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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简短介绍课堂形成性评估的基本特征，以及课堂形成性评估研究的原则、研究设计和

数据分析。我们以“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测评研究基金”首期课题（2017）的课堂录像为基

础，点评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测评活动, 分析这些课堂评估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形成

性。 
 

 

1 绪论 

 

“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测评研究基金”的成立激励了一线外语老师对课堂评估的研究热情。首

批科研项目已经或正在结出累累硕果。与此同时，老师在课题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

惑, 特别是如何把课题研究和课堂测评有机结合、融为一体, 如何从研究的视角挖掘和反思

自己的课堂测评活动。本文根据作者在第二届英语教学与测评学术研讨会的同题发言整理

(有删减)，希望能够帮助一线英语教师更好地了解课堂评估，提高课堂评估的效率，同时

也提高教师的测评研究素养，培养教师用研究的精神和视角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与测评活

动，最终改善学生的英语学习课堂环境、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2 课堂形成性评估的基本特征 

 

课堂形成性评估有哪些最基本的特征？它有哪些作用？为什么很重要？它与我们通常所说

的语言测试有哪些根本不同点？如果我们去听一堂非常普通的、日常的英语课，有哪些课

堂活动我们可以定义为形成性评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堂形成性评估的基本特征。课堂

形成性评估通常是由教师主导的、由教师发起或协调的，嵌入在教学活动中并与教学活动

有机融合的评估活动。课堂形成性评估与大规模考试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需担负或者提

供大规模考试以＂问责＂为目的的信息；课堂形成性评估以＂反馈＂以及基于反馈的教学

与学习活动作为其根本的机制。反馈能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现有的知识、理解或者技能与



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且指导学生通过可操作的、必要的行动达到预期的目标。形成性

反馈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差距，更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积极的、正面的信

息帮助他们进步和改善成绩。反馈本身并不具备＂形成性＂，只有当学生接受了反馈并且

内化了反馈，并根据反馈而采取调整措施，反馈才有可能有效地促进教与学的过程（Rea-

Dickins & Gardner, 2000）。如果学生不能理解和使用这个反馈，或者没有机会内化这个

反馈，不管这个反馈有多么的具体细致，都不能起到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作用（Sadler 

1989）。将形成性反馈有机融合到课堂活动中，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与老师进一步交流的

机会，来展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所学的内容，这样的交流机会则会进一步促进

学习（Black & Wiliam 1998）。如果学生自己能够产生、展示这样的相关信息，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自我监控；但是如果这样的相关信息来源于外部，如老师，这个过程我们称之

为反馈（Sadler 1989）。 

 

从老师的视角来看，课堂形成性评估通常包括下列活动： 

• 与学生共享学习目标 

• 提供形成性反馈 

• 活跃的师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 

• 有效的、有策略的提问和提示 

• 在整堂课上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学、协调学生的学习 

• 通过学生的自我反思（包括自我监控和同伴互评）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 为学生提供各种深入学习的机会 

 

在课堂形成性评估中，老师担当着两种角色。首先老师是语言的协调者和内容的提供者，

为学生提供形成性的支持与反馈；再者老师是一个评判员，需要做出判断和决定，判断学

生的语言是否正确合适。老师应遵循形成性评估的十条基本原则 (Assessment Reform 

Group, 2002)： 

1) 形成性评估应该融入教学计划，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形成性评估应该聚焦学生怎么学习 

3) 形成性评估应该是课堂活动的核心 

4) 形成性评估应该是教师的核心素养和能力 

5) 形成性评估应该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因为任何评估都会影响情绪 

6) 形成性评估应该考虑学生的学习热情 

7) 形成性评估应该促进师生对学习目标和评估标准的认识和认同 



8) 形成性评估应该给予学生如何改进学习的建设性指导 

9) 形成性评估应该培养学生自我评估的能力，帮助学生反思和自我管理 

10) 形成性评估应该认可学有所长所短，顾及所有学生，各个层次的学生 

 

3 研究课堂形成性评估 
                

我们在指导首期课题时，经常听到老师问三个问题：我这么做算不算研究？研究到底长啥

样？我应该怎么研究课堂形成性评估？首先，提出研究问题是课堂评估研究的最关键的第

一步。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类别。研究问题必须是细化的、具体的、可操

作的、可实证回答的。其次，相对于语言教学与测评其他领域的研究，我们认为课堂形成

性评估研究可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比较有限。表 1 列出了课堂评估研究的大致分类和

相关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根据研究的初始目的和研究问题，我们可以选用相应的数据

收集和分析方法。 

 

表 1：研究分类与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研究目的类别 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描述型、探索型

