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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反馈问卷 (SFQ) 历来被视为最常用和

有效的促进及评审教学质量的手段之一 [1][2]，因

此也被我校采纳为搜集学生对学与教反馈意见

的重要渠道。此问卷既可以让任课老师用来反

思和提升自身教学，也可以为学科小组提供依

据找出课程的强项弱势加以改进。同时，问卷

结果亦是评审教学表现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任

课老师的年度工作总结以及续约、晋升和获聘

终身制等人事决定提供佐证 [3]。

一、背景与目的

运用问卷形式搜集学生对教学的反馈在香

港理工大学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在过去，学

校以纸质问卷的方式在每学期最后一节课由行

政工作人员邀请现场上课的学生进行反馈意见

的填写。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采

用在线电子问卷采集学生反馈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高等学府所采纳和接受 [4]。从 2014/2015 学年

开始，学校也全面启用了在线反馈问卷系统，

学生可以在课堂之外更加自由灵活的时间段对

学科和教师做出反馈和评议。

根据调研结果，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学校全面启用电子系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节省课堂时间 [5]。

（2）自由的时间段和空间能让学生提供更

为丰富和有价值的反馈意见 [6]。

（3）减少行政开支，如打印、数据录入、

储存问卷 [6]。

（4）减少纸张，保护环境 [6]。

虽然提供反馈的方式发生变化，但无论是

传统的纸质课堂填写还是现行的在线自由填写，

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

（1）定期收集学生反馈，运用这些反馈意

见来保障和改善教学质量 [7]。

（2）给所有学生提供正式渠道，不记名，

很“安全”地提供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包括

两部分：教师个人的教学质量，以及对学科本

身提供建议，比如学科的课程设计、考评方法

等 [7]。

（3）对任课老师的人事决定提供数据与参

考，如年度考核、续约、晋升、获聘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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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馈不但是老师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

学表现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 [3]。

二、问卷结构与具体项目

学生反馈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学科部分

和教师部分。

学科部分包括一组全校各院系统一的标准

问卷项目和科目组长自定义的问卷项目。自

定义项目不得超过五个。标准项目由封闭和

开放项目组成。封闭项目如：“I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 am expected to learn from 
this subject.”要求学生从“非常认同”“认同”“中

立”“不认同”“非常不认同”五个选项中选

择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表述。开放项目如：“What 
aspects of the subject were most useful to your 
learning?”要求学生自由作答。自定义项目可以

是开放或者封闭式的。设置自定义项目的目的

是为了提供一定的灵活度，针对本学期或学科

的教学特性向学生收集定向的反馈意见。

教师部分包括一组其所在院系规定的核心

问卷项目，如：“The staff member’s teaching 
was well-organised”；一组全校各院系统一的

标准问卷项目，如：“The teaching of the staff 
member has provided me with a 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和“How would you like the 
teaching be changed (if at all), to help you learn 
better?”，以及教师本人的自定义问卷项目。自

定义项不得超过五个。与学科部分相似，核心

和标准项目包括封闭和开放两种类型，而自定

义项也可以是开放或者封闭式的。

三、问卷的实施

学校规定只有担任学位课程主要授课任务

的教师才需要进行学生反馈问卷的教学评估。

主要授课任务在我校的语境中定义为授课时长

达 6 周（共 13 周）或以上，以及授课内容达

45% 或以上。

学生反馈问卷的派发、填写、收集、分析

等操作全部经由 eSFQ 在线系统完成。问卷进行

的时间段有两个：期中（为教授上半学期的任

课老师而设，第 6 周开始到第 8 周的周二结束）

和期末（第 12 周开始到考试日的前一天结束）。

两个时间段的问卷期时长都超过两周 [5]。问卷

期开始后，学生会收到电邮通知。如果一段时

期没有提交反馈会收到电邮和短信提醒。学生

提交问卷只需要登录在线系统便可操作，所有

的反馈都是非强制性的自愿完成。

原则上，所有的问卷都是在课外和规定时

间段内完成。在经提前批准后，任课老师也可

选择不在以上两个时间段和在课堂内完成。这

样的特殊安排主要是为了提高反馈率。

四、数据的收集、储存、管理和报告

反馈问卷所收集到的数据储存在 eSFQ 系统

的数据库中，由资讯科技部和教学发展中心共

同管理。数据的分析整理和报告由教学发展中

心独立于所有院系自主完成。反馈问卷数据和

结果的使用权限必须符合学校数据管理框架。

为了保护学生和教师的个人隐私，对于反

馈问卷的数据管理有如下原则 [5]：

（1）学生参与反馈问卷基于自愿和保密 
原则。

（2）教师看到的学生反馈是匿名的。

（3）在问卷的相关报告中，只有平均得分

和无身份识别的意见是可见的。

（4）教师个人的教学表现是保密的，其得

分和反馈意见只有其本人和系主任可见。

同样基于数据保护原则，问卷结果的使用

权限有如下规定：

（1）学科反馈结果对其所有的授课老师 
可见。

（2）学科反馈结果对学系负责问卷的行政

人员以及学科组长可见。

（3）所有学科反馈结果和教师反馈结果对

系主任可见。

所有问卷反馈结果和报告都经由 eSFQ 系统

发放，发放时间在所有学生学科成绩公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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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学生在填写问卷时不

