挑战。

研究问题：当代研究中提出了哪些行动来从技术和教学角度提高远程测评的可

信度？

研究方法：作者分析了“远程学习中的可信测评和学术诚信”特刊的论文，采

用演绎定性编码方法论推出提高远程测评可信度的方法。

研究结果：作者确定了八种提高远程测评可信度的方法，其中四种用于考试和

高风险测试，一种专门用于基于绩效的测评，三种用于任一类型的测评。每一种方

法都提供了对应的技术和教学策略，以及适用教学环境和相关文献（见图2）。

研究影响：研究结果加深了目前对可信远程测评的理解，邀请从业者和研究人

员探索不同类型的测评方法以及与学习测评的不同阶段。

完整版文章可通过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

jcal.12755 阅读。

信息来源：Hilliger, I., Valiente, J.A., Alexandron, G. & Gasevic, D. (2022). 

Trustworthy remote assessments: A typology of pedag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ies.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38:1507–

1520. https://doi.org/10.1111/jcal.12755

信息来源：OECD. (2023, January 25). The uses of process data in large-

scale educational assessments.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the-uses-

of-process-data-in-large-scale-educational-assessments-5d9009ff-en.ht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cal.12755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jcal.12755
https://doi.org/10.1111/jcal.12755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the-uses-of-process-data-in-large-scale-educational-assessments-5d9009ff-en.ht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the-uses-of-process-data-in-large-scale-educational-assessments-5d9009ff-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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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八种提高远程测评可信度的方法

图2：八种提高远程测评可信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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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八种提高远程测评可信度的方法

接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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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学习空间与未来学校

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EdSurge）: 教师使用AR/VR工具的建议

制定一个具有明确目的并符合学生需求的计划能够让学生受益于沉浸式技术，

以下是一些可以用来制定在课堂上使用虚拟现实的步骤：

1.确定目标

为什么要使用AR或VR？是否正在使用该技术来激发新的学习兴趣、教授新概

念或强化困难的概念？了解想要实现的目标将指导使用者寻找合适的资源。沉浸式

技术发挥最大影响的时候是教师们教授的内容（如果没有AR或VR）无法在课堂中

实现之时。有时，学生需要了解一个难以理解或因客观环境因素而无法探索的概念。

例如，如果没有技术的帮助，学生们很难亲自观察珊瑚礁生态系统，探索月球地貌

等。在这些情况下，沉浸式技术可以帮助教师突破学习的限制和局限。

2. 使用特定工具时应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兴趣

确定目标后，下一步是选择适合的工具。随着新工具不断地推陈出新，教师们

不知从何下手选择工具，以及哪些资源最能支持学生们学习新知识。很少有一种工

具可以满足课堂上每个学生的需求。在整个课程中，教师通常选择和使用多种资源，

寻到资源的关键是了解学生们如何学的最好、对什么感兴趣以及影响他们AR/VR体

验的因素。例如，如果学生因为感到恶心而难以使用VR，那么教师可以选择运动

量最少的资源。如果学生是一个狂热的游戏玩家，教师可以考虑使用沉浸式挑战或

竞技游戏来激发他们的学习体验。与任何课程工具或资源一样，选择过程应调整以

适应学生的学习风格、需求和兴趣，确保选择的工具能带来最好的学习效果。

3. 了解课堂设备的优势和局限性

教师们需要了解哪些资源适用于已有的课堂设备。设备类型和使用年限等因素

会影响课堂上沉浸式体验的选择类型，因此了解哪些设备可以使用以及它们的使用

年限非常重要。某些设备可能会限制对特定AR或VR体验的访问或功能。一个常见

的误解是，必须购买昂贵的设备，才能在课堂上使用沉浸式技术，但事实并非如此。

教师们可以先使用已有设备进行练习，这几乎不需要额外预算，当教师发现其他更

好的技术来支持学生学习时，再尝试使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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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虑学习曲线

