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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弱化評價的管理性功能，突出評價的教育性功能是新一輪國家課程改革中一個亟待解決

的問題。雖然從理論層面上學者們對學生學業成就評價研究進行了大量的探討，但從實

踐層面上對這一方面的研究還非常薄弱，直接關注科學學科學業評價研究的更加少。本

文選取了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學業成就評價研究課題組：（1）《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

考試評價理科科目組》，主要關注初中理科試題的命制工作；（2）《新課程背景下高

中學生學業評價》課題組，主要關注過程性評價和開放性試題的命制工作；（3）《促

進教師發展和學生成長評價研究》課題組，主要關注發展性評價和檔案袋評估的研究工

作，對他們的具體工作進行簡要綜述。 

《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理科科目組》 

《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理科科目組》於 2003 年開始對初中理科會考試題的命

制和開發進行了廣泛的實踐探索。雖然該課題組在總體理論框架上沒有明確的導向，但

在對科學概念知識、科學探究能力和情感態度價值觀方面的考查上提出了很有建設性意

見的命題原則和要求（全國初中畢業升學考試綜合理科學科評價課題組，2004；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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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理科科目組，2005）。另外，在命題的總體形式上，無論是對科

學概念知識、科學探究能力還是情感態度價值觀的考查，該課題組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對

情境性試題的研究工作上，即考察學生在具體情境中運用所學知識與技能，分析和解決

問題的能力，這是很值得理科考試命題工作者借鑒的地方。 

（一）科學概念知識方面 

在科學概念知識方面的考察上，該課題組認為命題的原則是：要密切聯繫學生的學習和

生活實際，考查學生對科學知識的理解以及應用科學知識解釋現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

能力。比如對溶液概念的考察，傳統的做法是直接考定義，現在的做法是考概念的運用。

該課題組認為，對於命題基礎知識的命題要避免兩種傾向：一是只測試一堆高度抽象、

高度概括的知識，完全脫離生活實際；另一種則相反，測驗只是簡單地重複一下學生已

有的生活經驗，沒有超越經驗上升為科學（資料來源：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理

科科目組，2005，頁 30-34）。 

例題 1： 以下是溶液的一些說法： ① 無色  ② 混合物 ③ 化合物 ④ 均一 ⑤ 穩定 

⑥ 各部分性質相同，其中正確的是（） 

A． ① ③ ④ ⑤     B. ② ④ ⑤ ⑥    C.① ② ④ ⑤     D. ① ③ ⑤ ⑥  

答案：B 

  

例題 2 （上海理化，2003 年）：將白醋、食用油、食鹽、酒精分別放入水中，不能形

成溶液的是（） 

A. 白醋    B.食用油    C.食鹽     D.酒精 

答案：B  

例題 3：下列物質中，沒有顏色、沒有氣味、沒有味道的液體是（） 

A. 啤酒    B.食鹽水    C.純淨水     D.食醋 

答案：B 

分析：和例題 1 一樣，例題 2 同樣考察溶液的概念，但卻不像例題 1 那樣對溶液概念的

定義直接設問，而是通過設置一個實際的情境，讓學生回答將生活中常見常用的白醋、

食鹽、食用油、酒精分別放入水中能否形成溶液。例題 3 則停留在常識水準，不需要教

學和考試也可以回答。  

（二）科學探究能力方面 

該課題組認為，對科學探究的考查應該從實際問題出發，重點關注學生的探究能力。應該

避免將科學探究分解為生搬硬套的知識和按部就班的程式進行考查。在實際教學中，學生

應有較完整、自然地體驗科學探究過程的機會，但在大規模考試的情景中，要考查一個完

整的探究過程往往是困難的，選擇探究過程的部分內容，對學生探究能力的某一方面進行

考查更現實可行。也就是說，為了保證考查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一道試題不必貪多求全，

可以只集中考察探究能力的一個或兩個方面。如考查學生提出猜想的能力、設計和實施實

驗的能力、表達和交流的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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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查針對科學性問題提出猜想的能力 

例題 1：在煮餃子的過程中，可觀察到如下現象：餃子剛放入時，沉在水底，煮了一段

時間後，就浮起來。餃子為什麼會浮起來？請提出你的猜想並簡要說明。（資料來源：

全國初中畢業升學考試綜合理科學科評價課題組，2004，頁 13） 

     我想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根據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有可能的原因我認為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根據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可能的答案是： 

