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简报：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通常被定义为让所有学生都能参与的与学生相关的、且有意义的教育。全纳教育
认为，多样性源自个体差异，它可以丰富他人的生活和学习（Hockings，2010年）。
什么是全纳教育？

• 全纳教育的定义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演变。全纳教育
最初是为了给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特教学生）提
供入学机会，让他们接受主流教育。近年来，这一定义
的范围已经从最初的关注点——“让他们入学”，转变
为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进步”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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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 最初与全纳教育相关的理论是关于如何教授有特殊
教育需求的学生。它以医学意义上的失能障碍为基
础，力求通过理解和认识特教学生的需求，并接纳他
们，让他们都能有机会接受主流教育。

• 社会意义上的失能障碍促成了失能障碍从医学模式到
社会模式的转变。这一理论认为未能给坐轮椅者提供
进入某个建筑物的电梯或坡道，未能给学生提供足够
的机会学习计算机软件，或未能给学生提供安静放松
的学习环境都是阻碍个体取得成功的社会因素。如
今，全纳教育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其他群体，例如濒临
边缘化的老年人或低收入人群（Haug，2017年）。
• 此外，还有超出社会性失能障碍的模型，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的分类，该模型强调
个体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

• 国际功能分类指出，个体的功能水平受健康、环境、其
他个人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改变，
（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因此，这种观点认
为，个体的功能水平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

• 全纳教育越来越多地与学习的通用设计原则联系在一
起，该原则通过为学习者提供以下机会来促进教与学
的灵活性。

– 多种呈现方式（多渠道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
– 多种表达方式（展示学生所知）。

– 多种参与方式（反映学习者的兴趣，为他们提供适
当挑战，并激励他们学习）
（Meyer等人，2013年）
。

• 学习的通用设计方法可保证所有学习者都能最大程
度地运用课程和学习环境，并降低了对个体适应性的
要求。

还有哪些术语与全纳教育相关？
与全纳教育相关的术语通常还包括：

• 特殊教育需求：它是指一系列障碍，包括具体的学习
困难（如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自闭症谱系障碍、阅读障
碍、运动障碍）、视听障碍、心理健康困扰、慢性疲劳/
疼痛情况，也可能包括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即学生
在艺术等特定领域表现出色，但有社会性或交流方面
的障碍。
• 合理调整/入学安排：特殊的考试安排和/或学习调整
可以让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习者受益，例如允许他们
有额外的考试时间或使用电脑。

• 个别化教育计划：专门针对一个或多个经确认的有特
殊教育需求的学生，与家长、学生、教师和相关的跨学
科团队成员协作设计的教与学计划。
• 差异化：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偏好和优劣势，对教与
学进行调整。我们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差
异化教学比简单地对学习结果进行区分更有成效。差
异化教学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元认知能力（见《
教育简报：元认知》），也将帮助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
学习。

• 神经多样性：认识到我们的大脑（“神经”）天生因人
而异（“多样化”），而且是人类个体差异的一部分。神
经多样性能够让个体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和感知世界。
教师认识并欣赏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学生对学习
文化和环境存在不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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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教育有什么优势？

全纳教育对学校、教师以及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和广
大学生群体大有裨益：

• 全纳教育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它使我们能够预
测学习上的困难，为此提前做准备并减轻困难的程
度，从而降低对个体适应性的要求。

• 全纳性教与学能够改善所有学生的学习体验。许多基
于特殊教育需求的干预措施可以为整个学生群体提
供有效的策略，例如将信息分解成若干零碎部分，或
者使用视觉手段来支持教学（欧洲特殊需求和全纳教
育机构，2020年）。
• 全纳教育旨在让所有学习者发挥自己的潜力
（Naraian，2019年）。这种方法将关注点从纠正学习
者的弱势转向加强他们的优势，并利用这一点来弥补
学习中遇到的任何挑战（Masataka，2017年）。

• 发展和实施全纳教育也可以作为协同规划和合作教学
的机会。
• 全纳性教与学承认并支持学生的多样性，可促进创
新、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和探寻新的思维方式。

人们对全纳教育有哪些误解？

“全纳”一词的含糊性可能会导致许多常见的误解，日常
实践中的全纳性教与学尤其让人迷惑。一些常见的误解
包括：
• 全纳是额外的工作，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事实上，
全纳式实践有助于逐渐减少教师的工作量，因为它
具有预见性，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确保学生尽可能有效
地学习。
• 全纳教育要从零开始。相反，全纳教育是让人们了解
自己已经在使用的有效策略，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继
续实践。

• 教师需要成为特殊教育需求或全纳教育“专家”。全
纳性教与学是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提供的现有教
育服务的补充，并帮助教师采取协作和全面的方式确
保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支持。
• “全纳”就是指“排斥”的相反面。虽然最早的全纳
范例侧重于让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接受主流教
育，不再将这类学生排除在外，但现在这个术语强调
的是了让学习者充分参与学习并取得进步以发挥其
全部的潜力。

• 全纳意味着“简单化”、降低教育标准或“填鸭式”教
学。以全纳方式进行的教与学及考评应该能够让教师
对所有学生有较高或更高的期望。

• 全纳教学只是为了根据诊断或标签纠正缺陷。事实
上，全纳教学积极挖掘学生的长处，并以此来应对他
们可能面临的任何挑战。在为学生提供相关支持
时，
“特教学生”这种标签可能有用，但是，它只是展
示了学生的“某个方面”，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随时
间推移所具备的全部能力。标签可能会阻碍我们对学
生能力的感知，遮掩我们对学习者的创造力、创新思
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等积极特征的认识。有些学生没有
被贴标签，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某个障碍的“门槛”，
或者有些学生可能没有达到好几个标签的“门槛”，因
此无法被诊断。
不是只有存在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才会有学习障碍，我
们所有人都会有经历这种或那种障碍的体验，而对障碍
的适应则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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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建议

