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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与教师发展

从优课看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教师专业知识发展
穆

肃袁 唐冬梅袁 乔金秀

渊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袁 广东 广州 510631冤
[摘 要] 2014 年以来袁野一师一优课袁一课一名师冶活动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展示教学风采的机会袁也成为教师专业发

展的野加油站冶遥 为深入了解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专业知识发展情况袁研究者借助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和 TPACK 模式建
立分析框架袁由教育硕士学生从野新教师冶观摩优课教学和野专业人士冶剖析技术与教学融合情况的双重角度出发袁依据

2016要2017 年度教育部优课评价指标对 36 节部级优课进行评述遥 通过对 114 条有效评述的编码和分析袁研究形成以下
结论及建议院渊1冤教师本体性知识掌握良好曰渊2冤教师条件性知识存在不足袁这与职前尧职后教育有关袁建议高校改进师范
生相关课程的教学袁教育管理部门加强职后教师相关理论培训曰渊3冤教师实践性知识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知识有待提升袁
需从促进学习发展出发袁掌握并提升技术与教学融合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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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起袁教育部持续组织尧开展了面向全国

化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袁坚持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实践深度融合是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
化发展路子的核心理念[3]袁优课活动注重信息技术与

师在学科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袁进
一步增强教师对信息技术推进教学改革尧提高教学质
量重要性的认识袁建设一支善用信息技术和优质数字
教育资源开展教学的骨干教师队伍[2]遥 活动的实施主
要包括教师网上野晒课冶与野优课冶评选两个阶段袁力争
促使每位教师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至少上一堂好课袁使
每堂课至少有一位优秀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
[2]
遥 同时袁通过野晒课冶野评课冶袁聚集县级尧市级尧省级尧国
家级的野优课冶教学资源袁以众筹的方式培育尧建设和
共享优质教学资源遥

并将每位参与活动教师的野优课冶上传至国家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平台袁真正实现资源野共建共享冶遥 平台数
据显示袁截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袁全国累计晒课数达
1688 万余节袁活动参与教师覆盖全国袁涉及教材版本
全袁课程内容精袁资源质量优袁课堂教学活动丰富[5]遥
从 2015 年起袁优课活动每年都评选出一批部级尧
省级和县级优课袁这些优课成为一线教师观摩学习的
案例袁也为广大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提供典型
示范遥 因此袁在优课活动中袁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尧内容
和学生特征融入信息技术的思路尧方法尧实施过程和

一尧背 景
所有具备网络和多媒体教学条件的中小学校教师的
野一师一优课尧 一课一名师冶 活动 渊以下简称优课活
动冤遥 该活动旨在以应用为指导袁以资源贡献为纽带袁
以教师课堂应用为中心[1]袁充分调动全国所有一线教

教育部原副部长杜占元在 2017 年全国教育信息

课堂教学融合的特征正好体现了这一理念袁成为教师
专业成长的野加油站冶[4]遥 野优课冶教学者都是中小学一
线教师袁他们在国家尧省尧地渊市冤尧县渊区冤级教育行政
机构以及学校组织下观课尧评课袁共同打磨优质课例袁

效果成为优课最有价值且最受关注的方面袁也是教师

基金项目院2018 年广东省教育技术中心委托项目野广东省耶一师一优课袁一课一名师爷开展及实施情况分析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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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优课活动促进专业能力和信息技术教学融
入水平提升的体现遥

有关的知识[7]遥

在优课活动成效显著尧影响广泛之时袁获奖优课
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方法到底如何钥 教师们是
否具备利用技术促进教学变革的实践能力钥 是否能将
信息技术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中钥 这些方面决定着优
课是否能起到将技术融入教学的引领作用袁也成为本
文主要关注的研究问题遥

二尧理论依据

图 1 TPACK 模式[7]

这些专业知识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必要前提袁

为了对优课中教师的专业实践知识储备情况和
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袁特别是对与信息技术应用有关的