（1）沸水上下翻滾帶起餃子。 

（2）水沸騰後餃子表面吸附了一些氣泡，托起餃子。 

（3）煮熟後的餃子密度小，因此會浮起來。 

（4）餃子由於溫度升高而體積變大，所受浮力也增大，且大於重力，因此浮起來。 

（5）餃子內的空氣受熱膨脹，使餃子體積變大，所受浮力也增大，並使浮力大於重力

（儘管煮過的餃子因吸水會變重，但浮力增加顯然更大），因此浮起來。 

（6）隨著餃子內的溫度升高，水蒸氣增加，導致餃子體積變大，所受浮力增大，並使

浮力大於重力（儘管煮過的餃子因吸水會變重，但浮力增加顯然更大），因此浮起來。 

評分標準：滿分為 6 分，答（1）或（2）得 1 分；答（3）得 3 分，其中若只答餃子煮

熟了就會浮起來，而未提到密度變小的，得 1 分；答（4）、（5）和（6）中的任意一

個得 5 分，同時考慮餃子中的空氣和水蒸氣受熱膨脹的得 6 分，其中若沒有考慮煮過的

餃子吸水變重而認為重力不變則扣 1 分；能綜合考慮餃子本身和餃子內氣體受熱膨脹並

判斷氣體受熱膨脹可能是主要因素的得 6 分；提出其他合理猜想的酌情給分。 

分析：一般來說，學生對煮餃子的過程並不陌生。對於餃子煮後會浮起來的現象，學生

可根據經驗和所學的知識，提出許多有一定根據的猜想。評分主要依據的是學生通過猜

想所表現出的正確運用科學知識、方法和推理的能力。 

  

2.考查設計和實施科學實驗的能力 

例題 1：（新疆物理，2002 年） 幾個同學爬杆比賽時，要比較誰的功率大，分別需要

哪些測量儀器和測出哪些物理量？（資料來源：羅星凱等，2004） 

答案及評分標準：本題有多種答案，只要合理均得分。幾種可能的答案如下： 

（1）用體重計測體重，用碼錶測時間，用長杆和卷尺測高度。 

（2）用體重計測體重，用碼錶測時間。（要求比賽的同學都爬到同一高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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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體重計測體重，用長杆和卷尺測高度。（要求比賽的同學在幾條杆上同時開

始，同時停止） 

  

分析：要設計一個實驗來測量人爬杆時的功率，首先就要建立一個科學模型，高度抽象、

概括地描述人爬杆時的物理狀態。有了正確的模型，爬杆人的體重、爬杆的高度和時間

是三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常規的方法是像答案(1)那樣分別去測量三個量，而用控制變數

的思想（保持同樣的高度或用同樣的時間），就可以在時間和高度這兩個量中少測一個

（作為試題，這樣的設計應該得分最高）。因此，這樣的設計性實驗試題，雖然並不複

雜，但卻考查了學生建立科學模型和正確應用控制變數的方法解決問題的能力。  

3.考查解釋和表達科學探究結果的能力 

例題 1：（南通物理，2004 年）小明同學在做完“觀察水的沸騰＂實驗後，又進一步研

究了沸水自然冷卻過程中溫度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將實驗資料記錄在下表中（資料來

源：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理科科目組，2005，頁 81-82）： 

時 間

t/min 
0 5 10 15 25 35 45 55 65 

溫 度

t/oC 
100 71 55 45 35 28 24 22 22 

請在座標圖中通過描點畫出上述溫度隨時間變化的曲線。 

如果有一天你要喝一杯奶茶，可以有兩種方法供你選擇： ① 先將滾燙的熱茶冷卻

5min，然後加一匙冷牛奶； ② 先將一匙冷牛奶加進滾燙的熱茶中，然後冷卻 5min。你

認為方法________的冷卻效果較好。 

分析：一杯熱水放在室溫下，溫度不斷下降，是一個司空見慣的現象。通過探究，從這

個司空見慣的現象中發現規律，並把這個規律巧妙地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讓學生感

受到科學探究的獨特魅力。 

（三）情感態度價值觀方面 

該課題組認為，情感態度與價值觀是新課程三維目標體系中的重要一維，其重要性和知

識與技能、過程與方法至少是等同的。但在科學學科的教育活動中，不能把這 方面的

東西當成一些條文背誦，而在考試中要求簡單地復述這些條文恰恰會導致這樣的教學。

該課題組提倡通過在試題中滲透情感態度與價值觀教育的方式實現考察 意圖，比如滲

透到具體生動的科學事例與活動中，設計一些開放性的試題等等。該課題組認為，是否

完全可以通過考試的方式來檢測這方面的內容，是值得商榷和進 一步研究的問題。 

例題 1：在今年的氣象日，《海口晚報》刊登了一則氣象資料：“由於空氣污染的影響，

地球上陽光越來越少。與二十世紀 50 年代相比，如今到達地表的太陽光平均減少了 10%

左右……＂。請你依據光的傳播知識分析，影響地表日照的原因可能是什麼（資料來源：

羅星凱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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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空氣中的污染物（塵埃）將太陽光向各個方向反射。 

