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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校评估？
学校评估是一个让学校能够评估自身绩效、发现办学优
势和成就，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的形成性评价过程。
其目的是取得多方面的改进，包括制度建设、学校运营、
教学工作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学生的成就（包括学术、
社交和心理健康方面的表现）。除了完成自我评价和内部
发展外，学校往往还要应对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检
查。学校评估可以帮助校领导以积极专业的方式来完成
这一任务。
鉴于参与学校评估过程的人员可以通过学校背景资料了
解学校现状，所以在引入学校评估时，学校背景资料至关
重要。学校背景资料包括学校的规模和类型、地理位置、
教职员配置、校规校纪、办学成果、资源优势等方面。从
许多方面来说，学校背景资料可以让人们了解学校的历史
和发展现状，了解学校离全面体现其价值观和整体愿景
的距离。
对于校领导而言，创造一种把评估和提升学生的学习置于
学校评估和改进的核心位置的文化至关重要。学校对管
理者、家长、教师和学生负有责任，并有义务为其谋求最
大的福利。因此，学校评估必须是一个重视各方意见并
共享信息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要想产生实际效果，学校评估必须有切实的行动，而行动
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的有依据的行动，只有这样
才能够促成转型变革，学校评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
非单一事件（Kotter，1996年）。

学校评估新手指南
在开始进行学校评估之前，学校应思考以下三个根本
问题：
1.	 我们做得怎么样？
2.	 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
3.	 我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好？

学校评估是帮助学校了解其办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它通一套清晰的评价标准，让学校
对自己进行准确的了解。

MacBeath（2005年）将学校评估描述为：“……一个反思实践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和透明性，旨在提高
学生的学业成绩、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学校的组织性学习能力。”

在开始探究这些问题之前，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学校才
是高效运转的学校。学校评估能够帮助各校对标当地、
国内和国际上的同类学校。
办学最高效的学校会帮助所有学生在学习上取得进步并
以超常的速度快速成长，不管其背景如何。尽管并不存
在办学高效的单个决定因素，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在
学生、班级和学校层面开展评鉴是大有裨益的：
•	学校的使命和教育价值观
•	学校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层的领导力
•	教与学的质量
•	学习资源
•	学校社区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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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评估时，把精力集中在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上。这样的评估会让过程变得更有意义，从而增加各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和接受度。此时需要考虑的实质性问
题是：
•	您想知道什么？
•	您需要收集哪些信息和证据？
•	您将如何收集这些信息？
•	您会如何使用收集到的信息？
通常，学校评估的过程需要收集一系列定量和定性的证
据。恰当地收集并处理好这些证据很重要，能帮助我们
形成一种专注于发展、学习、成长和进步的校园文化，而
非只注重成绩。
典型的证据可来源于：
•	面向学生、教师、校领导和家长的问卷调查
•	定量数据分析表
•	完整的听课记录或片段式的课堂观察记录
•	对特定组别的学生、教师、校领导和家长的采访记录
•	学生作业的检查记录（注重学生的进步情况）和教师
批改质量记录（注重教师的有效反馈）

•	对于单个或一组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学习
进步情况的记录。

不过，部分学校会采用照片和其他数字工具等创新方法
和新型技术。学校可能会要求学习者拍摄他们开心或不
开心时所处的场所，或者记录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

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收集证据并不会促成有效的学校评
估。关键是怎样对证据进行解析。学校可以从下列问题
开始着手：
•	证据是否足够且准确无误？
•	证据能够告诉我们哪些信息？
•	证据无法告诉我们哪些信息？
•	我们对证据存在哪些疑问？
正如考试结果只有在被正确使用时才会体现出其

诊断性和信息性的功能，学校评估同样如此，只有当学校
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并加以分析从而判断后续该采取什么
行动时，学校评估才会发挥作用。
典型的学校评估可能包括下列阶段或步骤：
1.	 让参与者了解评估的重点，例如，去评估教学质量或
学生的行为表现。

2.	 对评估过程进行规划（方法、时间表和资源），并告知
参与者。

3.	 收集信息（定量和定性）。
4.	 分析数据和信息。
5.	 确认优先改进事项。
6.	 执行改进策略。
7.	 评估此类改进策略的质量，并思考我们如何对质量进
行评定。	

学校评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每所学校都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但研究表明，有些学
校在这方面会做得比其他学校出色。
简单来说，学校评估是确认学校是否在有效运转的一项
工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教育研究者曾试图确定高效
能学校所具备的特征，这些学校的学生成长轨迹都超越
了预估的发展曲线。但是，有效学校评估的相关研究已
经发生了演变：
•	绝大多数的早期研究（Coleman等人，1966年；Jencks等
人，1972年）发现，相较于学校，家庭和街区因素对学
生表现的影响更大。

•	后期研究（Rutter等人，1979年；Mortimore，1998年）发
现，相较于家庭和街区因素，学校的作用反而会更
大。其他研究，例如Edmonds（1979年）发现了高效能
学校的可复制性特征。

•	最新研究不仅关注校内有哪些有效因素，还关注那些
效果最佳的因素。研究表明，影响学生成绩最重要的
校内因素是教师（Hattie，2009年）和优秀的校领导
（Day等人，2010年）。