虽然在考虑针对个体或小组的干预措施时关注个体差异（如Hockings所识别的那些）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我们难以在
课堂乃至整个学校中管理和维持这种关注。
Fig. 1: Focusing on individuals within a group
(Eaton and Osborne, 2018)
图1：关注小组内部个体（Eaton和Osborne，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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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整个学生群体中存在学习困难的规律可以为学校和教师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去关注这些困难给学习带来的的影
响，而不是关注给个体学生贴上标签（英国阅读障碍协会，2018年）。下面的图2中列出了一些我们通常能观察到的对学
生的学习有关键影响的一些问题。
图2：通常可观察到的表现

行为：
无法恰当调节和表达情
绪，如沮丧、疏离、退缩或
愤怒。

专注力和注意力：
冲动、易分心、注意力高度
集中和信息过量。

沟通和语言：
不能正常听、说和使
用社交语言。

管理功能：
不能进行时间管理、计划、
组织优先次序以及无法记
住需要记忆的东西。

学习者可能表现
出的与此相关的
困难

肌肉运动：
精细运动、粗大运动和平
衡障碍。

心理健康：
抑郁症、焦虑症、饮食紊
乱、强迫症。

识字：
阅读、拼写或写作困难。

算数：
数学能力方面的障碍。

注意：某些关键困难或障碍往往会重叠。当与学习更相关的（如管理功能）障碍得到管理时，能观察到的表现（如行为）可能就会更有效地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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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这些常见的学习困难为出发点，就可以开始去识别它们的规律。
“寻找规律而非贴标签”模型确定了许多可供
切入的点，我们可以从物理环境、文化和认知等具体方面（见下文图3）将全纳式实践的模式加以利用，然后，利用这种模
型来确定采用哪些策略支持学生克服这些常见的挑战。
图3：非贴标签模式（改编自巴斯大学教学中心）

物理条件

指学习的场所，例如：是否有合适
的学习场所或学习资源。

文化方面

指学习的内容，例如，我们使用的
示例有相关性吗？我们的指导清
楚明确吗？

举个例子，通常我们可能是关注学生的注意力是否集中
的问题。物理条件方面的切入点引导我们思考学生学习
的空间或地点（例如，噪音或视觉干扰等因素是否会对学
生造成信息过量？）；文化切入点关注的是学习内容的相
关性（例如，引入有趣的主题能否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
明确的指导能否提高学习者的信心？）；最后，认知切入
点注重学生如何处理信息和展示自己的学习（例如，碎片
化或写作支架式教学能否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看到自己的
进步并减少信息过载？）。这些切入点鼓励教师在全纳式
实践中采取全面的方法，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和元认知能力。

学校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全纳教育实践？

• 实践需要基于学校对学生的了解以及具体的情况。

• 从小处着手——发展全纳式实践需要一个过程。从适
合学校情势的较为简单的策略开始，采取循序渐进但
可持续的步骤。
• 确定一些速效方案，因为这可能是一种让小变化产生
大影响的强有力方式。
• 在教师专业发展中重视对全纳教育的培训。

认知方面

指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能否
高效且有效地吸收、处理、调
用和整合所学的知识？是否可
以有更加多样和灵活的方式展
示学生的学习成果。

• 实施全纳教育的政策，并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合作，确
保教师间联合协作，并得到校方全力支持。

• 对效果进行评估，以便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在不同情
境下推广、复制和使用。

教师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全纳教育实践？

• 通过清晰的叙述，将知识架构牢记于心，因为这有助
于学生建立信息之间的联系；大多数的学生难以弄清
楚信息之间而非概念或想法之间的联系。向学生展示
当前主题在整个知识架构中的位置能给学生提供重
要的情境。

• 管理环境。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有能力改变环境，但对
教师和学生来说，意识到环境如何影响学习（如照明、
噪音和座位安排）是非常有用的。
•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学生如何展示自己的学习方面（例
如，小组或个人任务、海报、演讲或论文等形式），采
取灵活的学习活动和考评方式，并给学生选择的机
会。
• 将信息和任务分解成较小、较易管理的步骤，避免信
息过载。使用要点、留白和粗体字让信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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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何”处理一项任务或学习活动，为学生提供清
晰明确的指导，重点放在学习的方法上而不仅仅是学
习的“内容”上。

剑桥国际如何在全纳教育方面为学校提供
支持？

• 注意平衡学生听课与动手操做之间的安排，让学生有
机会应用新知识、练习新技能并巩固学到的东西。

在考试开始前商定安排事宜，通过在不改变考评要求的
情况下消除不必要的障碍，让考生能够参加考试。

• 以书面指导辅助口头指导，因为这有助于加强学生对
于知识的存储和记忆。

• 采用视觉提示（图片，视频等资源）来打破单一的文本
或文字形式的学习材料，巩固新知识和加强记忆。

在每年为剑桥考官提供的《剑桥手册》第1.3节中，我们列
出了一系列准入安排，给可能在考试中面临障碍的考生提
供支持。
我们为各大考点提供支持和指导，并与其他颁证组织和
无障碍服务用户群体进行合作，以确保实现持续改进和
最佳实践。我们还为教师和校领导提供定期的培训机
会，帮助他们了解更多关于全纳教育的信息。

您还可以从哪里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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