分析： 學生做完這道題後，收穫可能不僅僅是這道試題的正確答案。很多學生都知道大

量排放煙塵會造成污染，但沒有想到連光照也會影響。無形中也許學生就意識到防止大

氣污染，保護環境是多麼的重要。 

《新課程背景下高中學生學業評價》課題組 

《 新課程背景下高中學生學業評價 》課題組於 2003 年開始對學生學業成績評價進行

理論研究和實踐探索。該項目研究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2003-2005 年，主要就高

中學業評價的基本理念和框架、模組終結性測驗的定位和方案、過程性評價的理念和方

法、開放性試題的命制等進行了探討；第二階段是 2005-2008 主要就高中必修課程學業

評價進行探討，主要考察必修模組的水準測試，在命題與考試方面開展實踐研究。這裏

主要對該課題組在過程性評價的理念和實施、開放性試題的命制和開發兩個方面進行探

討。 

（一）過程性評價的理論和實踐研究 

1.過程性評價的理念 

該課題組認為，過程性評價不是對微觀意義上的學習過程的評價，也不是只注重過程而

不注重結果的評價，而是對課程實施意義上的學習動機、過程和效果的三位一體的評價

（高淩飆，2004）。為此，相對於終結性的或形成性的測驗方式，過程性評價更關注動

態的學習表現，評價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高淩飆，2004；鐘媚，2005）。  

（1）學習方式 

新課程要求改變被動的、接受式的學習，提倡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學習方式，使學生的

學習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性學習是對學習方式的形式化描

述，那麼，學習方式的本質是什麼？  

這裏指的學習方式來源於英語“approaches to learning＂，具體含義包括：當學生面對學

習任務時，他們對學習任務的價值取向和興趣，以及他們對學習本身的認識，導致他們

對學習效果產生特定的期望，這種期望驅使學生採用特定的策略和方法完成學習的任

務，從而產生與期望相匹配的結果。可見，學生學習前的預備狀態（presage）、學習過

程中思考和活動的方式（process）、學習的結果（product），是一個密切相關的系統。

簡言之，學習動機 + 學習策略 = 學習方式，學習方式是決定學習品質的重要一環，對

學生的學習結果產生重大的影響。根據所涉及的動機和策略的不同，比格斯(Biggs 1987)

把學習的方式分為表層式、深層式和成就式等。新課程所宣導的是深層式的學習，即學

習者的學習由內在動機或好奇心產生，為滿足興趣、探究意義而自發、主動學習。 

（2）反映學生智力發展的過程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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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性測驗可以很好地考察經過一個學習階段後學生對知識技能的理解和掌握，而對反

映學生智力發展的過程性成果則無法很好地反映。這就成為過程性評價關注的內容之

一，具體來說，包括：①學習策略和方法。在學習過程中，以過程性評價作為交流的平

臺，通過學生之間的相互觀察和提醒，可以促進他們不斷自我反思，從而提高學生的學

習策略和方法水準。②與學科學習緊密相關而難以通過終結性評價衡量的智力因素，如

解決現實科學問題的能力、創新能力等，這是考試測驗不能完全考出來的。③通過學科

學習而達成的高層次學習目標，如正確的科學觀等。  

（3）與學習密切相關的非智力因素 

學生的學習過程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非智力因素對學生的學習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過程性評價通過考察與學習密切相關的非智力因素，比如對學習任務的意向，學習的習

