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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评价是高等教育的一项核心工作，它需要

强大的师资力量和机构资源，以及学生的高度

参与。这也是很多大学最容易犯错的一个方面。

正如 David Boud 所言：“尽管很难，学生还是

可以摆脱不良教学的影响，但他们却无法摆脱

不当评价的影响。”[1]

作为一名教育研发人员，我曾为许多教育

变革项目争取到了资助，并领导实施了这些项

目。提供小额资助通常是全球各地大学推动变

革所采用的方法。这些项目虽然能够在局部创

造价值，但却很少在机构层面实现大规模的、

持续的变革。当资金用尽时，相关工作通常也

就停了下来，最后大家只得回到以前的做法。

Sam Smidt 教授展示了 14 世纪 Laurentius de 
Voltolina 的一幅画作。这幅画描绘了这样一种

场景：德国国王站在讲台上朗读一本书，台下

坐着一群听众，但其中很多人都没有认真听讲。

除了画中人物的着装、坚硬的长条凳，以及没

有 PPT 外，这种场景与现代课堂几乎没有区别。

同样地，法国艺术家 Jean-Marc Côté 于 1900 年

创作了一幅名为《上课》的画，描绘了未来孩

子们的学习方式。他认为，未来年轻人将戴着

耳机上课。这一点是唯一与现实相符的地方。

这两幅画都反映了当前流行的教育模式。我们

依然相信，通过向学生传播信息和灌输内容的

简单做法，就能使学生获得知识和理解力。我

们很难避免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教与学的模式。

然而，在过去 100 年里，教育心理学和学习技

术这两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涌现出了各种理论，

教师开始关注这些理论并将其应用到教学实践

当中。

二、教学实践变革所面临的挑战

教师发展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有效

的证据，寻找改进教育服务的方法，然后与教

师建立起信任关系，并将这种变革应用于实践。

改变教学行为并非易事，目前大学运作方

式已经使教师高度紧张。只有得到教师的认可，

才能进行有效的变革。英国有句俗语：“高校

教师把战略当早餐吃。”换句话说，你制定的

战略虽然极富远见、极具说服力，但如果高校

教师不认同其方向，不愿意将其付诸实施，那

么这样的战略注定不会成功。要想进行成功的

变革，你需要提出一个论点并给出令人信服的

证据，或者创造一种要求教师做出改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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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环境。

图 1 为 2010 年前后英国一般大学的标准

教室布局，这也是世界各地大学的标准教室布

局。这种教学环境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用

一到两周的时间进行考试评估。然而，大量的

桌椅再加上密集的课程安排，意味着教师不

得不使用标准的教学方法，即前面提到的说

教法。因此，学生，尤其是坐在教室后排的学

生，在观看屏幕或白板以及与教师、同学交流

方面的体验感就会下降。课堂环境布置会引发

种种问题，需要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

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然后创造条件进行试

点，再对试点的教与学进行评估。如果评估结

果令人满意，则对整个机构原有的做法进行 
变革。

图 1 标准教室布局

图 2 展示的是经过改造后的同一间教室。

教师们认为，教学环境发生了变化，教学方法

也应同步进行革新，于是采用了一种小组合作

学习（TBL）的方法，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借助技术手段进行学习，并将知识应用于实际

场景中。然而，并非所有教师都积极响应这种

模式。有些教师对此感到非常焦虑，他们不习

惯新的教学方法，无法有效利用课堂配套设备，

并要求提供能使其感到安全的更为传统的教学

环境。这些教师需要更长时间来适应新的教学

环境和方法。因此，对任何项目来说，专业发

展都是成功实施变革的关键。

图 2 教学环境的变化

另一个例子与提高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相

关，即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管理好自己的学习，

并发挥出自身最大的能力。英国每年都会进行一

次年度学生调查，了解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体

验。其中，评价与反馈的体验常常是得分最低的。

三、模块化对评价的影响

评价是大学教师规划、开发课程时最后考

虑的事情之一，但它通常却是大多数学生最看

重的事情 [2]。我们知道，关于评价与反馈的问

题有很多，其中包括：如何设计评价，是否具

备充足的数量、种类和模式（形成性评价与总

结性评价），以及高校教师为学生提供的反馈

是否有效。

大学面临的挑战之一便是课程层面（也就

是专业或主修）的评价设计。高校教师一般专

注于各自的教学和评估模块，而非学生的整体

体验。作为各个教学和评估模块的主设计者，

我们未必了解学生正在学习的模块和其他所有

模块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与既有可能成为一

种空间障碍，也有可能促进良好的课堂教学环

境不同，模块设计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结构

性障碍。

图 3 显示了评价图可能包含的内容。它显

示了绿色圆圈代表的“低风险”形成性评价和

黄色、红色圆圈代表的“高风险”总结性评价

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学生收到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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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块的 2 次（绿色）形成性评价的反馈，