是影响教学成效的重要因素遥 此模式在本研究中用以
建立观摩者对优课评述内容编码的框架遥

实践性知识和能力进行分析袁本研究借助教师专业发
展相关理论和 TPACK 模式建立教师专业知识分析框
架袁通过对评述人观摩优课后的评述进行分析袁从中
发掘优课教师各类实践性知识的现状遥
渊一冤TPCK 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渊二冤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三类知识
教师专业发展是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提高教师
教育水平尧优化教学质量尧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
证[9]遥 教师专业发展理论通常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分为
本体性知识尧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三类[10]遥 本体

Shulman 提出的 PCK 框架认为袁学科知识与教学
知识结合的学科教学知识是教师知识的核心[6]遥 2006
年袁Mishra 和 Koehler 在 Shulman 关于教师学科知识
和教学知识研究的基础上袁从教师专业知识视角出发袁
提出了技术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分析框架要要
要整合

技术的学科教学内容知识 渊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袁简称 TPACK冤 [7]袁如图 1 所示,
它是信息技术时代对教师知识结构的一次全新界
定袁 对于未来教师教育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
意义 [8]遥 该教师专业知识发展模式包括七个主要成
分袁分别是学科内容知 识渊Content Knowledge袁简称
CK冤尧教学法知识渊Pedagogical Knowledge,简称 PK冤尧
技术知识渊Technology Knowledge袁简称 TK冤尧技术内容
知识渊Technology Content Knowledge袁简称 TCK冤尧技术
教学法知识渊Technology Pedagogical Knowledge袁简称
TCK冤尧教学内容知识渊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
简 称 PCK冤 和 整 合 技 术 的 学 科 教 学 内 容 知 识
渊Technolog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袁 简 称
TPCK冤遥 其中学科内容知识尧教学法知识和技术知识
是构成教师知识的基本要素袁各具独特的功能袁又相
互交叉融入成为教师必备的专业知识遥 学科内容知识
包括学科概念尧理论尧思想尧组织框架尧论证和证据等袁
是学习与教学的实际主题知识[6]曰教学法知识是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的方法或技术知识袁包含分析和评
价学生的策略袁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习惯和技能的知
识袁包括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曰技术知识是教师掌
握的软硬件知识袁是与信息技术教学使用方法和技能

性知识是指教师所特有的学科知识袁是教师开展教学
的基础曰条件性知识是教师具有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相
关知识袁是教师成功教学的重要保障袁具体包括学生
身心发展知识尧教与学的知识和对学生成绩评价的知
识曰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面临实现有目的的行为时所

具有的课堂情景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10]袁是依存于情
境的经验性知识,是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11]袁包括信息
化课堂中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的方法和
技能遥
教师本体性知识是教学活动的实体部分袁条件性
知识对本体性知识的传授起理论性支撑作用袁实践性
知识对本体性知识的传授起实践性指导作用[12]遥 教师
专业发展理论对教师知识的界定袁为本研究对优课教
师评述内容的分析提供依据遥

三尧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理论袁以教育部
优课评价指标体系为分析的基本依据袁对评述材料进
行质性分类和分析遥
渊一冤研究思路
教育硕士研究生在专业课程中已经学习了信息技
术与课程融合的理论并用于实践袁同时袁他们正深入学
习教学理论和实践方法袁为毕业后成为教师做准备[13]遥
因此袁研究过程中袁先由他们从野新教师冶观摩教学和
野专业人士冶 剖析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开展情况的双
重角度出发袁观摩部级优课袁然后依据优课评价指标
体系列出的指标项袁对优课中教师的教学方法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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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教学地融入情况及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等进行

行拆分尧归类和编码遥
表2

评述袁形成本研究的评述分析材料遥
研究者利用 TPACK 模式中提出的知识类型和教

所分析优课的基本信息表
类别

数量渊节冤

师专业发展理论中对教师知识的界定袁 建立评述分类
框架袁对观摩者作出的优课评述内容进行归类尧编码和

类目

语文

12

分析遥通过对归类后的评述内容进行断词分析袁明确优

英语

课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入方法尧教学效果尧信息技术
应用等方面的情况袁回应本研究关注的问题遥

