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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指导办公室 
 

 

 

浙工程办函〔2015〕1号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指导办

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培训课程开发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各教师培训机构，有关高等学校： 

为指导各地组织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规

范引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建设与实施工作，根据浙江省

教育信息化实际，参照国家有关标准，研究制定了《浙江省中小学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开发指南(试行)》，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指导办公室 

2015 年 3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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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 

开发指南(试行) 
 

一、总则 

（一）为规范引领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以下简称“提升工程”）培训课程建设与实施工作，根据教育部《中

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教师厅〔2014〕3号，以下简称《能

力标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教

师厅函〔2014〕7 号，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按照《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实施全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浙教师

〔2014〕145 号）有关要求，制定《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培训课程开发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幼儿园、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开展类似培训时可参照执行本指南。 

（二）《指南》按照我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政策及建设规划，综合

考虑我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环境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的差

异，旨在满足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起点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需求，推行“分层分类、开放自主”的教师培训选学机制，确保按

需施训。 

（三）《指南》通过课程和主题的深化设计，以“主题式培训”、

“任务驱动”、“实践导向”，“问题解决与案例研习相结合”的方式，

适应“以校本研修为基础、网络服务为支撑”的培训模式改革要求，

确保学用结合。 

（四）《指南》依据《能力标准》对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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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性要求，设置“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实践课

程”和“支持性课程”等四类课程，各类课程下设若干课程系列与主

题。 

（五）《指南》不仅用于指导课程开发，也用于指导中小学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测评工作，确保“提升工程”有效实施。 

二、课程目标 

综合课程包括“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导论”、“信息技术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2个系列；专题课程包括“信息技术优化教学”、“信息

技术变革学习”2个系列；实践课程设“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实践”1

个系列；“支持性课程”设“信息技术素养”1个系列。 

（一）“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导论”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培训，使教师了解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现状、趋势及应用潜能，领会国

家和省教育信息化政策规划、推进部署，深入理解中小学教师信息技

术教育应用能力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人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专项

能力提升规划。 

（二）“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培训，使教师树立主动运用信息技术促进专业发展的意识，掌握

专业发展所需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学会利用信息技术获取专业发展资

源，进行个人反思提炼，开展群体交流协作，养成在技术环境中自主

学习的习惯，促进终身学习，实现专业自主发展。 

（三）“信息技术优化教学”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训，

增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的意识，结合不同的信息技术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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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设计适宜的信息化教学策略，改进讲解、示范、指导、评价等

教学活动，优化课堂教学，提升教育教学效果。 

（四）“信息技术变革学习”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训，

使教师了解技术支持的学习类型及活动，能结合不同信息技术环境和

条件，创设情境，引导学生采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创新学习方式，管理、

评价、支持学生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 

（五）“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实践”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培训，使教师有效参与专题课程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参与本校教育信

息化建设规划密切相关的实践任务，提高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的应用技能，提升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实践智慧与创新思维。 

（六）“信息技术素养”系列课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培训，弥

补与提升教师学习上述各系列课程及进行教育教学实践时所需要的

信息技术应用技能，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学环境使用，数字教育资源

获取、加工与制作，信息化教学实施、管理与评价工具使用等。 

三、课程主题 

本指南设立的四类课程均包含若干课程主题，培训机构要依据课

程主题，按照学科（领域）规划课程，分学科（领域）开发课程，其

中专题课程的建设至少应涵盖简易多媒体教学系统、交互式教学系

统、网络教学系统和移动教学系统等应用情境，并针对不同应用水平

的教师分层次设定分主题，以供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能力起点的

教师选学。各系列包含的课程主题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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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浙江省“提升工程”课程主题 

