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教技信〔2020〕13 号 

 

台州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关于开展 2020 年“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

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技术中心、市直属学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关于开展 2020 年“基于技术的教与学

方式变革”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精神，总结和提炼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基于技术的教

与学方式变革路径与模式，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台州市“基

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案例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案例征集范围 

本次案例征集对象包含区域、学校、教研团队、教师个人等，涵

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和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 



 

二、案例类型及报送要求 

（一）案例类型 

本次案例征集活动分：优化课堂形态、“互联网+教育”、教育数

字化转型、名师网络工作室、网络学习空间、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

中小学书香校园、幼儿园自制玩教具、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九个专题。 

（二）材料要求 

案例各项申报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案例文本。要求针对教与学方式变革的一个或多个维度，遵循

“基于问题、技术载体、举措机制、实践成效、反思谋划”案例总结

提炼路径，按照“问题导向、点位聚焦、凸显应用、彰显成效”的撰

写思路，突出基于技术破解问题的实践举措、实际成效和借鉴意义。

案例文本应注重真实性、可读性、故事性和借鉴性，文本以第三人称

撰写，字数 3000-5000 字。 

2.视频（数字）故事。要求突出案例主题实践举措和成效的视频，

时长 5 分钟左右，以应用场景和实际案例成效为主。 

3.案例文本撰写和视频（数字）故事制作要求可登录之江汇教育

广场“智慧教育典型案例聚享空间”（http://al.wk.zjer.cn）“资讯

动态”参阅案例撰写建议和数字故事编制建议。 

（三）各类案例征集专题报送要求 



 

1．优化课堂形态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区域、基础教育段学校、教研团队、教师个

人等群体。旨在探索基于移动终端、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依托技术重构师生角色，提升师生信息素

养，促进教学应用的全覆盖；优化教学手段，探索混合式、体验式、

项目式、翻转式等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习内驱力，支撑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式学习；变革学习评测方式，注重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挖

掘，实现教学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精准化；改变教育供给方式，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新模式和新方式研究。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推荐数量及时间：临海、温岭各 5 个，其他县（市、区）各

3 个，市直学校 2 个，9 月 7 日前完成推荐。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于

9 月 15 日前遴选推荐 15 个优秀案例参加省级评选。 

（4）专题联系人：吴瑶瑛，联系电话：0576-88582079，电子邮

箱：wyy@tzedu.org。 

2.“互联网+教育”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浙江省“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结对学校、

“互联网+义务教育”实验区。持续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的理性

实践，提升结对帮扶实效的实践探索；“互联网+义务教育”实验区、



 

基于技术的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助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探索与实践。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推荐数量及时间：各县（市、区）于 9 月 7 日前完成推荐，

推荐数量不低于区域内结对学校总数的 10%。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于 9 月 15 日前遴选不超过 20 个的优秀案例参加省级评选。 

（4）专题联系人：吴瑶瑛，联系电话：0576-88582079，电子邮

箱：wyy@tzedu.org。 

3．教育数字化转型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全省各市、县（市、区）、基础教育段学校。

突出区域或学校统筹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政务校务服务、大数据创

新应用等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应用，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在业务管理、

决策支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广泛深入应用，开展教育数据治理，实

现政务校务统一申请、集中办理、统一反馈和全程监督，助力管理精

准化和决策科学化。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推荐数量及时间：各县（市、区）推荐申报不超过 2 个，于

9 月 15 日前完成推荐。 

（4）专题联系人：吴瑶瑛，联系电话：0576-88582079，电子邮



 

箱：wyy@tzedu.org。 

4．名师网络工作室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省、市级名师网络工作室。探索名师网络工

作室应用信息技术在乡村学校帮扶、网络研修共同体建设、线上线下

混合式研修、在线教学、特色资源建设、教师专业发展转变等实践中

的典型经验，突出名师团队的实践与特色举措，主题明确，特色明显，

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推荐数量及时间：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于 9 月 15 日前遴

选 8 个优秀案例推荐参加省级评选。 

（4）专题联系人：张文刚，联系电话：0576-88582063，电子邮

箱：zwg@tzedu.org。 

5．网络学习空间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区域、学校、教研团队、教师个人。须展现

区域、学校、教师在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应用过程中促进教育理念、

学习环境、资源供给、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教育教学管理、教师信

息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和有效经验，为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

现代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有效路径。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案例撰写可参照



 

2019 年度教育部办公厅网络学习空间普及活动要求。 

（3）推荐数量及时间：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于 9 月 15 日前遴

选申报的 2 个区域案例、3 个学校案例、5 个教师案例参加省级评选。 

（4）专题联系人：吴瑶瑛，联系电话：0576-88582079，电子邮

箱：wyy@tzedu.org。 

6．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中等职业学校及其教师。挖掘提炼教育教学

实践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破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的典型实践，

