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教师培训论坛”的邀请函
各社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您好！
由教育部教师教育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21 世纪校长》杂志
和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联合主办、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承办的“中国教师培训
论坛”将于 2006 年 10 月 29-31 日在北京举办首届。论坛围绕教师培训制度与体系、教师培训机
构的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与培训三大主题，将会有 40 余位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的
著名学者、官员及一线实践者，300 多位师范大学校长、教育学院院长、进修学校校长、教师教
育研究中心、地方资源与学习中心、社会组织以及教育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出席这一高品质、高层
次、高规格的盛会。
论坛主席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钟秉林教授，执行主席
由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斌贤教授、《21 世
纪校长》杂志主编刘扬云和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总编任东杰担任。
鉴于您单位长期在教师教育及培训领域里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卓越成就，我们为贵单位
在论坛中安排了专题交流报告、宣传及展示的机会，希望您单位可以作为论坛的支持单位，有关
负责人作为论坛的嘉宾。如有兴趣请联系（电话：010-58800773，手机：13910011591，Email：
yangyunliu@126.com，联系人：刘扬云）。
是否参与？敬请给予回复，谢谢！

此致
敬礼

首届中国教师培训论坛组委会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代章）
二 00 六年九月十八日

附：

关于举办首届“中国教师培训论坛”的通知
各教育厅/局、师范院校、教育学院、进修学校、教师教育研究、培训机构及中心有关负责人：
“十五”期间，以教师教育改革、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网联建设、师范院校转型、
区县教师培训机构调整与发展、校本教研、研训一体化等为标志的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持续推进，
为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保障，为基础教育的
全面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 2002 年，国家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
，2005 年
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开展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十一五”时期，新
的教师教育法规将陆续出台、我国教师教育和培训体制改革将持续深化、教师教育和培训的指导
思想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级教师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发展、教师培训的管理、教师培
训的实施都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为深入领会国家关于教师教育改革，尤其是区县教师培训机构改革的系统规划和精神实质，
学习国内外“区域教师学习和资源中心”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交流、探讨县（区）教师培训机构
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困难和对策，经研究，我们决定于 2006 年 10 月 29——31 日在北京举办首届
“中国教师培训论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1 世纪校长》杂志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承办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
论坛学术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学术顾问：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主席：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名）
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康宁（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
授）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朱小蔓（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朱旭东（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教授）
论坛组委会：
主席：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执行主席：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刘扬云
21 世纪校长杂志主编
任东杰
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总编

秘书长：朱旭东
谢 莹
副秘书长：王宝珊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委员会主任
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院长

二、拟定主要议程（如有调整以会间通知为准）：

（10 月 29 日）主要内容：教师培训制度与体系
论坛时间

论坛内容

07：00-08：00

早

餐

08：00-08：30

合

影

开幕式和论坛主题报告

08：30-09：30

主持：张斌贤（论坛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1）拟邀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
（2）论坛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钟秉林教授致辞
（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领导致辞
（4）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管培俊致辞并做报告（报告主题：我国现代教师教育制度）

主题报告

09：40-12：10

主持：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演讲嘉宾：（1）郑燕祥（亚太教育学会会长、香港教育学院研究与发展中心总监、教授）
题目：国际教师教育和培训改革的趋势
（2）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题目：高等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和改革趋势
（3）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题目：教师教育
（4）柳海民（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
题目：创新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5）朱小蔓（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题目：教师专业发展与师德建设
12：00－14：00
午餐、午休

主题报告

14：00－17：30

主持：柳海民（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教授）
演讲嘉宾：（1）马 立（全国教师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师范司原司长）
题目：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校本研修
（2）任东杰（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总编）
题目：构建中国远程教师培训体系
（3）单文经（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题目：课程改革与教师培训
（4）黄乃莹（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题目：各师资类科教师专业表现之标准规划
19：00

晚

宴

（10 月 30 日）主要内容：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设
论坛时间
07：00-08：30

论坛内容
早

餐

主题报告
主持：朱旭东（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08：30－10：00

演讲嘉宾：（1）唐京伟（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培训处处长）
题目：我国区县教师培训机构的体制改革与重建/教师进修学校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2）李方（北京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题目：教育学院的改革与发展
（3）王宝珊（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院长）
题目：地方教师培训机构的角色和职能

专题/分组研讨
10：30－12：00

专题研讨（一）：区县教师资源与学习中心建设的实例分享
有来自发达地区、内陆、欠发达和西部地区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实例分享
专题研讨（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与校本研修
专题研讨（三）：区县教师培训机构的教师队伍建设
专题研讨（四）：远程教育与教师培训资源的开发
专题研讨（五）：大学与教师培训
专题研讨（六）：社会组织与教师培训
午餐、午休

12：00－14：00
14：00－17：30

1、 参观北京市教师培训基地——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
2、 实地了解北京市教师培训机构及教师培训的模式、内容、方法、形式等