慣，以及透過學習過程反映出來的情感和態度等，給學生以資訊回饋，促進學生進行反

思和總結，使其對自身建立更加全面和深入地認識，從而提高學習的效果和品質。  

2.過程性評價的實施  

如何進行過程性評價？評價的實質在於價值判斷。從操作層面上看，評價的過程包括設

計評價方案和工具，利用評價工具收集資料資料，對資料資料進行分析得出結論，對評

價結論進行解釋。因此，過程性評價的實施應該包括以下四個工作環節（鐘媚，2005）： 

（1）明確評價的內涵和標準 

從評價的使用目的及結果來看，過程性評價屬於課堂學習評價，一般由學校自主進行，

評價的主體是教師和學生。在評價的過程中，教師雖然也作為評價者參與評價過程，但

更多的是作為評價的監控者和組織者，所以評價的主體主要是學生，評價的責任也就相

應地落到了學生的身上。因此，評價工作的第一步是使學生理解評價的內涵和功能，明

確評價的內容和標準。過去，由於學生長期處於被評價者的地位，對於什麼是評價，評

價的目的和作用是什麼，以及如何正確地評價自己和他人等的認識是比較薄弱的，導致

在評價過程中不能正確地把握和對待評價的標準。如何使學生提高對過程性評價的認

識，使評價的水準由完全的下意識或潛意識水準以及情感水準逐步上升到理智水準，應

該成為評價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當然，教師作為評價的組織者和主體之一更應該積

極地提高對評價的認識，在教學的過程中逐步引導學生學會評價。  

（2）設計評價方案和工具 

從評價的內涵中可以看出，過程性評價是基於人們對學習品質的認識提出來的，是一種

較具體方法更為上位的評價方式，因此，不能將過程性評價與某種特定的評價方法甚至

評價工具等同起來，應該根據學校和學生的實際情況，針對具體問題，選擇合適的評價

工具。該課題組開發了評價量表作為過程性評價的工具（見表 2-1）。  

表 2-1：高中語文過程性學習評價用表（資料來源：鐘媚，2005） 

模組       高   級   班     學生        學 號      200  年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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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ed.edu.hk/apfslt


亞太科學教育論壇，第九期，第一冊，文章十四，第七頁(二零零八年六月) 
鐘媚 

國內學生學業成就評價研究綜述 
                                                                                 

 

 
Copyright (C) 2008 HKIEd APFSLT. Volume 9, Issue 1, Article 14 (Jun.,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評價等級 評價 

項目 

評價內容 
自評 組評 

①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字，積極提高運用欣賞能力     

②維護祖國的語言文字，抵制不良語言現象     

③關注生活中的語言現象，並能分析判斷、取

捨 
    

④按質按量完成學習任務     

1.情

感、態

度、價值

觀 

⑤學習中表現得自信、勤奮、堅毅，追求卓越   

  

  

  

①獨立思考，善於發現問題，有自己獨到的見解     

②合作意識強，勇於表達，專注傾聽，樂於交

流 
    

③注重體驗美，創造美，陶冶性情，涵養心靈     

④ 善於計畫、比較、反思、總結、調整     

2.過程

與方法 

⑤ 勤於整理、辨析、積累，以各種方式充實自

己 
  

  

  

  

①閱讀廣泛，讀高文化品味著作，讀完整著作     

② 表達交流語言規範、清晰、誠懇、有感染力     

③ 積累豐富、完整、準確，靈活運用     

④ 書寫工整認真，整潔美觀     

3.學習

成果 

⑤作品豐富、完整，有創意；筆記有條理，清

晰 
  

  

  

  

背誦的篇章 

          

閱讀的書籍 

   

特長

及成

果展

示列

舉 發表及其它 

   

個人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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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評議 
  

自評等級 本人簽名 組評等級 組長簽名 教師總

評 

教師簽名 

             

表格填寫說明： 

1.過程性學習評價的方式為等級制，分四個等級：A 等（優秀）、B 等（良好）、C
等（合格）、D 等（仍需努力）。 

2.各“評價欄目＂的等級確認辦法：先給 5 個具體分項評定等級；再將等級轉換為

分值：A 等為 3，B 等為 2，C 等為 1，D 等為 0 分；最後把 5 個分數相加，得 12－15
分的為 A 等，8－11 分為 B 等，4－7 分為 C 等，0－3 分為 D 等。 

上述高中語文過程性學習評價用表的優點在於：評價所指向的內容比較全面，涉及情感

態度與價值觀、過程與方法、學習成果等領域；評價的主體多元，有學生自評、小組評、

教師評；評價指標體系的分解比較詳細、科學、可行；各指標的權重比較清晰；量化評

價的等級的計算比較清晰；評價含有成果展示等評定的證明材料，使得評價的結果比較

可信。  

（3）解釋和利用反映學習品質的結果 

在學年或一個學習階段結束之後，應如何報告、解釋、利用過程性評價的結果？有的學

校建議把“過程性評價的結果賦予權重，折算成一個分數，然後與終結性評價的結果相

加，作為最終學習結果＂。那麼，過程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要不要整合？過程性評價屬