研究 

• 课堂录音/录像 

• 课堂观察列表 

• 师生访谈 

• 师生日志 

• 课堂备课计划、练习和其它相关

材料 

• 问卷（如果是规模较大的研究） 

• 编码和分析：如 IRF语篇

结构、活动类型、形成性

评估的内容和种类 

• 描述性统计 

相关性研究 • 问卷调查 

• 考试 

• 相关性分析 

• 多元回归 

因果关系研究：

实验 

• 干预、前测、后测，与非实验组

的对比 

• T-test, ANOVA, 

ANCOVA, MANOVA 

因果关系研究：

行动研究 

• 发现问题 -> 实施创新方案 -> 观

察 -> 评估 ->实施改进方案-> 观察 

-> 评估 ->实施改进方案 -> 观察 

-> 评估 -> 

• 详细描述研究过程 

• 统计对比（如有可能） 



对比研究 • 所有可比对的数据 • 质性和量化对比（如不同

性别、成绩水平、农村城

市之间的对比） 

 

 

我们分析了＂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测评研究基金＂首期立项的八个课题的研究问题，发现其

中有些问题其实并不能称为研究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归为三类＂教学方法问题＂，＂文

献综述问题＂，和＂其它拓展问题＂（如研究结果的应用）。研究问题与这三类问题最本

质的区别在于研究问题是可以通过数据来回答的。 

 

我们以一个立项课题中的＂研究问题＂为例： 

 

如何使诊断结果更好地服务于阅读教学？ 
 

这个＂研究问题＂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关于怎么教阅读的问题，根据项目的设计书我们认为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成为可回答的研究问

题，表 2 列出了我们认为可能的新的研究问题。 

 

表 2：新的研究问题、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a) 

新的研究问题 数据收集 分析 

诊断结果是什么？ 诊断考试的成绩 • 描述性统计 

• 质性解读、分析诊断考

试的结果 

基于诊断结果的阅读教学能

够提高学生阅读成绩吗？ 

• 干预方法（如根据诊断

结果提供反馈，反馈＋

跟进训练） 

• 阅读理解考试（前测＋

后测） 

• 学生访谈 

• 统计比较前测与后测之

间的成绩差异 

• 统计比较不同干预的结

果 

• 行动研究和详细描述质

性数据 

 

 

我们还发现，这些项目中的‘研究问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研究问题过于笼通广泛，

夹杂着太多的变量，如下面这个研究问题： 

 



诊断式测评＂优诊学＂的反馈是否有助于增强高中生的英语自主学习、包括提高学习写作

微技能（如动词搭配，词汇和语法，篇章衔接等），进而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我们知道这个项目的总体目标以及这个研究问题所涉及的一些变量，可以对这个研究问题

进行修改。表 3 列出我们认为更加具体的、可操作的研究问题。 

 

表 3：新的研究问题、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b) 

 

新的研究问题 数据 分析 

诊断式测评＂优诊学＂的反

馈是否有助于增强高中生的

英语自主学习能力？ 

• 优诊学的反馈 

• 诊断测试前后学生访谈

或者自主学习问卷调查 

• 行动研究 

• 对接分析反馈内容和模

式与自主学习行为之间

的关系 

诊断式测评＂优诊学＂的反

馈是否有助于提高高中生的

英语写作水平？ 

• 优诊学的反馈 

• 诊断测试前后学生写作

能力的测量或者学生写

作过程档案袋材料 

 

• 行动研究 

• 对接分析反馈内容和模

式与学生语言水平的关

系 

• 详细描述反馈与学生写

作进步之间的关系 

诊断式测评＂优诊学＂的反

馈是否有助于提高写作微技

能（如动词搭配，词汇和语

法，篇章衔接等）？ 

• 优诊学关于各微技能的

反馈 

• 各微技能的多次测试 

• 行动研究 

• 跟踪反馈调查与微技能

进步之间的关系 

写作微技能（如动词搭配，

词汇和语法，篇章衔接等）

的改进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总

体英语写作水平的？ 

• 各微技能的多次测试 

• 诊断测试前后学生写作

能力的测量或者学生写

作过程档案袋材料 

• 各分项微技能与写作总

体水平之间的相关性统

计分析 

• 详细描述学生在哪些方

面进步了 

 

4 课堂实录分析 
 

我们可以对课堂形成性评估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也可专注评估过程中的某个/些方面。

我们可以分析课堂评估的目的，过程，期待的效果，实际的效果等等（Torrance & 



Pryor, 2001）;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老师的提问方式和内容 

(Heritage & Heritage 2013) 以及开启－回答－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模

式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下面我们以＂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测评研究基金＂的某

一项目录制的一堂 40 分钟的课为例来演示如何发现和分析课堂上发生的形成性评估。这

是一堂高二年级的通过写作来教学词汇的英语课，使用的教材是人教社 New Senior 

English for China，教学内容是第六册第三单元的 a letter for advice。经过优诊学首轮

诊断测试后老师发现学生在写作时使用词块的能力较弱，因此这堂课的重点是教学如何使

用下面四个词块：decide on, every time, instead of, if you feel 

 

表 4：课堂实录（部分） 

话轮 时间 内容 

1 0:06.4 - 0:15.2 S: Stand up. 