编码 知识分类

2
3
4

5
6

PK院教学
法知识

举

评价等
如院没有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

PCK院学科 指关于使用合适的教学策略教授某学科内
教学法
知识

TPK院技术 指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来支持某种教学策略
教学法
知识

36

四尧优课教师的知识分析
将评述拆分后得到的教师专业知识的 114 条评
述袁分别归类到学科知识渊CK冤尧教学法知识渊PK冤尧技术
知识渊TK冤尧教学内容知识渊PCK冤尧技术内容知识渊TCK冤
和技术教学知识渊TPK冤六类教师专业知识后袁得到优
课教师专业知识评述的总体分布情况袁见表 3遥
表3

类
目

持教学评价和师生互动

类别

语文

TCK院技术 指使用信息技术来呈现学科内容的知识遥 如院

数学

内容知识 课程中仅使用电子白板播放 PPT 教学课件

条遥 评述内容较多袁涉及对教师专业知识多方面的认
识 渊即并非一条评述只对应一类知识且只有一个编
码冤袁因此袁对 73 条针对教师专业知识的评述内容进

5

总数

或者教学方法的知识遥 如院信息技术未能支

本研究分析的优课选自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平台渊http://www.eduyun.cn/冤中的野部级冶优课袁共 36
节遥 36 位教育硕士研究生分别对一节优课进行观摩
和评述遥 这些优课覆盖语文尧数学尧英语尧化学尧历史尧
物理尧科学和信息技术八个学科袁优课的学科和学段
分布情况见表 2遥
参考质性资料扎根分析模型 [14] 中的一级编码方
式袁对优课的评述逐条进行拆分尧归类袁再依据表 1 中
的编码规则对具体内容进行编码和分析遥 观摩者对优
课的评述中袁 反映教师知识存在问题的评述共有 73

10

高中

容的知识遥 如院英语教学中使用机械朗读的
方式教会学生新单词

21

初中

内容不熟悉等

渊三冤优课选取

100

学段

知识掌握情况遥 如院教学知识点有误尧教学

的知识遥 如院忽视学生个体差异尧缺乏反馈

1

小学

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学科专业

反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法方面

1

历史

例

TK院技术 指教师课堂教学中信息技术的利用情况遥
知识

2

化学

优课评述编码规则和举例

内容知识

8

物理

立了对优课中与信息技术应用有关的教师专业知识
分类编码框架袁并用 1~6 的数字进行标记袁见表 1遥

1

2

信息技术

根据 TPACK 模型和研究关注的问题袁 本研究建

CK院学科

4

科学

科目

渊二冤编码规则

表1

6

数学

英语
学
科

科学
物理
化学
历史
信息
技术

学
段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占比

教师知识编码总体分布情况

学科

教学

内容

法知

知识

识

渊CK冤

渊PK冤

0

20

1

3

1

6

31

2

5

0

7

1

1

16

0
0
0
0
0

12
1
3
1
3

技术
知识
渊TK冤

0
0
0
0
0

学科

技术

教学法

内容

知识

知识

技术
教学法 合
知识

计

渊PCK冤 渊TCK冤 渊TPK冤
1
0
0
2
1

1
1
0
0
0

3
3
0
1
1

17
5
3
4
5

0

15

0

12

3

3

33

2

40

1

14

4

11

72

0

9

0

10

3

5

27

0
CK=
2条

11
PK=

60 条

0
TK=

1条

2

PCK=
26 条

0
TCK=
7条

2

15

TPK= 114
18 条

1.75% 52.63% 0.88% 22.81% 6.14% 15.79%

条
-

渊一冤教师的本体性知识
本体性知识是指教师所教学科内容知识渊CK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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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4 条评述中袁针对此类知识的评述仅 2 条袁是最