（10 月 31 日）主要内容：教师专业发展与培训
论坛时间

论坛内容
早

07：00-08：30

餐

主题报告

08：30-12：30

主持：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演讲嘉宾：
（1）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 985 教育信
息与技术平台首席专家）
题目：面向信息化的教师专业发展：大规模教师培训的实践方法
（2）王长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题目：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3）陈向明（北京大学教授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题目：教师专业发展与培训的理论与实践
与会代表发言；论坛的总结报告；闭幕典礼

三、主要参会对象：
1．教育部有关领导；
2．各省、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3．各省市教育学院院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市区县教师培训机构主要负责人；
4．各社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四、资助及有关支持：
各社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资助级别分为：特别资助单位和支持单位两种，获得特别资助
单位资格的为论坛提供不少于 10 万元的现金支持，支持单位提供不少于 3 万元的现金和 2 万元的
礼品支持。
1.荣誉支持：

对本届论坛资助并荣誉权利的资助单位将出现在活动的各个阶段，在以下方面明确标示：
（1）
（2）
（3）
（4）

获得特别支持资格，即由“******”为本次论坛提供特别支持。
一切与论坛有关的对外宣传新闻通稿。
论坛有关的宣传文件、会刊及有关宣传品。
在论坛期间可邀请教育行政领导、专家、校长等召开专题座谈或见面会。

2.媒体支持：
（5） 广告回报：获赠 4 个版面的《21 世纪校长》专刊广告；
（除向众多与会者发放
以上刊物外，还将在即将举行的全国各大公开课及研讨会、论坛上向上万名
教育学者及校长发放。）；并可在 21 世纪校长发展网站获得 3 个月的按钮广告
和 1 年的友情链接。
（6） 专栏和公告：本次活动的平面与网站宣传推广的专栏和公告中出现特别赞助
单位的名称或单位介绍。
（7） 杂志封面：公司领导作为杂志封面人物出现。
（8） 在 CCTV、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浪网等媒体的新闻支持。
3.现场支持：
（9） （1）参与教育家对话，公司领导优先被推荐给与会的重要嘉宾，优先享受论
坛提供的各种重要资源，优先获取峰会创造的各种商机。
（2）公司领导作为特邀嘉宾就座于嘉宾席。
（3）活动的现场布置中如背板、宣传板等处出现特别赞助单位荣誉、名称和企业标
志，并在现场资料中发放特别赞助单位的宣传材料或礼品。
（4）对特别赞助企业领导的长篇专访，以新闻稿件的形式提供给与会媒体，并全文
在会后《21 世纪校长》杂志上发表。
（5）免费获得 10 张参会代表证（参会证价值 2000 元/张）。
4．客户资源回报：
论坛结束后大量的参与者数据资料将由主办单位免费提供给特别赞助单位，赞助
单位可直接面对准确有效的目标客户群体，拓展更广阔的社会及客户价值。
5.杂志、专刊以及其他宣传回报：
（1） 《21 世纪校长》专刊 100 册，可按其要求定向发行。
（2） 本次论坛活动宣传册 10 本，在宣传册中刊登特别赞助单位领导照片、赞助单
位联系方式与网址。
附：其他参与、资助标准目表（可选择单项）

方式

种类
B 类展位

现场展示
A 类展位

规格
会场内提供易拉
宝 2 个、条幅 1 条

获赠服务

费用

参会证二张

12000

签到处提供背板
一块、易拉宝 2 个、 参会证三张
场内条幅 1 条

18000

参加论坛并做
专题交流报告
（演示）
演讲台 LOGO
广告
资料袋广告

会刊+杂志广告
（彩印）
仅参加论坛听取
报告

论坛专题交流
报告或播放企
业宣传片

十分钟

参会证三张、A 展位 1 个

13800

晚宴演讲或播
放企业宣传片

十分钟

参会证二张、B 展位 1 个

12000

参会证二张、A 展位 1 个

28000

参会证三张，会刊内页一版,A
展位一个

30000

论坛会场
整面

彩色印刷，500 份

单张投放

内容自行提供

5000

封底

参会证二张

30000

扉页

参会证二张、

20000

内页

整版

参会证二张

6000

杂志软文

专访

参会证二张

8000

不得擅自发放资料、不得在会场做任何形象宣传，保持良好形象

2000

说明：1.费用支付为人民币，单位为元；
2.如客户有意赞助计划或其他要求，可及时与主办方协商量身定做；
3.以上费用除“单张投放”外全部含制作费。

社会组织及事业单位支持首届中国教师培训论坛的回执
（本表格复印有效，为了确保您单位有效参加此次论坛，请务必提前确认！）

单位全称

（加盖单位公章）

通讯地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选择要支持论
坛的方式
备

注

（请详细说明）

E-mail
单位电话
手

机

传

真

具体联系
或负责人
及电话

资助费用
总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