2 0:15.1 - 0:18.0 T: Good morning, everyone. 

3 0:18.0 - 0:19.8 SS: Good morning, professor. 

4 0:19.8 - 0:34.9 T: (inaudible) As you know, everyone wants to live a healthy life. But, 
why? because without a healthy body, nothing is impossible. Yes? 

5 0:34.8 - 0:36.2 SS: Yes. 

6 0:36.2 - 0:52.7 T: But how? Can you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There is no need to put 
up your hand, just stand up. 

7 0:52.7 - 1:09.2 S: Ok. first you need to have a balanced diet; and live a regular life.  

8 1:09.2 - 1:10.8 T: Next step? 

9 1:10.8 - 1:13.6 S: You should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10 1:13.6 - 1:17.2 T: Yes. 

11 1:17.2 - 1:24.5 T: You are the best. Anybody else? 

12 1:24.5 - 1:47.2 S: We need to sometimes (inaudible). enjoy the happiness and challenge 
in our everyday life. 

13 1:47.2 - 1:51.5 T: That's right. next one? 

14 1:51.4 - 2:03.5 S: Exercise 

15 2:03.4 - 2:18.6 T: Do exercise. Very good. Now we can say you'd better be positive, 
right? and (...) good habit, or do exercise, work out every day. Now my 
question is: do you take exercise every day? 

 
 

我们提出四个研究问题： 

1) 这堂课中有哪些评估行为？ 

2) 这堂课中老师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学生的理解和学习情况的？ 

3) 这堂课中老师使用了哪些反馈？ 



4) 这堂课中在反馈之后老师采取了哪些跟进措施？ 
 
 

研究结果 

 

在这堂课中老师的评估行为有事先计划好的、也有事先未计划好的，但绝大多数是事先未

计划好的课堂评估。表 5 列出了这堂课中发生的一些评估行为，以及各评估行为的步

骤。事先计划好的评估行为主要发生在这堂课快要结束的时候（从第 141 个话轮开

始）。老师介绍评分标准，要求学生自评和同学互评，之后分享＂最佳写作＂。 

 

表 5 课堂上发生的评估行为 

本课结构 课堂评估 

话

轮 

时

间 

课堂活动 互动模

式 

引导出理解程度

或学习状况 

反馈 跟进 

4-18 2 
min 

热身: 由学

生针对如何

过健康生活

提建议，引

出主题：提

建议 

T→SS, 
T→S, 
SS→T, 
S→T 

提问 确认: ‘yes’, ‘ok’, 

‘that's right’ 
表扬: ‘you are the 

best’. 

无 

19-
23 

1 
min 

读李华的求

救信 

T→SS, 
T→S, 
SS→T, 
S→T 

• 朗读 

• 提问 (‘Is it 

clear?’) 

表扬: ‘Your tone and 

pronunciation is 
amazing’ 
 

无 

23-
54 

5 
min 

给李华写回

信。准备

1：在课文

19页找出

do’s and 
don’ts 

T→SS, 
T→S, 
SS→T, 
S→T 

在课文中找出句

子并读出来 

确认: ‘yes’, 重复学生

原话 

表扬: ‘good’, 

‘wonderful’ 
提高认识: 把目标词

块写在黑板上; 

‘These are very useful 
suggestions; and 
when you give 
suggestions, these can 
make your writing 
very coherent, very 
smooth like a (...)’. 

延后: 在

以后的练

习中运用 



55-
78 

3 
min 

给李华写回

信。准备

2：填空，

提供半句

话，需要填

充的半句翻

译空格后面

的中文。 

T→SS, 
T→S, 
SS→T, 
S→T 

• 根据中文或

图片填空 

• 提问

(‘Understand 
me?’) 

• 利用手势让

学生回答 

确认: ‘yes’, 重复学生

原话 

表扬: ‘good’, ‘very 

good’ 
提高认识: ‘you 

should remember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not 
'instead of' or 'want 
to'.’ 

延后: 在

以后的练

习中运用 

79-
106 

3 
min 

给李华写回

信。准备

3：造句 

以图片代替

中文 

T→SS 
T→S 
S→T 
SS→T 

• 根据图片提

示，运用所

学词块提建

议 

• 提问 (‘yes?’) 

• 请求(‘once 

again’) 

• 用升调示意

其它答案 

(‘get up 
and …?’) 