准备出色的沉浸式课程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使用几乎没有学习曲线的资源。一些

沉浸式资源需要大量准备工作才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在应用程序内进行交互操作。

作为替代方案，使用不需要太多先验知识或技术理解的工具可以让学生们直接进入

学习阶段。因为使用沉浸式工具是为了深化学习并支持学生学习新知识，而不是学

习如何使用一个新技术。事实上，大多数流行的工具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们

在课堂上易于使用。初学者可以立即开始使用沉浸式技术探索、创造和分享他们的

知识。

5. 准备试错

在教育领域使用沉浸式技术仍然相对新颖，因此请牢记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

测试员的身份。将沉浸式技术构建到课程中需要教师进行反复试验，因为并非所有

工具都能按原计划被使用，灵活使用才是关键。教师们也可以向开发工具的公司分

享见解和建议。沉浸式技术可以成为吸引学生的强大工具，只有教师们仔细计划才

能够更好地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深入、更难忘的学习体验。

信息来源：EdSurge. (2023, January 20). Before Using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Tools, Teachers Should Develop a Plan. https://www.edsur

ge.com/news/2023-01-20-before-using-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

tools-teachers-should-develop-a-plan

全球高等教育新闻（World University News）: 迈向数字化的欧洲高等教育

接受和使用“数字增强型学习和教学（DELT-定义：技术伴随或技术支持的任

何类型的学习和教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越来越明显，除了技术还需要大量的资

源、参与、战略和领导。过去三年中，由欧洲大学协会组织的DIGI-HE项目

(https://eua.eu/101-projects/772-digi-he.html) 探索了如何支持和促进实施

DELT的战略方法。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3-01-20-before-using-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tools-teachers-should-develop-a-plan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3-01-20-before-using-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tools-teachers-should-develop-a-plan
https://www.edsurge.com/news/2023-01-20-before-using-augmented-and-virtual-reality-tools-teachers-should-develop-a-plan
https://eua.eu/101-projects/772-digi-h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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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数字化转型

DELT需要对整个机构进行变革，从技术使用和场所调整到课程和教学的重组，

对员工的任务、工作方法和整体情况也会产生影响。它还可以在成本、维护和互操

作性以及资源和技能方面承担相对较高的风险。虽然没有可供机构遵循的蓝图，但

机构战略和机构间同行学习是前进的关键。项目活动如“学习与教学主题同行小组”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thematic-peer-

groups.html）每年召集一组选定的欧洲大学协会成员，讨论并探索在机构层面组

织实施学习与教学的实践和经验教训，确定特定主题的优秀实践做法，旨在加强自

下而上的方法，让欧洲大学参与进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展示整个欧洲高等教

育领域方法的多样性。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反思和寻找解决方案的机会。在“增强”方面，

人们广泛认为需要制定战略性参与方法。教职工和学生从早期阶段就持续参与，不

仅可以避免脱离接触，还可以促进主动改进。制定战略性参与方法对学习创新也至

关重要，学习创新需要技术和领导力，鉴于院系和部门的具体需要，战略应提供试

验空间和合理的辅助水平，避免出现被孤立的部分。

此外，DIGI-HE项目的讨论往往侧重于如何在数字环境中实现学习和教学，考

虑到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以及学生和教职工的福祉，机构应解决如何结合不同的

（同步、异步、校内、校外）方法。这同时也对教学的组织方式产生了更广泛的影

响。

反思-自我评估

除了同行学习，是否有更系统的方法来支持机构战略发展？在DIGI-HE项目开

始时，各个机构对其数字准备情况的自我评估将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评估工具可以

支持这一点，并且还可以促进机构间交流、同行学习和可能的基准测试和社区建设。

然而，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自我评估工具的使用或影响。创新并确保可持续性的

DELT战略被普遍认为是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自我评估是为机构制定数字战略

方法的必要步骤，现有工具可以作为有用的起点。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thematic-peer-groups.html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thematic-peer-grou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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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及以后的展望