於個體內差異評價，評價的目的並不是對學生的學習下一個終結性的結論，而是促進學

生的學習與發展；評價的內容主要不是學生最後達到的水準，而是學生的進步情況。教

師和學生應該通過對收集資料的分析，讓學生瞭解自己的進步和不足，在此基礎上提出

建議，使學生明確將來繼續努力的方向。所以，簡單地把過程性評價的情況折算為一個

分數加到考試成績裏面去是沒有意義的。過程性評價的結果與終結性評價的結果應該分

別給予呈現報告。  

（4）反思和改進評價方案 

整個評價方案實施結束以後，還需要對於評價方案進行再評價，也稱“元評價＂，即“在

評價的過程中，為檢討評價方案，實施過程與結果，藉以總結成功的經驗和糾正評價工

作之不足，而對正在進行或已完成的評價進行價值判斷。＂元評價的關鍵是確定元評價

的標準問題，即一份好的方案的標準是什麼。我們可以以下述問題作為準則考察評價的

方案：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亞太科學教育論壇，第九期，第一冊，文章十四，第九頁(二零零八年六月) 
鐘媚 

國內學生學業成就評價研究綜述 
                                                                                 

 

 
Copyright (C) 2008 HKIEd APFSLT. Volume 9, Issue 1, Article 14 (Jun.,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①有效。這個方案是為瞭解決什麼問題，是否最合理地解決了問題，在多大程度上

達到了我們的目標？ 

②可行。方案的要求是否超出了學校現有的條件和能力？評價的工具是否繁瑣，是

否給教師和學生帶來很大的負擔？ 

③可信。評價的標準是否恰切？評價工具收集的資訊是否準確？ 

通過對這三方面的考察，學校和教師可以找出評價方案的不足，改進評價的方式和工

具，更好地完成下一步的評價工作。過程性評價是一個動態多元的，而不是一個僵化單

一的評價方式，因此，即使在實施的過程中，學校和教師仍然可以根據變化的情況及時

修正評價方案。 

（二）高中必修課學業水準測試 

新課程強調學生的模組學分由各高中學校自主授予，這一措施大大增加了高中學校的辦

學自主權和靈活性，有利於各高中學校根據自己的實際進行教學，全面落實素質教育方

針，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色。然而，由於學校條件和辦學理念上的差異，各高中學校的

教學品質也有一定的差別。需要通過適當的檢測，對各高中學校的教學品質進行監控，

保證每一間高中學校的教學品質以及每一位高中畢業學生的學業都達到國家規定的基

本要求。為此，教育部華南師範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從 2006 年開始，系統組

織了高中語文、數學、英語、物理、化學、生物、政治、歷史、地理九學科的必修課學

業水準測試。為了避免過去考試命題過於倚重封閉性試題的弊端，該課題組對開放性試

題的命制方法進行了有益的探索。 

1.開放性試題的命制理念 

過去的學業測評主要採用封閉性試題，該課題組認為，適當採用開放性試題在很大程度

上彌補了封閉性試題的種種不足，特別在考查學生思維的靈活性和廣泛性，考查學生的

實踐能力和創新意識，以及情感、態度、價值觀等方面有著封閉性試題所無法取代的優

點。開放性試題更符合新課程發展性評價的理念，在新課程的模組學業評價中應提倡適

量使用開放性試題（高淩飆，吳維寧，2004）。 

 該課題組認為，開放性在編制上需要注意兩方面的問題：①試題是否有明確的檢測目標

和檢測效度；②試題是否違背學科的基本規律。為了避免開放性試題評分主觀隨意性的

弊端，該課題組集中研究了 SOLO 分類法（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在

命題中的運用。SOLO 分類評價法的基本理念源于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論。皮亞傑的

認知發展階段論指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認知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不同的階段之間

的認知水準有質的區別。比格斯(Biggs 1982)和他的同事通過研究發現，人的認知不僅

在總體上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在對具體知識的認知過程中，也具有階段性的特徵。人在

學習新知識過程中表現出來的思維階段是可以觀察到的，因此稱為“可觀察的學習成果

結構＂。也就是說，學生在具體知識的學習過程中，都要經歷一個從量變到質變的過程，

每發生一次躍變，學生在對於這一種知識的認知就進入更高一級的階段，可以根據學生

在回答問題時的表現來判斷他所處的思維發展階段，進而給予合理的評分。SOLO 分類

法將學生學習的結果由低到高分為五個不同的層次，即前結構（prestuctural）、單點結

構(unistructural)、多點結構(multistructural)、關聯結構(relational)、拓展抽象結構(extended 

abstract)等。這五種結構的基本含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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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結構：沒有形成對問題的理解，回答問題邏輯混亂，或同義反復； 