及的关键词及出现频度袁 显示出观摩者们对教师在

良好遥 这两条评述分别出现在两节小学英语优课的评

生冶野反馈尧指导冶及野教学时间和组织冶等方面存在的

少的一类评述袁可见优课的执教教师们专业知识情况

野教学方法尧 策略冶野教师语言技能冶野教学面向全体学

论中遥 第一条评述认为野教学方案总体很详细袁教学目
标符合新课程标准袁 但教师出现用词不严谨等问题袁

不足提出较多看法遥
评述内容显示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有效调控尧面

理论知识有待加强冶袁 指出了优课中教师用词不严谨

向全体学生有效安排教学时间和组织教学等常用教

的情况遥 第二条评述认为野did 是不能作为一个英文名

学法知识渊PK冤的掌握和应用上尚需提升遥 例如院在对

字袁即使教师另有意图袁也不能给学生造成误导冶袁指

语文学科优课的评述中袁有一条内容为野教学视频中

出教师使用助动词的方式容易引发歧义袁对学生产生

学生的注意力情况两极分化严重袁部分学生十分积极

误导的现象遥 这两条评述表明两节优课的执教教师教
学中存在学科知识不严谨的情况遥
教师本体性知识评述较少表明袁教师本体性知识

亢奋袁也有一部分学生完全游离于课堂之外遥 而教师
没有很好地调动游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袁只与主动举
手的学生互动袁对课堂把控能力较差遥 冶这说明袁该优

存在的问题相对较少遥 这一状况的出现有三种可能的
原因院其一袁学科知识是教师专业知识中最基础尧最重
要的知识袁是教师在大学教育及工作中付出大量时间
和精力去习得的知识袁专业知识掌握良好曰其二袁教师
在授课之前都认真备课袁尤其是在录制优课前袁会严

课教师的教学没有吸引全体学生的注意力袁教学中也
没关注那些注意力分散的学生曰教学互动的组织和开
展方法也需要提升袁不能仅局限于积极学生遥 这些知
识的欠缺是造成有些课堂看似存在师生互动袁气氛良
好袁但实际上总体学习效果不如意的原因之一遥 物理

谨尧细致地进行教学内容分析袁因此袁在优课中出现学
科知识错漏的情况较少曰其三袁观摩者虽然都是研究
生袁但并不一定具备相应学科的专业学习背景袁因此袁
未能发现学科专业知识的问题遥
渊二冤教师的条件性知识

学科优课的评述提到院野教学中实验时间安排不是特
别合理袁从视频中看到实验的时间明显比较短袁有些
实验因为失败有多次重复的现象袁使教学进行得不够
流畅袁影响课程其他环节的时间安排遥 冶这条评述实际
指出了该教师除了实验教学技能的不足外袁有效开展

条件性知识指教师掌握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相
关知识袁包括通用教学法知识渊PK冤和学科教学法知
识渊PCK冤遥 评述中教学法知识相关的内容较多袁反映
出观摩者对优课中教师条件性知识的关注遥 由表 3 可
知袁与通用教学法知识渊PK冤相关的评述有 60 条袁占

物理实验教学和合理安排教学时间的方法也有待改
进遥 教师缺少对课堂各环节时间的预算袁造成课堂时
间分配不合理袁影响其他教学环节的有效开展遥 事实
上袁这不是个别问题袁在其他优课中也出现了由于时
间安排不合理造成学生没有完成内容学习袁没有达到

所有评述的 52.63%曰与学科教学法知识渊PCK冤相关的
评述有 26 条袁占所有评述的 22.81%遥 对教师条件性
知识进行的评述是所有评述中最多的一类袁也表明优
课教师们在条件性知识上存在的不足较明显袁也比较
普遍袁因此袁引起了观摩者的注意遥