人们曾寄予厚望，认为在新冠疫情之后，机构将迅速推出创新的、面向未来的

DELT战略。然而，许多在疫情期间行之有效的方法不再适用，许多机构和系统层

面都面临着“恢复正常”的巨大压力。通货膨胀和成本上升的影响并没有真正为数

字化转型投资奠定基础。现阶段人们需要尝试不同的转型路径，这面临着如何改善

学生体验和技能需求，如何最好地展示和衡量DELT在质量和学生体验方面的优势，

不断发展的技术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等方面的挑战等。

信息来源：[1] World University News. (2023, January 23). Setting the

stage for d ig i ta l l y enhanced h igher educat ion ( in Europe) .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012312542259

6

[2] 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n.d.). Learning & Teaching

Thematic Peer Groups.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

thematic-peer-groups.html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0123125422596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30123125422596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thematic-peer-groups.html
https://eua.eu/101-projects/540-learning-teaching-thematic-peer-groups.html


5. 数字教育资源与开放获取

16

数字教育资源与开放获取

教科文组织（UNESCO）：基于OER的教师ICT能力框架应用

教师ICT能力框架

教师ICT能力框架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ICT CFT) 第

3版是 指 导 培训职前教师和在职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的工具，适用于从K-12到高等教

育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系统，旨在通过为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提供最新框架来支持

国家和机构目标。框架确定了教师应掌握的18项信息通信技术能力，并将这些能力

细分为64个具体目标，例如鼓励教师，了解国家教育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中确定的国

家优先事项，信息通信技术如何支持课程、测评策略、教学法，学校和班级组织管

理以及持续的专业发展等。

ICT CFT开放教育资源项目

ICT CFT开放教育资源项目支持使用者使用教师培训资源，以情景化的方式 培

养框架中涉及的ICT能力。项目旨在支持会员国将教师ICT能力框架背景化，主要通

过三项行动满足国家和机构需求：（1）使ICT能力框架的组成部分与教育数字能力

相关的国家和/或机构目标保持一致；（2）开发开放许可（OER）的教师培训教材

；（3）基于开放教育资源的材料，实施教师培训计划。

ICT CFT/OER中心（https://www.oercommons.org/hubs/UNESCO）包含

由教科文组织和伙伴国家策划的开放教育资源合集，这些合集与ICT CFT保持一致

，支持共享与ICT CFT情境化相关的主题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被访问、重复使用、

重新调整用途、改编和重新分发。该项目建立了一个由参与国家和机构组成的网络

，这些国家和机构为ICT CFT/OER中心做出了贡献，并为分享最佳实践提供了一个

宝贵的平台。

信息来源：UNESCO. (2023, January 12). UNESCO's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https://www.unesco.org/en/digital-competencies-

skills/ict-cft

https://www.oercommons.org/hubs/UNESCO
https://www.unesco.org/en/digital-competencies-skills/ict-cft
https://www.unesco.org/en/digital-competencies-skills/ict-c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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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政府技术中心（GovTech Center）与Skriware公司合作，使波兰的每所

小学都能够免费使用教育资源数据库。得益于与Skiware公司的合作，教师将能够

轻松掌握所购设备的操作和功能，并能够使用最新技术开展有趣且引人入胜的课程

；学校将学会使用早前购买的3D打印机和其他设备来实施有趣的课程。教育和科

学部数字化转型代表Justyna Orłowska表示，波兰政府技术中心宣布与Skriware

公司合作，为教师、学生和家长提供培训材料，以便在学校的每个学科中尽可能有

效地使用3D打印。Skiware公司为学校提供各种科目的课程计划。

Skriware免费学术包

截至目前，将近2500人次使用了免费资源。学校获得了免费的“入门包”。地

方和非政府学校都将申请Skriware学术包，教师和学生将能够使用“入门包”中的

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免费访问Skriware学术包的一部分，学校还将获得Skrimarket