不同的学校评估模式可大致分为三类（Gallegos，1994年）：
1.	 合规模式，侧重于评估学校是否根据预定标准或实践
进行办学。

2.	 诊断模式，一般具有形成性评价特征，侧重于提高学
生学习成绩。

3.	 绩效监测模式，侧重于根据常模参照数据来评估学校
实践和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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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大类范围内，学校评估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或成果，
例如：
•	学校是否符办学标准，是否能负起教育教学的责任
•	学校和制度是否有所改善
•	学校能否通过资格认证，办学资金是否充足
•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否得到提高。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学校系统采用了不同的学校评估模
式：有些是通过督察的形式来进行的，有些则采取了自我
评价的方式，还有些通过专家协助，制定改进策略。有时
学校也会采用混合模式。

有效学校评估的关键要素
近年来，全球资本大力投资开发学校评估系统和流程。实
证文献综述（Mason和Calnin，2020年）总结了最有可能对
学生成绩产生积极影响的三大要素，它们是外部问责、自
我评价和持续支持。

该文献综述所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如果学校旨在达成以
下方面的改变，那么只有外部评估是远远不够的。学校还
需要进行有效的自我评价和对师生的持续支持。
•	提高办学质量
•	实现教学变革
•	提高学生成绩。
相反，外部评估活动需要结合高质量的自我评价，而后者
在持续支持的基础上，能够培养办学能力，从而：
•	对通过学校监察等外部评估获得的反馈信息进行解
读，并且明白如何利用这些信息

•	完成高质量的自我评价：学校应能反思并诚实地看待
自身的实际工作状况

•	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改革策略来应对短板（Mason
和Calnin，2019年，第4页）。

实用建议
•	着眼于重要的事情。去评估那些重要的事，而不是只
关注能评估的事。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上。

•	学校评估的目的和过程应公开透明，以便各方了解学
校评估的缘由。清楚地告知各方学校评估的过程和时
间安排，从而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

•	确保将教师工作量和教师福利做为学校评估过程中的
重点考量对象。

•	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参与这一过程。如果所有利益相
关者均参与其中，他们就更容易接受评估的反馈结
果，并分担改进责任。

•	确保参与者有能力和精力认真完成评估活动。如有需
要，提供优质的培训和支持。

•	让能提出批判性意见的朋友或相关专家
（O’Brien，2014年）参与整个学校评估过程。

•	使用基准数据和信息来评估到达关键里程碑的进展
和影响。

•	对做得好的方面进行肯定：所有学校都有其优势以及
做得好的方面。

•	向学校相关各方提供反馈。虽然这可能需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不同的形式，但它可以提高大家对反馈的认
识，加强未来的行动方案。

•	运用教育研究成果去制定后续实施步骤，确定行动计
划和干预策略。

学校评估的优势
当学校评估对改善学校和系统绩效起作用时，它会带来
诸多好处。
•	有效的学校评估可以提高所有学生的成绩，不论学生
的背景和前期表现如何。

•	拥有良好的自我评价流程的学校，其教学质量往往更
高（Hofman、Dijkstra和Hofman，2009年）。

•	公开透明的自我评价过程使学生、教师、校领导及整
个学校社区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合作共赢。这一过程可
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并实现可持续改进。

•	有效的学校评估应总结学校做得成功的方面，并在全
校范围内进行表彰。

•	同样，学校评估还会确定学校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发展
提高的领域。有效的过程会帮助学校优先考虑需要注
意的情况，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效显著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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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学校评估有哪些误解？
•	学校层面上对于学校评估的主要误解是评估目的。如
果目的在于认证或排名，它将会影响评估模式的选择
以及各方对评估模式的接受度。对于评估目的的不明
确会妨碍学校评估的进程。

•	另外一种对学校评估的误解是认为该过程是一个“自
上而下”的过程，是针对学校采用的一种问责和绩效
考评而非改进的手段。此类模式通常涉及外部团队视
察学校以评估绩效。但这些都鲜少能够在评估过程中
提高学生成绩或带来持续性的改变。

•	认为学校评估是周期性的，例如每五年一次，也是对
学校评估的误解。这就说明“校务改进”是暂时的，
或只发生在评估期内，并没有渗透到学校的日常工
作中。

•	最后的一个误解是认为教师是被评估对象而不是评
估过程的参与者，这种误解使得教师无法真正落实评
估过程中制定的改进策略。

剑桥国际如何在学校评估方面为学校提供
支持？
剑桥学校评估是基于有效办学的相关文献综述和有效学
校评估的模式，采用了一种由学校负责并反思的模式。它
既不是督学模式，也不是认证模式，而是一种基于反思和
校务改进且有建设性意见的模式。
剑桥提供的学校评估服务，让学校有机会与其三大利益
相关者（学生、教职工和家长）建立友好关系，并收集相
关数据，帮助反思其自身的状况、设计改进策略并跟踪重
点领域的发展情况。对于校务改进，我们关注学生学习的
文化以及有助于这种文化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领导力、
教师素质、管理及家长的支持和参与等。
欲了解关于剑桥学校评估和咨询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school-improvement。

http://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school-improvement
http://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school-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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