(2)單點結構：回答問題時，只能聯繫單一事件，找到一個線索就立即跳到結論上去； 

(3)多點結構：回答問題時，能聯繫多個孤立事件，但未形成相關問題的知識網路； 

(4)關聯結構：回答問題時，能夠聯想多個事件，並能將多個事件聯繫起來； 

(5)拓展抽象結構：回答問題時，能夠進行抽象概括，結論具有開放性，使得問題本

身的意義得到拓展。  

   

SOLO 的五種層次代表了學生對於某項具體知識的掌握水準，從學生對某個問題的回答

中，教師可以對照上述標準就學生對該項知識內容的掌握情況做出判斷。因此，這種評

價方式可以幫助教師進行教學診斷，同時，也可以向學生提供有用的反饋，所以 SOLO

分類法可以用於形成性的學生學業評價；另一方面，如果將上述五個層次賦予不同的等

級分數，那麼學生對問題回答的品質就可以被量化，量化的分數可以作為終結性評價的

依據。以下是依據 SOLO 的基本思想進行等級評分的歷史開放性試題和物理開放性試

題，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基於 SOLO 的評分標準編制的一般方法。  

2.開放性試題的命制實例 

（1）歷史開放性試題 

題目：請結合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相關史實，談談你對英國議會制度的理解（資料來源：

黃牧航，2004）。 

 

 本題為一道問答題，考查學生思維能力的種類包括再現歷史知識、概括歷史知識、分析

歷史事物的本質、闡述歷史發展的規律等等。而根據 SOLO 分類法，可以把學生的回答

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①前結構的回答。這種回答只出現了一個簡單的判斷，我們不知道學生得出這種判

斷的根據何在；或者只提供了一個史實，我們不知道這個史實說明瞭什麼問題。如：  

答（1）：英國的議會制度對英國歷史產生了巨大的作用。 

答（2）：1649 年，議會把查理一世送上了斷頭臺。 

②單點結構的回答。這種回答只依據了一個方面的史實，說明學生還沒有充分理解

歷史發展的複雜性。如： 

答：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議會組成了議會軍，打敗了王黨軍隊，使立憲立憲制能夠

在英國確立。 

③多點結構的回答。這種回答能夠依據兩個以上的史實，但是未能建立起這些史實

之間的聯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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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640 年，查理一世為籌措軍費而被迫重新召開議會，而議會卻以此為契機要求限制

王權。當兩者的矛盾不可調和時就只能兵戎相見了。1645 年，議會軍最終擊敗了王軍，

並於 1649 年把國王送上了斷頭臺。 

④關聯結構的回答。這種回答不但能夠提供多個史實，而且能夠在這些史實之間建

立起某種聯繫。如： 

答：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其實是國王與議會之間的矛盾鬥爭引起的。1640 年，查理一世為

籌措軍費而被迫重新召開議會，而議會卻以此為契機要求限制王權。當兩者的矛盾不可

調和時就只能兵戎相見了。1645 年，議會軍最終擊敗了王軍，並於 1649 年把國王送上

了斷頭臺。但是，議會與國王之間的矛盾並未根本解決。1660 年，因為議會內部矛盾不

斷，查理二世借機復辟。斯圖亞特王朝復辟後，國王與議會的矛盾更加尖銳，最後，議

會不得不拋棄查理二世，把荷蘭的執政威廉三世迎來英國當國王，使立憲君主制最終在

英國確立，國王與議會的矛盾也最終得以解決。 

⑤抽象拓展結構的回答。這種回答不但能夠提供多個史實，而且能夠把對問題的認

識上升到抽象的理論認識層次，能夠從理論上分析為什麼會出現這種現象，以及這種現

象的發展規律。如： 

答:英國的議會起源於中世紀，議會與國王之間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在中世紀，兩者的

矛盾主要體現在王權與貴族特權的紛爭。到了近代，隨著資產階級勢力的發展，兩者的

矛盾則體現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君主專制統治的不滿，要求分享政治的權利。……（省