类别 课程系列 课程主题 对应《能力标准》 

综合

课程 

信息技术

教育应用

导论 

G1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解读 无 

G2 信息技术引发教与学的变革 I1、II1 

G3 信息化教学设计流程与方法 I6、I7 

G4 教育信息技术现状与发展 I2-I4、II2-II4 

信息技术

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 

P1 技术环境下的教师自主专业发展 C21、C23、C24 

P2 网络研修社区与教师专业发展 C21、C22、C23 

P3 技术支持的校本研修实施与管理 C21、C25 

专题

课程 

信息技术

优化教学 

T1 教学准备方式的变革 I8、I9 

T2 教学情境的创设 I12 

T3 教学内容呈现的变革 I12 

T4 学生参与方式的设计 I12、I13、I16 

T5 教学评价与管理方式的变革 I12、I13、I14、I17、I18、I19、I20 

T6 课堂观察的设计与实施 I14、I18 

T7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误区及应对 I10、I11、I15 

信息技术

变革学习 

L1 传统课堂学习方式的变革 II6、II7、II13、II18 

L2 混合式学习设计 II6、II7、II8、II12、II13、II18 

L3 混合式学习的实施 II9、II10、II11、II15、II16 

L4 在线学习设计 II6、II7、II8、II12、II13、II18 

L5 在线学习学生引导与支持 II5、II9、II10、II11、II15、II16 

L6 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监控 II5、II10、II11、II15、II20 

L7 学习活动评价与分析 II14、II17、II19 

实践

课程 

信息技术

教育应用

实践 

根据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应用条件及

教师应用能力水平及特点，参照综合课程和

专题课程的主题设计符合不同学科特点的

课堂教学实践和校本研修主题。 

参照综合课程和专题课程对应标

准。 

支持

性课

程 

信息技术

素养 

S1 信息技术应用意识与素养 I1、I4、II1、II4 

S2 信息环境与设备使用 I2、II2、II3、II11、 

S3 数字教育资源制作与管理 I4、II4 

S4 教育教学软件选择与使用 I3、II3 

S5 信息化诊断与评价 I3、II4、I19、I20、II20 

S6 信息技术支持的沟通与协作 I5、I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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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据综合课程主题开发的培训课程，其内容重在帮助教师

了解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潜能及其发展趋势，树立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主动应用信息技术的意识，了解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转变学习方

式、促进专业发展等领域中的应用模式、实施思路以及所需技能的研

修路径等。 

（二）依据专题课程主题开发的培训课程，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各

学科（领域）的典型应用案例，针对信息技术在不同学科（领域）、

不同教学情境中的具体应用，介绍其设计思路、实施流程、管理评价

及策略技巧等，尽可能使教师理解在不同信息技术环境和教育教学情

境中应用信息技术的方式与方法，掌握信息技术教育应用不同学科

（领域）的设计方法与实施技能，并以点带面，以信息技术驱动教育

教学创新。 

（三）实践课程是结合上述两类课程主题，围绕学校教育信息化

建设规划、建设重点及学科特点开发的校本课程。实践课程通常是综

合课程和专题课程的延伸，也是依据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设计的校本

研修活动，其主要目标是引导教师结合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要求，通

过校本信息技术应用实践，检验、提升信息技术教育应用的实践技能

与创新思维。 

（四）依据支持性课程主题开发的培训课程，其主要内容是信息

技术教育应用中相关信息技术环境、设备、软件等的基础知识和操作

技能。此类课程的主要作用是让教师能按照能力标准要求，检视自身

信息技术素养水平，并对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针对性的弥补，最

终促进教师技术素养均衡、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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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建设要求 

（一）课程建设主体。培训任务承担机构是“提升工程”培训课

程的建设主体，机构要注重与中小学合作，参照《指南》要求，依据

各级主管部门及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规划与工作重点，结合中小学日

常教育教学工作任务与实践要求，建设一批能够符合使用区域实际，

贴近中小学校和一线教师教育教学需要的优质培训课程资源, 推动学

校教育信息化水平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二）课程主题。培训任务承担机构要严格按照课程主题设计培

训课程，遵循课程主题设置要求，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应用信息技

术的特点，确定培训课程内容，同一课程主题可根据需要设计一门或

多门课程。 

（三）课程形式。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和支持性课程的建设形式

为网络课程，主要采用远程培训（在线学习）方式实施；实践课程定

位为校本课程，内容主要是围绕上述三类课程的实践性任务，采用校

本研修方式实施。综合课程、专题课程必须为校本研修提供必要的主

题及研修过程指导。 

（四）课程结构。各类课程必须包括明确的培训目标、清晰的内

容结构和详细的评价方案，并提供适合我省中小学教师学习特征的研

修路径。培训资源和学习活动要与培训主题密切相关、科学合理，学

习过程的评价和考核方案应体现过程性评价的要求。 

（五）分层分类。要切实做好培训需求调研，将提升信息化教育

教学能力与学校教育信息化水平作为主要目标，探索利用测评工具，

分析诊断不同地区（学校）、不同能力起点、不同学科（领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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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教育职能教师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规划与设计。其中，