确认: ‘yes’, 重复学生

原话 

表扬: ‘good’, ‘perfect’ 

‘Very good sentence’  
提高认识: ‘I think 

another word is very 
useful 'remind'’ 
 

延后: 在

以后的练

习中运用 

107-
127 

5 
min 

给李华写回

信。准备

4：小组讨

论为李华提

建议 

S→S, 
T→S, 
S→SS, 
T→SS 
 

• 小组讨论 

• 课堂观察  

• 小组与全班

分享 

 

表扬: 竖大拇指, ‘very 

good idea’ 
提高认识: ‘You 

should use as many 
expressions on the 
blackboard as 
possible’; ‘'If you feel' 
and 'instead of' is 
frequently used here, 
right?’ 
确认: ‘yes’; 重复学生

原话: ‘sleep early. Ok’  

继续探测: ‘not to 

sleep. How?’ ‘go to 
bed early. That's the 
same, right?’ 

延后: 在

下面的写

作中运用 

128-
140 

12 
min 

给李华写回

信提供建议 

T→SS 
T→S 

• 在工作表上

写作 

• 课堂观察 

提醒: ‘write the 

answer on the right 
part. Right, not left’ 

运用所学

的词块 



注重形式: ‘add a 

comma here’ 

141-
150 

2 
min 

评估回信

1：介绍评

价标准+老

师示范 

T→SS 
SS→T 

提问: ‘it's used 

properly, yes?’ 
‘how many 
points?’ 

  

151-
158 

2 
min 

评估回信

2：个人自

评与同学互

评 

T→SS 
S→S 

T: 课堂观察 

SS: 阅读自己的

和其他小组成员

的回信 

任务管理: ‘exchange 

yours with your 
partner and then 
choose whose work is 
the best’ 

 

159-
217 

7 
min 

评估回信

3：全班分

享‘最佳’回

信 

T→S 
T→SS 
S→SS 

S: 朗读 

T: 提问 ‘why do 

you think his is 
the best?’ 

确认: ‘yes’; 重复学生

原话 

改正重说: ‘that 

means most 
expressions are 
covered’ 
转移注意力: ‘good 

handwriting. Now we 
should assess it in 
terms of the 
vocabulary or words’ 
鼓励: ‘don't be 

nervous’ 

作业 

 

 

形成性评估最关键的一步是要知道学生的理解和学习状况，有点像传统的考试或小测验的

功能，但是形成性评估的方法则远多于传统的测试。课堂上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了解学生的理解和学习状况，既可以是精确的也可以是模糊的，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

是非正式的；可以是看看学生的眼神，也可以是正式的考试。在这堂课中，老师最多使用

的是全班提问和个别同学提问来了解学生的理解和学习状况。课堂任务包括小组讨论，朗

读，和个人写作。老师也通过观察来了解学生学习这四个词块的状况。反馈是形成性评估

的核心。在这堂课中，老师使用最多的反馈是＂确认＂和＂表扬＂。确认通常是用

“Yes”、“That’s right”或重复一遍学生所说的内容来达到的；表扬大部分是口头的，如

“good”、“perfect”、“wonderful”、“very good”，老师偶尔也竖大拇指来表示赞

赏。老师反馈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学生对这四个词块的认识。确认和表扬尽管可以激励学

生，但这些反馈行为本身并不能确保评估行为具有形成性的功能。形成性课堂评估的最后



一环节是＂跟进实施行动＂。反馈只能告诉学生和老师需要釆取什么行动，真正要使评估

具有形成性则必须跟进实施具体的行动。这堂课上跟进行动非常有限，因此我们认为这些

课堂评估活动大都不具备形成性。〖对这堂课具体的分析结果因期刊篇幅有限不做详细报

告〗 

 

5 结束语 
 

本文简短介绍了课堂形成性评估的最基本特征，指出课堂形成性评估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

成部分。我们以一堂 40 分钟的课堂录像为例来说明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课堂数据的釆集和

分析方法。我们认为课堂形成性评估应该是一系列螺旋式上升的、完整的评估环，每一环

都包括了解学生现有的学习成绩和表现，提供反馈，设计跟进活动从而减小现有水平与期

待水平的差距。如果缺少了最后一个跟进环节，反馈和评估就很难具有形成性。 

 

尽管我们对课堂录像的分析让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课堂上发生的评估行为，并有机会给老师

提出一些课堂评估的改进意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分析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我们

的分析是主观的判断，并且我们也没有和老师核实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老师作为课堂评

估的主体、发起者、实施者，可以和科研人员一起设计分析课堂形成性评估来增强他们的

评估素养。我们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外语测评研究基金＂实行的中学一线教师和大学科研

人员合作研究的模式可以为一线教师提供一个职业发展的平台(Cochran-Smith & Lytle, 

1999; Stremmel, 2007)，同时也保证研究项目的成功开展和研究结果的有效阐述，是一

个双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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