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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Saldutti
超过26年教育从业经验

• 教师、管理者、培训师

• 项目评估员

• 教育领域企业家：

于2000年创立了EduChange

• 发明家：拥有教学方法专利

• 学习系统设计师



EduChange创立于2000年

• 纽约市超过350家公立和私立学校
• 探索学习学校网络（美国）
• 费尔法克斯&劳登郡、里士满（佛吉尼亚州）
• 皮瑞斯、奥林达& 圣贝纳迪诺（加州）
• 埃尔帕索、伊斯莱塔、威尔斯波因特、坎顿

（得克萨斯州）
• 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巴西、巴哈马

http://www.kaplantutoring.com/
http://app.bronto.com/public/?q=ulink&fn=Link&ssid=4776&id=0ut2s17x1znufxuydt3kwr03z7erp&id2=7uwsrkaxs7kpqca4ymvhidvezvj23&subscriber_id=antkhrgaqiamzjofzenzgllmxekybok&delivery_id=bhbgqvbxxeqsrilltzxymhxhoturbmk
http://www.retnetwork.org/


欢迎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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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

• 真正的课堂创新，不能仅仅将20世纪教学理念，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 学习体验设计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技术

• 将理想的评估和教学付诸实践，这其中涉及的设计非常复杂

——远远超出了课程规划的范畴。

• 面向21世纪的多元化学生的连贯、公平的课程，需要采用为期多年的系统方法。



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STEM课程是跨学科的

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院和研究所
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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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是人们努力的方向

个人

本地

全球

我们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合作伙伴…

• 个人与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

• 关心他们的社区

• 通过全球合作来推动创新



“如果自然、科学和技术都不受单一学科的限制，

为什么科学教育仍然要被分门别类?”

2001年，我们的首席科学顾问曾问道...

Dr. Sandy Simon 博士

细胞生物物理实验室负责人
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



2018 年，美国高等教育报告呈
现出向学科整合转变的趋势

“知识和学习的碎片化已经成为历史，

未来可以不拘泥于过去。

今天面临着技术性和人性上的挑战和

机遇，因此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全方位

的人类知识和创造力。”



2019年化学化工新
闻杂志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从

整体上看待科学，并在不同科
学之间建立联系。

思考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科

学。

在科学中，你需要研究某个问

题。 但这不仅仅是化学或物理
问题。

你必须会使用多种科学的语

言。”



整合科学项目

•团队近二十年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重新设计了13-20岁青

少年的学术学习体系

• 4年正规的科学教学课程（相当于中国35门“课程”）

•完成了115个迭代设计周期，包括专业STEM同行评审和课堂
测试

•在学校小规模实施了12年（美国和国际）



打破壁垒

模拟

真实世界的

STE(A)M课程



由全球
“STEM故事”

推动的
内容组织



基于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
目标
构建

全球“STEM
故事”



Please find the 4-minute Video shar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at 
https://educhange.com/china

https://educhange.com/china


STEM故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

公平、对地球友好、
健康的食物系统



高中化学

• 2.2 氧化还原反应

• 主题 4: 简单的有机化合物及其应用

• 5.4 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公平、对地球友好、健康的食物系统

高中地理

• 模块2: 人口、城镇和乡村、产业

区位选择、环境与发展

• 模块 4: 环境保护

• 模块 6: 城乡规划

高中物理

• 模块 3.1 固体、液体和气体

• 学生必做实验 模块 3:

用油膜法估测油酸分子的大小

高中生物

• 模块2：遗传和进化 - 概念4：生物

多样性和适应性是进化的结果

• 模块2：生物与环境 - 概念2：生态

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来共

同实现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和信息传递; 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

节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 职业规划展望 – 模块3：食品安全

和检疫



STEM故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

清洁饮水和水处理



高中化学

• 主题 2 ：常见的无机物及其应用
• 主题 5 ：化学与社会发展
• 主题 3 ：水溶液中的离子反应与平衡

清洁饮水和水处理
高中地理

• 模块 2: 人口、城镇和乡村、产
业区位选择、环境与发展

• 模块 3: 资源、环境与国家安
• 模块 4: 环境保护

• 模块 6: 城乡规划

高中物理

• 1.2 相互作用与运动定律
• 1.2.3 通过实验，探究物体运

动的加速度与物体受力、物体
质量的关系。理解牛顿运动定
律，能用牛顿运动定律解释生
产生活中的有关现象、解决有
关问题。通过实验，认识超重
和失重现象。

高中生物

• 模块2：生物与环境 - 概念2：生态

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影响来共

同实现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和信息传递; 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

节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 实际应用 – 模块1：生命与健康

• 职业规划展望 – 模块6：环保和经

济作物



学科素养：真正的STEM类型

我们向学习STEM的中学生
传达的理念是：

读，不止于课本，

写，不止于学校实验报告，

听，不止于教师授课

说，不止于课堂



可持续的

开放式

教育资源

（SOER）



学生个性化

学生自行撰写、绘制并组织资源来制作电子版

科学“课本“

学生自行选择应用程序、工具和集成软件

学生优化自己的键盘、辅助技术等设备。

学生可以摈弃无效的方案，尝试每个实验室的

课本中的新方案



David Rose：“我们意识到我
们需要更换的是书本本身。”

多媒体资源 学科素养

相关性和

多样性
激活先验知识



https://educhange.com/international-student-artists/



学生描绘数字课本



http://educhange.com/international-student-artists/ 



我们的目标：
到2020年，
艺术设计和图

形
*完全*

由学生创作



4种
数字技术



实地合作



实验室合作



EduChange与JEI合作
支持真正的同行评审和期刊出版

学科素养

实验与设计

实验室技能

数据工作

博士候选人对学生的实验与工程设计
进行同行评审

初、高中学生向免费的在线期刊
提交完整的科学论文



建立深度学习需要时间

学习者必须积极建立神经网络。这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因为需要在

原地不断重复行程 – 规划路线、标记、清除、奠基、铺路、压实、

连接路线，并且添加标志、线条和栏杆，以便在我们再次访问时，

能够得到指引。“

--Annenberg Learner网站《神经科学与课堂》



基于能力的评估

必须重新复习并实践概念和技能
不再 “一劳永逸”或“一学就忘”

• 学生需要将概念应用到新的情境中，并对比相似概念，加深学习

• 与传统的中学课程相比，学生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进行更多的练习

• 整合STEM学科，课程内容的组织与自然学习过程相辅相成



能力在4年内

保持稳定

学生通过

不同课程组合

练习这些能力



基于项目的学习想要取得成功，
需要完全互动的系统

指导内容

可持续的开

放式教育资

源

学科素养 评估

电子技术

动手实验



教师职业发展

教师 研究机构

虚拟辅导内生支持
指导内容

可持续的

开放式教

育资源

学科素养 评估

电子技术

动手实验



主要信息

• 真正的课堂创新，不能仅仅将20世纪教学理念，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 学习体验设计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技术

• 将理想的评估和教学付诸实践，这其中涉及的设计非常复杂

——远远超出了课程规划的范畴。

• 面向21世纪的多元化学生的连贯、公平的课程，需要采用为期多年的系统方法。



我们期待与中国的伙伴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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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深度学习

“研究人员认为概念理解能力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个事物。

我们或许可以记住渗透是水通过半透膜的过程……

但是如果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有意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在新环境中创造性地运
用这些概念，

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并且重构这些概念，同时，构建并且重构理解。”

--Annenberg Learner网站《神经科学与课堂》



4年，2个级别，5个部分，超过35个模块

前两年

后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