图 2 条件性知识评述关键词的词云图

为进一步探究教师条件性知识的真正问题所在袁
相关评述内容在断词分析后形成如图 2 所示的词云
图遥 词云图综合呈现了观摩者在条件性知识评述中提

学习目标的情况遥 这说明袁即使是优课也存在教师依
然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教的现象袁并未将学生是否达成
学习目标尧是否真的掌握所学内容放在首位遥
观摩者在评述中指出教师学科教学知识渊PCK冤
也需要在教学中不断丰富和提高遥例如院对一节小学英
语优课的评述认为院野在教授新单词时袁 教师应该强调
元音字母的发音以及字母拼读的方法袁不应该简单尧机
械地教读曰教学方式不够新颖袁仍然使用比较传统的英
语课堂教学模式遥 冶这条评述指出教师在教学方法尧教
学方式和教学模式上都需要改进遥 有评述还提到在教
学过程中袁 授课教师虽然清楚学生已经掌握哪些内
容袁哪些内容还未掌握袁但却未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
学遥 因教师学科教学法知识的不足袁难以支撑教师准
确判断在特定内容教学中袁如何行之有效地采用教学
策略组织教学袁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遥 这也是
某些优课虽然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和方法袁但教
学效果却差强人意的原因之一遥 综上所述可知袁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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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课的教师袁他们的教学法知识也尚需提升遥
教师条件性知识相关评述和反映出的问题较多袁
引发原因可能有如下两方面院其一袁教师们的教育学

野未应用信息技术冶野信息技术未支持互动尧 评价冶野信
息技术使用浅层冶野学习环境冶和野教学环境冶等方面的

基本原理尧教学法理论和教育心理学基本原理等的学
习多在职前教育阶段进行袁即师范教育阶段进行遥 而

问题遥 其中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问题主要指教师对信
息技术教学环境的不适应或没有有效利用信息化教

在职前教育阶段袁高校向师范生开设的教育学和教育

学环境开展教学袁学生未能在适当的信息化环境中进

心理学等课程多在低年级尧以公共课方式开设袁并进
行大班教学遥 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袁以卷面考试的方

行学习遥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不足在各学科均有表现遥 例

式评价学习效果袁学生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些课程所

如袁语文学科优课的一条评述认为院野教师信息技术的

学内容在未来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袁又缺乏理论与实

使用形式比较单一袁主要是将学生所画的思维导图投

践的衔接袁因此袁学习投入度不高袁学习深度不够袁并
未建构起坚实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遥 其二袁在职后教育

影到屏幕上袁信息技术在本课中没有其他的用途遥 虽
然屏幕上展示了学生所画的思维导图袁但绝大部分学

中袁教师自己和教育管理部门认为教师们已在职前教
育阶段系统学习了教育学尧心理学尧教学法等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袁不再需要继续学习袁因此袁缺乏理论知识
的持续学习袁 教学实践以经验积累和体验感受为主袁
没有上升到理论认识层面遥

生没有观看和留意屏幕上的信息袁没能发挥信息技术
的作用遥 冶数学学科优课的评述认为袁野该课信息技术
作用更多是展示资源袁并没有能够支持师生互动和教
学评价遥 冶这些评述表明袁信息技术在这些优课中的应
用仍然只是用于辅助教学袁如呈现信息遥 当前很多日

渊三冤教师的实践性知识
这里关注的实践性知识指与技术应用有关的实
践性知识袁包含软硬件操作等信息技术应用知识渊即
TK冤袁利用信息技术实施教学的知识渊即 TPK冤以及利
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呈现学科内容的知识渊即 TCK冤遥从

常生活中的常规应用的技术和方法尚未出现在教学
中袁 如教师利用智能移动设备组织教学交互和活动袁
利用手机投屏播放实验过程袁及时根据学习平台中数
据调整教学策略等遥 此外袁即使是技术性较强的信息
技术课袁 教师们虽然掌握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技能袁

主要是技术教学法知识 渊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设计尧
实施教学过程的知识冤袁 即目前教师在信息技术教学
应用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已经不再是基本操作袁而是如
何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工具遥 例如袁有

课教学环境不是信息化的环境袁学生没有电脑袁只观
看投影袁没有互动袁没有操作袁没有利用好数字化教育
资源遥 冶这些评述都表明袁除了教师对信息技术的利用
浅显尧技术在学科教学中的优势未体现以外袁教师忽

表 3 可知袁在所有评述中袁与基本技术知识渊TK冤有关
的评述仅 1 条袁占评述总数的 0.99%曰技术内容知识
渊TCK冤相关的评述有 7 条袁占评述总数的 6.93%曰技术
教学法知识渊TPK冤评述有 18 条袁占 15.84%遥 可见袁优
课教师极少存在软硬件应用技术方面的问题袁缺少的