略具體的史實）“光榮革命 ＂後，資產階級立憲君主制最終在英國確立起來，表面上

這種制度的特點是國王與議會並存，而實質上是議會的權力日益超過國王，因此，資產

階級終於能夠通過議會來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控制。  

（2）物理開放性試題 

教師任務：將一氣墊導軌傾斜放置，用尺規標明導軌上各點的位置，讓滑塊從導軌的高

端滑下。不斷重複這一過程（資料來源：高淩飆，2005）。  

學生任務：觀察上述過程並進行你認為必要的測量（可以利用自己的手錶和導軌上的尺

規），記錄下結果，利用觀察和測量的結果，對上述過程進行描述。應清楚地寫出必要

的文字說明、推導論證、公式計算、資料結論、圖線表格等等。 

評分細則： 

本題無參考解答，教師可參照下麵標準給學生評分：  

0 分：沒有回答，或給出的回答言不及義、不對題。 

1 分：只有定性的描述，基本上能說清滑塊的運動過程。 

2 分：有定性的描述和定量的測量。其中定量的測量只是測出幾個時間及距離而

沒有做進一步的分析整理，也沒有結論；或測得的資料與實際的差距很大。 

3 分：有定性的描述和定量的測量。其中定量的測量包括對滑塊運動到不同位置

時，滑塊與原點的距離及運動所經過的時間，並能用這一資料計算出滑塊運動

的平均速度或即時速度這兩個量中的一個。測得的資料基本上合理。 

4 分：情況同上，但能將滑塊運動的平均速度和即時速度兩個量都求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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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在前面的基礎上，整個報告的敍述，包括目的、原理、過程、資料記錄和

整理、最後的結論等，條理清楚，結論明確。 

7 分：在前面的基礎上，進一步求出滑塊運動的加速度。 

9 分：在前面的基礎上，能利用所掌握的多種數學工具，包括圖表、圖線等等，

將實驗觀察的結果非常清楚地表達出來。 

10 分：在前面的基礎上，能從實驗事實出發對滑塊的運動以至普遍情況下的勻

加速運動，或其他任何問題進行討論，且言之成理。 

其他形式的答案，可參照上述等級給分。 

《促進教師發展和學生成長評價研究》課題組  

《促進教師發展和學生成長評價研究》課題組於 2002 年開始對發展性評價的理念和實

施進行了廣泛的探討。課題組認為，發展性評價區別於選拔性評價和水準性評價，指的

是在發展的整個過程中進行的，旨在促進被評價者不斷發展的評價（董奇，趙德成，

2003）。發展性評價的目的是為了更好地促進學生的成長，促進教師教育教學水準的提

高，促進學校的發展。發展性評價主張評價主體、評價內容的多元化和評價方法的多樣

化，提倡形成性評價和終結性評價的有機結合。在評價方式和工具的開發方面，該課題

組著重探討了質的評價方式--檔案袋評估的實施。 

（一）檔案袋評估的定義 

檔案袋評估（portfolio assessment），又稱作“成長記錄袋評估＂。該課題組認為，檔案

袋評估就是指“學生作品的有意收集，以反映學生在特定領域的努力、進步或成就。它

必須包括內容選擇過程中的學生參與、選擇的指南、評分的標準，以及學生自我反思的

證據＂（趙德成，2003a）。檔案袋評估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其具有呈現學生學習進步

情況和學習過程的潛能，以及重視學生對學習的自我反省能力，是一種能夠適應學生個

別差異的評估方式。綜合而言，檔案袋評估以促進學生發展為根本目的，強調個別差異

的學習和成果的呈現，而且著重教學與評估交互進行的過程。檔案袋評估具有以下的特

點：（1）檔案袋評估的基本成分是學生作品；（2）學生作品的收集是有目的、有計劃

的，而不是隨機的；（3）檔案袋評估要給學生提供發表意見和對作品進行反思的機會；

（4）檔案袋評估不是在整個教學結束後才進行，其評估與教學是同步交互進行的。 

（二）檔案袋評估的類型 

1.展示型檔案袋 

展示型檔案袋是學生工作最佳成果的搜集，是教室中最常實施的檔案袋評估類型之一。

展示型檔案袋的主要使用者是學生自己，其主要目 的是促進學生對自己作品的反思。

展示型檔案袋中搜集的事物包羅萬象，包括手工作品、作業、照片、獎狀、紀念品、論

文、短評、錄影等。對於每一項放入展示型檔案袋中的作品，學生應該討論將其放入檔

案袋的原因，下列問題可供他們參考：(1) 為什麼我會選擇這個作品放入檔案；(2) 這個

作品是如何顯示我的學習和進步；(3)  我是怎樣做使得這個作品成為“最優秀作品＂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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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件型檔案袋 