选题切口小，经验可借鉴，用数据体现取得成效，并提炼形成应用模

式。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截止日期：9 月 15 日。 

（4）专题联系人：张文刚，联系电话：0576-88582063，电子邮

箱：zwg@tzedu.org。 

7．中小学书香校园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中小学校。落实书香校园建设，在校园书香

氛围营造、图书馆（室）环境建设、创新开展读书活动、将阅读渗透

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推进智能化管理、以书香为载体打造美丽校园

等方面的实践举措和成效。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和相关照片（5-10 张）。照片应选用高

像素图片，建议像素不低于 400 万，文件格式为 jpeg 或 png，文件大

小不限。 

（3）推荐数量及时间：临海、温岭各 3 个，其他县（市、区）各

2 个，市直 2 个，于 5 月 10 日前完成推荐。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遴

选 10 个优秀案例参加省级评选。 

（4）专题联系人：尹信，联系电话：0576-88582061，电子邮箱：

1091845306@qq.com。 

8．幼儿园自制玩教具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学前教育。幼儿园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正在使

用，由幼儿园教师设计制作或对工业化产品进行改造的玩教具，运用

无须制作，能有效支撑和辅助教育与游戏功能的自然材料、日常材料

的教学实践应用。其中，工业化生产的玩教具不在本次征集范围之内。 

建议作品从建构、科学、艺术、益智、运动、综合等六个方面选

择其一进行创作，不建议使用医疗器具（针筒、针头）、强磁铁，轮胎、

泡沫、粮食等作为自制材料。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故事（视频时长不超过 3 分钟）。 

（3）推荐数量及时间：临海、温岭各不少于 4 个，其他县（市、

区）各不少于 2 个，市直学校不少于 1 个。9 月 15 日前完成推荐。 



 

（4）专题联系人：项敏，联系电话：0576-88582061，电子邮箱：

xm@tzedu.org。 

9．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专题 

（1）案例要求：面向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

地 、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在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整合实践资源、技术

资源、社会资源和情境资源，展示实践基地活动成果，提升实践基地

教师能力水平，开展围绕研学实践教育、劳动实践教育、生存教育、

人文实践、科技创作五个主题的教学管理和活动实践。 

（2）案例材料：案例文本+视频（数字）故事。 

（3）截止时间：各县（市、区）于 9 月 15 日前完成推荐。 

（4）专题联系人：牟筱敏，联系电话：0576-88582058，电子邮

箱：905307069@qq.com。 

三、活动流程 

（一）组织发动（2020 年 4 月-8 月）：各县（市、区）应积极发

动所辖学校、教研团队和教师自主申报，组织案例征集的相关指导和

培训，根据要求挖掘和培育典型，指导文本撰写和视频（数字）故事

制作。落实各项专题案例对应联系人，于 4 月 15 日前将《2020 年台

州市“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案例征集活动县市区联系人信息

表》（附件 1）报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邮箱：wyy@tzedu.org。 



 

（二）推荐遴选（2020 年 9 月）：各县（市、区）组织开展本地

区案例遴选，按照案例专题分配名额进行推荐，并于 9 月 10 日前将

《2020 年台州市“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案例推荐汇总表》（附

件 2），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及电子表格各 1 份，报送至市教育技术与信

息中心，邮箱：wyy@tzedu.org。 

各县（市、区）按照案例推荐汇总表信息，对应各专题案例的推

荐申报要求，完成各专题案例和相关资料的推荐上报工作。 

（三）推广展示（2020 年 10 月-12 月）：本次征集的优秀案例经

遴选评议，将在台州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台州市智慧教育典型

案例专题空间”专栏上展示，并推荐参加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组织开

展的浙江省 2020 年“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案例征集活动。 

四、其他要求 

（一）同一案例在本次征集活动中不得同时报送多个专题，在市

级以上案例评审中已获奖的案例不再报送。 

（二）各地要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深入挖掘和提炼区域、

学校、教研团体、教师等层面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实践的特色

亮点。同时，积极做好申报案例的宣传和推介工作，广泛发动和组织

区域内学校、教师参与案例学习借鉴，彰显案例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各地参与案例征集活动的情况，将列入年度区域教育信息



 

化综合发展指数考评，遴选结果作为向上级部门相关案例征集活动的

推荐基础。 

 

附件：1. 2020年台州市“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 

案例征集活动县市区联系人信息表 

2. 2020 年台州市“基于技术的教与学方式变革” 

案例推荐汇总表 

 

 

台州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2020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