评述指出袁野课堂教学中袁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呆板袁选
择的信息技术工具交互性差袁无法增强对教学内容的
展示效果袁亦不能充分发挥教学互动功能冶遥

图 3 实践性知识评述关键词的词云图

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评述的内容进行断词分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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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词云图显示 渊如图 3 所示冤袁 教师们主要存在

但在教学中也同样出现了未能有效利用信息技术进
行教学的问题遥 例如野用人工智能处理信息冶优课的评
述认为袁野课堂中运用了信息技术向学生展示人工智
能的特点袁但是缺少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恰当的教学
评价冶曰 另一节信息技术优课的评述表示院野信息技术

视了信息化学习环境对学习的重要性袁学生很少有机
会利用信息技术进行个性化的灵活学习袁信息技术在
学习中的应用尚未常态化遥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评述显示袁各学科教师的技术
应用实践性知识均存在问题袁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
仅用于演示和呈现信息袁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信息技术
的作用和优势遥 因此袁虽然当前教学环境中提供了先
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袁但是教学依然未改变袁学生参
与性不高袁个性化学习难以开展遥 以上情况出现的可
能原因是多样的袁教师可能在学习技术应用时没有从
学科教学的角度思考技术融入教学的方式与方法曰教
师也可能对教学中信息技术应用的认识还停留在辅
助教学层面曰 教师还可能从未考虑让学生应用技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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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曰甚至袁教师未考虑如何利用

利用理论指导实践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遥

技术改变教学遥

教师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水平和层次都有待提升袁
在鼓励教师大胆地尝试在教学各环节中应用信息技

五尧讨论及建议
通过观摩者对优课评述的分析可知袁信息化教学

术工具的同时袁需要指导教师从应用中切身体会信息
技术融入学科教学后对教学产生的积极作用曰也要让

中教师条件性知识是存在问题最多的一类知识遥 因

教师通过实践总结和梳理在教学中将信息技术的优

此袁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袁无论职前还是职后袁教师
都需要持续进行系统的尧有针对性的学习遥 教师需要

势和作用发挥出来的方法和使用过程袁促使教师在理
论和方法的指导积累下主动使用技术变革教学遥

关注学科教学中的教学理论尧 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袁

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袁专业知识的提

并大胆地在实际学科教学过程中尝试应用这些教学

升需要不断引导尧促进和积累袁技术教学应用知识的

方法袁在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遥 从职前培养的角度看袁
在师范教育中袁高校应调整教育学尧心理学理论基础

掌握更是如此遥 因此袁需要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袁不断
了解尧认识和使用信息技术袁才能提升自己将技术融

课的开设方式尧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袁提升理论学习
的效果曰 另一方面调整教学实践的要求和评价方法袁
促使学生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袁学会

入教学中的能力袁 正如叶澜教授所说院野新基础的教
师袁既是创造者袁又是学习者曰既是教育者袁又是研究
者曰既改变旧的教育模式袁也改变自己冶[1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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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ing on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Excellent Lecture for
One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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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ncept of digital nativ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llaborative and mutual mechanism of rura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era,

including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eacher - generated content", the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of "
three-degree mutual promotion", and the support service system of collaborative and mutual system. The
mechanism aims to transform the non-virtuous cycle mechanism of rural teachers'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o a collaborative and mutual innovative mechanism.
[Keywords] Collaboration; Rural Teacher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loud Bridge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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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4, the activity of One Excellent Lecture for One Teacher, One Excellent Teacher
for One Course (the activity of One Excellent Lecture for One Teacher for short), has not only become an
opportunity for teachers to display their teaching style and but also become a "gas station"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PACK model.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teachers" observing excellent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s" analy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36 teaching videos of excellent lecture at the ministerial level are reviewed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ubric of One Excellent Lecture for One Teach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6 -2017.
Through the coding and analysis of 114 valid comments,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1)
teachers have a good grasp of ontological knowledge. (2) For teachers' conditional knowledge is
insufficient, which is related to pre-service and post- service educ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relevant courses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training of post-service teachers. (3)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with teaching should be mastered and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moting learning.
[Keywords] TPCK; Excellent Lecture;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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