这可以为其他各种评价提供信息。了解这一点，

将有助于减少其他模块评价的工作量。例如，

如果模块 2（黄色）和模块 3（红色）都对表达

能力进行了评价，那么，是否需要二次评价呢？ 

绿 黄 黄

黄

绿 绿

绿 红

红

图 3 可视化图表工具

四、获取可操作的评价信息

目前，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方式，但许多

教师认为试验结果不好，希望改变形式，建议用

新的形式，如博客、发帖、播客、项目等。因为

评价太多了，学生也觉得晕头转向，疲于应付。

许多学生从来不看反馈信息，只是看成绩。教师

花了很多时间写反馈信息，但学生只关心成绩，

反馈根本没用。还有学生反映，不同的评价方法，

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所以，评价设计很重要。

评价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和标准，要在学校层

面解决相关问题。例如，我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

数据，要做哪些讲座，如何让学生有一致性的体

验。除非我们提供的标准和评价非常一致，否则

学生会感到非常困惑。另外，现在可以获取很多

数据，如多少时间在图书馆、多少时间在虚拟学

习等，可以把这些数据拿来做预测。

在伦敦大学学院，我们开发了一款软件

CHART。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多个模块化的评

价随着时间推移是如何协同运作的。输入类型、

模式、权重和提交日期等信息，就能生成评价表。

教师与学生一眼就能看到某一年或整个本科 / 研
究生课程的各种评价。他们可以从中看出形成

性评价是否与总结性评价完全一致，并找出评

价结果的交汇点。评价可视化有助于学生更好

地管理时间，缓解评价焦虑，也有助于教师管

理评分期限。

CHART 是 TESTA 试点项目，用来改进伦

敦大学学院（UCL）评价与反馈的工具之一。

TESTA 意为“通过评价改变学生的体验”。这种方

法最初由 Graham Gibbs 和 Tansy Jessop 开发，

是 2009—2012 年“高等教育学院国家教学奖”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National Teaching  
Award）的一个内容。该方法首先对一个典型课

程的评价进行审计。例如，课程文档可能建议

对一个 15 学分的模块进行两项评价。如果这两

项评价各包含一组评估要素（大约 8 个不同的

要素），那么一个模块实际上可能包含 16 项评

估要素。如果学生同时还参与其他模块的评价，

那么为了通过评价，学生的学习很可能只是浮

于表面。这样一来，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将

会受到损害。

高校教师给学生的反馈可能非常简单，这

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多的工作压

力，例如申请研究经费、开展研究工作、发表

学术论文等。然而，诸如“及格”“良好”或“不

及格”之类的评语并无助益。有效的反馈应能

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并了解如何最大限度

地提高他们的成绩。将可视化的、分析的评价

报告（其中包含了对他们的表扬和建议）提交

给教师，自然而然会引导他们进行专业发展。

在文章开头部分，我讲述了进行全面的机

构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未来我们可以对上述

项目加以推广，以解决各院系面临的一系列共

同的挑战。这样就从最初的教学提升转变为机

构改革。将各种建议汇总在一起，就能明确哪

些领域需要改进，机构可为这些领域划拨资源，

并通过质量保证机制对其进行管理。表 1 列出

了某大学 5 年内面临的 10 项挑战，其中长期面

临的首要挑战是制定清晰的目标和标准。这所

大学将此问题视为重大挑战，为此建立了相应

的机制，以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这些改进措

施包括公布并解释评分标准和规则 [3]。

五、结语

总之，了解有效反馈与评价面临的障碍与动

力是教学发展的关键一环。我们预计，学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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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更加有助于了解如何设计和提供评价与反馈，

以及如何与学生就此展开良好沟通。在开发出能

够实时评价学生表现的稳健、可靠的系统之前，

我希望高校教师能够提高对学生面临的教育问

题的认识，并帮助高等教育机构采取各种方法，

为学生提供尽可能一致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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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构层面的建议（5 年内 157 门课程）

Rank
排名

Category
类别

Recommendations
建议

%

1 Clear Goals and Standards
清晰的目标与标准

Make goals, standards, and expectations for assessments more clear, explicit and 
consistent for example by providing specific/non-generic marking criteria, developing 
more detailed course handbooks, using exemplars etc.
使评价目标、标准和预期更清晰、更详细、更一致，例如制定具体的评分标
准，编写更加详细的课程手册，使用范例等

23%

2 Programme Design
课程设计

Ensure a clear, logical progression and link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with an 
emphasis on formative assessments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确保整个课程的脉络与连接清晰且合乎逻辑，并强调形成性评价，以培养理解力

9%

3 Feedback (Timeliness)
反馈（时效性）

Improve timeliness of feedback
提高反馈时效性

9%

4 Assessment (Spread)
评价（分布）

Investigate the spread of assessments to avoid bunching and choke points (MMA)
调查评价的分布，避免形成聚束效应和阻塞点（MMA）

9%

5 Feedback (Depth)
反馈（深度）

Provide deeper feedback which has greater emphasis on advice (feedforward) and 
encourages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work
提供深度反馈，更强调建议（正反馈），鼓励学生对课业进行反思

8%

6 Assessment (Volume)
评价（工作量）

Reduce number of assessments
减少评价工作量

6%

7 Feedback (Consistency)
反馈（一致性）

Improve consistency of feedback across the programme, as individual cases of bad 
practice can influence students' overall impression of feedback
提高整个课程反馈的一致性，因为个别不良做法会影响学生对反馈的整体印象

6%

8 Assessment (Weighting)
评价（权重）

Ensure that assessments are weighted appropriately in relation to effort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assessment
确保评价的权重占比与完成该评价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相一致

4%

9 Support
支持

Increase support for students including more feedback sessions, essay writing 
workshops etc.
为学生提供更多支持，包括举行更多的反馈讨论会、写作工作坊等

3%

10 Feedback (Volume)
反馈（数量）

Increase volume of feedback provided to students
为学生提供更多反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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