专题课程至少应涵盖简易多媒体教学系统、交互式教学系统、网络教

学系统和移动教学系统等主要信息技术教育应用情境，并依据教师不

同应用层次分别开发主题课程。 

（六）课程学时。“提升工程”各课程分类中，综合课程和实践

课程为必修模块，其中综合课程占 15 网络学时（折算 5 培训学时），

实践课程占 30学时；专题课程为选修模块，须提供适合各学科、各学

段教师选学的 180学时以上课程资源，教师在其中至少应选学 45学时

（折算 15培训学时）；支持性课程至少应有 90学时的课程资源，以

供技术素养未达到研修上述三类课程入门水平的教师自主选学，教师

自主选学此类课程时，可计入“提升工程”实践课程培训学时，但总

数不超过 15学时（折算 5培训学时）。教师完成各类课程研修任务，

并通过省教师教育质量监控中心发展性测评后，计入教师专业发展培

训 50学时。具体培训课程学时分配及折算后的培训学时如表 2所示。 

表 2浙江省“提升工程”课程建设与选修学时规划 

类别 课程系列 建设要求 选课要求 折算学时 

综合 

课程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导论 
15 15 5 

信息技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专题 

课程 

信息技术优化教学 ≥90 45 

（可以一个课程系

列为主，但另一系列

选课不少于 12学时） 

15 
信息技术变革学习 ≥90 

实践 

课程 
信息技术教育应用实践 ≥60 25～30 25～30 

支持性

课程 
信息技术素养 ≥90 

供技术素养未达入

门水平者自主选学，

但计入“提升工程”

专项培训学时不超

过 15学时 

5 

合计 5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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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用结合。课程开发须注重运用典型案例，帮助教师合理

使用信息技术，解决学科教学重难点问题；同时要适应开展混合式培

训的需要，合理规划课程资源形态与学习路径，特别是要做好综合、

专题、支持性三类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衔接，关注技能引领及与日常实

践的融合互通，合理设计实践任务，科学规划考核评价机制，确保教

师学用结合。 

（八）资源规范。严格遵照网络课程开发的相关技术标准和格式

要求。音视频、多媒体课件、文本、动画等课程资源要采用通用格式

与标准，具有兼容性，保证学习者能够使用不同浏览器与通用播放软

件进行学习。 

五、课程实施要求 

（一）遴选适合浙江省需要的课程及培训任务承担机构。省“提

升工程”实施指导办公室依据本指南要求，本着“公开、公正、公平”

原则，组织专家对拟纳入“提升工程”的培训课程进行审核，遴选高

质量的课程资源。将把课程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作为“提升工程”培

训任务承担机构遴选的重要条件。将一线教师对课程资源的满意度，

作为培训机构调整的重要依据。 

（二）要以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能力提升为重点，合理配置各

类课程，为教师提供多套培训课程组合菜单，供不同学科、学段，不

同层次的教师选学。各地“提升工程”管理办公室、中小学校和培训

机构要在训前诊断性测评基础上，指导教师合理选择培训课程，做到

按需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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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培训模式创新，完善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的途径

和方法，实现教师边学习、边实践、边提升，培训机构要建立一体化

的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整合的管理和评估体系，推动每个教师在课堂

教学和日常工作中有效运用信息技术，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 

（四）各地“提升工程”管理办公室、培训机构和中小学校应分

工协作，切实做好信息技术应用氛围的营造，做好课堂教学实践、校

本研修，各级教师教育质量监控部门应配合培训机构做好课堂教学实

践和校本研修的质量监控工作。 

六、附则 

（一）本指南由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实

施指导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指南自 2015年 4月 1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