這類型的檔案是學生學習歷程的觀察及記錄，主要是描述學生一段時間內的進步以及教

師的期望。文件型檔案袋的內容可以包括草稿、頭腦風暴活動的結果，也可以放入學習

歷程的任何作業、觀察記錄、評估清單、討論記錄等。要利用文件型檔案袋有效評估學

生的進步情況，必須依據每一項學習內容選擇數個作品作為其進步的證明，因此，選擇

的作品要包括三部分：（1）原始的草稿；（2）修改過的草稿；（3）最後的草稿。與

展示型檔案袋相比，文件型檔案的限制在於耗費時間長，資料太多，不易評估。針對耗

時的問題，教師可以在平時有目的地記錄。至於資料太多的問題，教師應評估檔案可以

評估學生的進步的資料，無需對所有資料加以評估。  

3.過程型檔案袋 

過程型檔案袋記錄了學生在一學年當中對不同課題內容的學習過程，主要包括

學習歷程與自我反思兩個方面：第一方面包括作品從萌芽到最終定型的過程，

第二方面包括學生對作品的反思過程。自我評價與反思是學生參與檔案袋評估

的最高水準。要想使學生的自我評價與自我反思起到預期的作用，教師不能只

是簡單地提出要求，要給學生以必要的指導，讓學生知道評價什麼、反思什麼，

以及怎麼評價和反思。給學生設計一個用於自我評價或自我反思的表格，是一

種值得提倡的做法。表格的欄目設置應該鼓勵學生反思他們為什麼選擇這些內

容，以及他們所選擇內容的突出特徵是什麼。  

4.評價型檔案袋 

與其他類型的檔案不同，評價型檔案是在預設的要求下搜集資料，並在預設的

標準下評估學生，其目的是收集事實以系統評價學生的學習，並將結果報告給

其他人。評價型檔案袋試圖通過簡化評價任務、統一評價要求以及指導檔案袋

裏面應該放什麼材料來保證評分過程的信度，評價型檔案可以應用於區域性的

大規模評價活動。評價型檔案的優勢在於有比較可靠的評分標準，缺點在於：

缺乏真實性，資料搜集方向的選擇權在教師而非學生，其主要目的是評估學生

在特定工作上的表現，減低了教學目的中所要求的真實性。  

 （三）檔案袋評估優勢與局限性 

該課題組認為，一方面檔案袋評估具有許多傳統的評估方式不具有的優勢，但同時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徐芬，趙德成，2001）。檔案袋記錄了學生成長的“故事＂，是評價

其最終發展水準、努力、反省和進步的理想方式。相對於紙筆測驗和其他快照式評價而

言，它能向教師、家長和學生本人提供豐富的內容，不僅能夠反映學生知道些什麼和能

做些什麼，而且能夠反映學生的問題解決能力和思維能力、運用策略和程式性技能的能

力，以及建構知識的能力，為評價者提供很多關於學生的學習和發展的重要資訊。由於

檔案袋評估並不是局限於教學之後進行，因此可以有效地促進教學與評價的有機結合，

幫助教師及時、準確地獲得有關學生的學習資訊，為學生提供適合其特點的教學。另一

方面，源於檔案袋評估本身的特性以及我國的教育背景，也帶來很多問題，有待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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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研究：（1）檔案袋評估加重教師和學生負擔的問題；（2）檔案袋評估的信度和

效度問題。 

結語  

 學業成就評價是教育評價、課程評價、教學評價、學生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系統收

集學生課業學習情況的客觀事實材料基礎上的價值判斷過程（吳維寧，2007）。學業成就

評價的方法，既包括以紙筆測驗為主要方式的量的方法，也包括以觀察、談話、收集各種

反映學生學習過程與結果的作品在內的質的方法。從國內三個主要課題組對學生學業成就

評價的研究成果來看，在量的方法和質的方法方面都取得了一定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多

問題。 

首先，在量的的評價研究方面，雖然現有的研究根據課程標準的教學要求，提出了與之相

匹配的命題原則，但是如何細化和具體化這些原則使之更具有系統性，建立規範的評價理

論依據和基本框架，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思考。例如，如何界定科學概念理解的層次水準，

科學探究能力發展的層次水準。在紙筆測驗中，如何衡量情感態度價值觀的考察限度等等。 

其次，在開放性試題的命制方面，現有的研究已經意識到評分標準的效度和信度問題，嘗

試引用教育評價領域的分類理論克服開放性試題的主觀隨意性弊端，但是如何結合各個學

科的特性，選擇與之相適切的評價理論和方法，還需要研究者在實踐中不斷摸索。例如，

SOLO 分類評價理論適合哪些學科的試題命制？如何借助於新一代的測量理論和技術促進

開放性試題的發展？ 

最後，在質的評價研究方面，實現評價與教學的有效結合，開發具有可行性和操作性的評

價工具，避免質的評價方法異化成管理和束縛學生的手段，是未來研究的著力點。值得思

考的問題是，現代教育評價理念提倡將各種非正式評價納入評價的範圍，如課堂提問，這

樣的做法是否會造成評價概念的泛化？如何結合我國的教育背景開展質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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