用担心自己的反馈内容会影响学科成绩 [5]。

授课老师收到的报告数据包括：在学科和

教师问卷中所有封闭式问题的平均分和无身份

识别信息的开放式问题反馈意见；所有院系标

准和核心项目的三年平均分；年度考核报告中

包括个人得分与学院平均分的比较图表。

学生收到的报告数据包括所有学科部分的

问卷项目平均分。

五、提高问卷反馈率

文献一致指出，在线问卷的反馈率通常情况

下比纸质问卷要低。如果想要提高问卷反馈率，

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结合学校和教师的共同

力量才能达到理想结果 [8][9]。有鉴于此，我校采

用多种方法提高问卷反馈的回收率，包括：

（1）电邮每一位学生告知问卷期已经开始。

（2）在校园醒目处张贴宣传反馈问卷的 
海报。

（3）在线学习系统平台上悬挂电子横幅提

醒学生填写问卷。

（4）多次电邮和短信提醒尚未完成问卷的 
学生。

（5）举办教师工作坊教授教师提高反馈回

收率的方法。

（6）公开学科反馈结果提高学生的参与 
动机。

根据文献调研结果，教师的参与和态度与

是否能成功提高回收率息息相关 [10]。如果教师

能直接对学生宣传填写反馈问卷的重要性，清

晰地解释学生将如何运用这些反馈改进教学，

并在问卷期跟进回收率且及时做出针对性的提

醒，其所在班级的问卷回收率将会大大提高。

六、利用问卷结果提高教学质量

文献指出，即使不是同一学年的学生，对

同一个老师给出的教学评价和反馈仍然十分稳

定和一致 [10]。有鉴于此，在解读问卷结果时，

学校提倡综合考量多个学年的反馈数据，找准

教学问题的难点和关键，重点击破和改善提高。

首先，在教师收到的反馈问卷结果报

告中，对于每一个问卷项目都有相应的改

善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如：对于“The staff 
member's teaching was well-organised with clear 
presentations.”的相关建议是：1) Use and refer 
to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ILOs) in your 
classes; build the class activities and assessment 
around them; 2) Prepare teaching materials (e.g. 
handouts, pop quizzes) and return student work in 
a timely manner; 3) Plan your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 sufficient details and make sure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and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can be done in the time allotted; 4) Be flexible 
and think on your feet; 5) Turn up on time and be 
professional; 6) Follow through on things you say 
you will do. 教师可以遵循这里所列的方法和途

径来改善自己的教学。另外，反馈问卷中设有

开放问题，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能为教师

找出教学弱点提供非常真实详细的依据。

其次，制定个性方案，持续改善教学。教

学发展中心的专业人员和有需要的教师一起，

综合分析和解读多个学年问卷反馈中一再出现

的弱项。针对这些根本问题，制定教学改善计划，

并在下学期施行和进一步收集施行效果反馈，

最终进行总结和改善提高。总结的结果用作下

一学期改善计划的基础。如此反复，循序渐进

地在重点难点问题上逐步击破和改善。

七、学生反馈问卷在教学评估中的角色

教学评估如何去做，很大程度上与大学如何

看待教学本身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认为，教学因

其复杂性和多元性，对其评估也就不能仅凭单一

指标或者单一数据资料来源就做出简单判断。可

靠而合理的教学评估必须是充分考虑从不同来

源取得的数据和证据，综合考量不同学科和教学

环境的影响因素而最后得出的综合判断。

具体而言，可以将教学活动归纳为以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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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1）教学发展。包括授课的准备、实施、

作业批改、学生辅导等。

（2）课程和教学法的发展和创新。包括课

程的开发和检讨，新的教学法的创造和应用等。

（3）学科和专业的管理。包括院系层级的

学科管理，成为专业带头人，负责行政工作，

主持专业检讨会议等。

（4）对优质教学的推广。

与此相对应，评估教学的标准也分为多个层

面，包括自身授课的质量，对学科发展和专业管

理的贡献以及教学领导力。然而，万法归宗，教

是为了学，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对于学生学习的

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学生学习的方方面面，如提

交课业的质量，学习成果的达标，对学科兴趣的

提升，学习态度的改变，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学评估所涉及

的范围非常广泛，而所要考虑的维度和领域也

非常多。学生反馈问卷在整个教学评估中担当

了重要角色，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合理可靠的教学评估需要多维考察，收集多方

的资料和证据，最后由院系和相关教学委员会

作出综合判断。

八、结语

学生作为学科设计和教师教学的直接接受

者，其关于授课的个人体验对于改善两者都举足

轻重。基于此设计的学生反馈问卷能够系统而全

面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教师个人和学科组

改善和提升教学质量。在信息化时代，在线电子

问卷系统能够提供传统纸质问卷所不具备的各

种优势，同时，其填写地点、时间段和高灵活度

也为收集有效反馈增加了挑战性和难度。因反馈

数据的特殊性，个人隐私的保护和数据的分析管

理也是每一所采用电子问卷的高等院校必须妥

善处理的问题。对于每一位授课教师来说，如何

将反馈结果变成促进其教学质量不断改进的动

力，不仅需要对教学和学生的热忱，也需要学会

相应的方式方法和持之以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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