专有3D模型库和3D建模工具的访问权。参与的学校将获得10个教师帐户，允许使

用：(1) Skriware学术教育平台（提供教学和电子学习材料）； (2) Skrimarket 3D

打印模型数据库； (3) 专有的3D建模工具Playground和Creator； (4) 可全年使用

的方法论支持包。此外，使用学术包的教师将掌握设备的操作和功能，使用技术开

展有趣的课程，与学生一起学习3D建模，获得使用3D打印机和其他设备的额外支

持。

如何进入平台

学校应通过教育信息系统发送给校长的表格进行注册，学校管理员随后授予教

师访问权限并在Skiware Academy（https://academy.skriware.com/）上设置帐

户。

信息来源：Ministerstwo Edukacjii Nauki. (2023, January 11). Bezpłatny

dostęp do bazy materiałów edukacyjnych – współpraca GovTech i Skriware.

https://www.gov.pl/web/edukacja-i-nauka/bezplatny-dostep-do-bazy-

materialow-edukacyjnych--wspolpraca-govtech-i-skiware

波兰：小学可免费访问教育资源数据库

https://academy.skriware.com/
https://www.gov.pl/web/edukacja-i-nauka/bezplatny-dostep-do-bazy-materialow-edukacyjnych--wspolpraca-govtech-i-skiware
https://www.gov.pl/web/edukacja-i-nauka/bezplatny-dostep-do-bazy-materialow-edukacyjnych--wspolpraca-govtech-i-ski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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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文摘（EdTech Digest）: 关于OpenAI公司开发的ChatGPT工具

ChatGPT是一种多功能工具，可以成为各个领域学生和教师的宝贵资源。该模

型基于GPT架构（GPT-OpenAI公司开发的一种语言模型），经过超过570GB文本

的海量数据集训练，能够以自然且引人入胜的方式理解并响应人类语言。对于学生

来说，ChatGPT可以成为出色的写作助手。该模型可以根据给定的提示生成新的文

本，这对于正在与写作障碍作斗争或需要写作灵感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此外，ChatGPT还可以进行微调以了解特定领域或行业，这对于正在撰写小众主题

文章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对于教师来说，ChatGPT可以成为创建交互式

教育内容的宝贵工具。该模型生成文本和响应自然语言查询的能力可用于创建引人

入胜的交互式测验、工作表和其他学习材料。此外，ChatGPT可对学生的书面作业

生成自动反馈，从而使教师有时间专注于学习过程的其他重要方面。

ChatGPT对学生和教师都有益处的另一个领域是语言学习。该模型的自然语言

理解能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一门外语的细微差别，也可以用来创建交互式会

话练习，供学生练习口语和听力技能。教师还可以使用ChatGPT创建聊天机器人助

手，回答学生的问题、提供有用的资源，甚至安排会议。此外，ChatGPT易于与其

他应用程序和平台集成，可用于广泛教育环境的多功能工具。这种灵活性使其成为

寻找新方法来吸引和支持学习者的重要资源。

总的来说，ChatGPT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成为许多领域学生和教师的宝贵

资源。它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文本的能力使其成为写作辅助、语言学习和创建交

互式教育材料的绝佳工具。凭借其易用性和灵活性，它是学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在寻找学习辅助工具或支持其教学方法时绝对应该考虑的工具。

信息来源：EdTech Digest. (2023, January 12). ChatGPT from OpenAI.

https://www.edtechdigest.com/2023/01/12/chatgpt-from-openai/

https://www.edtechdigest.com/2023/01/12/chatgpt-from-ope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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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校远程教育指南

《学校远程教育非法定指南》是英国教育部关于在部分或所有学生无法上学或

违反政府指导的情况下提供的高质量远程教育的非法定指导。指南为英格兰学校的

校领导、工作人员、信托领导、信托委员会和管理机构提供参考，也对父母和抚育

者以及地方当局有参考价值。指南仅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学生。

指南介绍了远程教育应采用的2类场景：学校关闭或出勤限制；学生无法上学

但有能力学习。指南还介绍了为学生提供远程教育时要考虑的3个事项：确保学校

、家长、抚育者、学生本人或相关医疗专业人员（如适用）同意远程教育；在将远

程教育作为重返学校计划的一部分时，应定期审查其有效性，同时确定可以采取哪

些其他支持帮助学生尽早重返学校；设定时间节点，在该期限内审查远程教育，让

学生在返回面对面教学时，获得支持并满足其需求。指南还提供了优秀实践做法供

学校进行参考，以及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提供远程教育建议。

完整版指南可通过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

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30279/Remote_education

_guidance_-_Jan_23.pdf.pdf 下载。

信息来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23, January 23). Providing 

remote education: non-statutory guidance for schoo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roviding-remote-

education-guidance-for-schools

英国联合信息系统文员会（JISC）：高等教育领导者

如何将数字化置于机构战略的核心

数字化进程要求大学对他们所处的位置、过程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持现实

态度。已取得进展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使用了类似的路线图提高其数字化成熟度，以

下概述了他们为取得成功所遵循的五个重要步骤：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30279/Remote_education_guidance_-_Jan_23.pdf.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30279/Remote_education_guidance_-_Jan_23.pdf.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130279/Remote_education_guidance_-_Jan_23.pdf.pdf
https://www.gov.uk/%0dgovernment/publications/providing-remote-education-guidance-for-schools
https://www.gov.uk/%0dgovernment/publications/providing-remote-education-guidance-for-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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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基础设施和系统

即使是在数字议程方面拥有远大抱负的高等教育机构仍专注于“修复基础”，

即保障可靠运行的基础设施和相互通信的系统，此举确保了数据交换和用户无缝式

体验。如果一所大学想要获得世界一流的服务，那其需要认识到世界一流的基础设

施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

2.投资人力和技能

任何组织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人力。有些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职工和学生之间存在

技能鸿沟，并且缺乏数字自信心。在机构已拥有成熟技术的情况下，他们将培养教

职工有效使用技术的信心和能力。这些机构将技能开发置于数字战略的核心，并将

其作为机构的共同优先事项。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对机构教职工和学生进行基

准测试，使用自我评估工具来了解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发展需求。将此与动态和灵活

的培训计划相结合可以增强教职工的能力并建立他们的信心，从而支持学生为他们

的专业和职业做好数字化准备。

3.关注客户和利益相关者

成功的团队都明确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包括学生和教职工。机构使用调查

、焦点小组和其他来源收集数据，并让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制定战略和实施

计划。将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观点与轻松、迭代的开发过程相结合，可以实现“测

试-评估-改进”模型，从而可以更快地开发服务。

4.资源项目的快速、轻量级流程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仍使用非常传统的项目管理方法，但在用户需求和技术格局

快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方法的开发速度可能会变慢。有些高等教育机构成功采用

了两种筹资方法，虽然他们仍对最大的变革计划采用传统的业务案例流程，但他们

也有一个独立的数字战略或创新基金，可以从中为较小的项目提供资源，而无需复

杂的审批流程。这种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在迭代之前收集有效的证据，并将其推广到

更大的组织。

5.改变对数字技术和结果的态度

数字战略需要时间、投资和领导层的支持来推动其向前发展。数字化转型对于

高等教育领导者来说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许多移动部件触及机构的所有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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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数字战略需要来自高层领导的部署。高层领导者必须为符合战略组织目标

的数字愿景做出贡献，应为良好的数字化实践树立榜样，并支持整个组织范围内

数字化文化的发展。具有前瞻性的高校正在将数字化作为贯穿其所有企业战略的

黄金发展线。为了实现数字化转型，整个机构的高层领导者需要对数字化拥有集

体所有权和责任。在执行团队中只有一个人负责数字化是不够的，机构中的高层

领导者应共同关注数字化，而不仅仅是那些头衔中有数字化或IT的人。

了解更多高等教育领导者如何在其机构内推动数字创新，请参考完整版《英国

高等教育的数字战略：使数字成为主流》报告 https://repository.jisc.ac.uk/902

2/7/digital-strategies-in-uk-he-making-digital-mainstream.pdf

信息来源：JISC. (2023, January 24). How higher education leaders are 

putting digital at the heart of institutional strategy. https://www.jisc.ac.u

k/blog/how-higher-education-leaders-are-putting-digital-at-the-heart-of-

institutional-strategy-24-jan-2023

https://repository.jisc.ac.uk/9022/7/digital-strategies-in-uk-he-making-digital-mainstream.pdf
https://repository.jisc.ac.uk/9022/7/digital-strategies-in-uk-he-making-digital-mainstream.pdf
https://www.jisc.ac.uk/blog/how-higher-education-leaders-are-putting-digital-at-the-heart-of-institutional-strategy-24-jan-2023
https://www.jisc.ac.uk/blog/how-higher-education-leaders-are-putting-digital-at-the-heart-of-institutional-strategy-24-jan-2023
https://www.jisc.ac.uk/blog/how-higher-education-leaders-are-putting-digital-at-the-heart-of-institutional-strategy-24-jan-2023


第23届爱尔兰国际教育会议（IICE）是一个致力于推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国际

会议。IICE每年举办两次，IICE-2023春季会议将于4月11日至13日在爱尔兰邓劳海

尔的皇家海洋酒店举行，秋季会议将于10月24-26日举行。IICE促进学术人员和专

业人士之间的卓越协作，旨在为来自不同教育领域的跨学科学者和专业人士提供机

会，以弥合知识差距，促进学术尊重和教育学的发展。IICE-2023主要关注包括概

念分析，设计实施和绩效评估在内的研究论文。4月举行的IICE-2023主题是“教育

和研究的全球议题”。报名网址为 http://www.iicedu.org/registration/

信息来源：IICE 2023. (n.d.). The 23rd Irel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https://www.iiced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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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届爱尔兰国际教育大会

第3届元宇宙教育前沿峰会圆满落幕

2022年12月24日，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指导，由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

中译出版社和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联合主办、元宇宙教育实验室承办的“第三届元

宇宙教育前沿峰会”于线上举办。本届峰会以“元宇宙助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为主题，汇聚十余位元宇宙教育领域专家和职业院校领导，共同探讨“元宇宙+职

业教育”的广阔未来。

活动上，元宇宙教育实验室主任、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主任杨丹表示，

长久以来，高投入、高损耗、高风险及难实施、难观摩、难再现的“三高三难”痛

点和难点长期困扰职业教育，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元宇宙的重要特点就包

括深度沉浸、高度模拟真实场景和高度的信任机制，这恰好可以适配解决职业教育

面临的“三高三难”瓶颈问题。

http://www.iicedu.org/registration/
https://www.iicedu.org/


7. 会议与资讯

23

元宇宙教育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

会主席朱嘉明表示，学习和掌握元宇宙教育，首先要接受教育人工智能化、人工智

能教育化的大趋势。元宇宙将成为把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革命、教育革命连接起来

的中介。它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也会产生提高教育价值的重大内在作用。

北京邮电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副秘

书长李青表示，教育行业已经成为网络安全问题的重灾区之一，对学生的保护尤其

是儿童的保护任务艰巨，元宇宙与以往的平台相比风险会更多。“企业要为自己的

产品定制隐私政策；需要合理地遵循现有的数据隐私法规，强化用户的隐私保护；

教育机构在应用元宇宙时需要注意审查XR设备的数据采集功能，评估设备和平台的

隐私条款，评估隐私数据泄漏的风险，并做好宣传教育。” 李青说。

据了解，本届峰会还进行了2022“元宇宙+教育”十大新闻发布和“2022元宇

宙职业教育优秀案例”颁奖。优秀案例获奖院校包括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来源：转载自中国教育新闻网. (2022，12月28日). 第三届元宇宙教育前沿

峰会举办，助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http://www.jyb.cn/rmtxwwyyq/jyxx

1306/202212/t20221228_2110986806.html

http://www.jyb.cn/rmtxwwyyq/jyxx1306/202212/t20221228_2110986806.html
http://www.jyb.cn/rmtxwwyyq/jyxx1306/202212/t20221228_2110986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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