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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
三结合
精准开展课堂教学评价的探索与实践
李 青，卢坤建，郑若诗，
石朝阳，
夏喜莲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300）
摘 要：在多元评价主体构成及评价标准制订、评价方法或过程选择、评价结果的应用等方面，通过“三结合”抓好
课堂教学评价，
可以解决以往课堂教学评价的痛点问题，
吸纳学生、
同行、
督导、
教师等参与课堂评价，
共同
探讨课堂教学并共享经验，
建立自我改进的课堂质量保障机制，
让学校优质课堂建设“实”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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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培育“大国工匠”后备军的

是专业建设乃至教育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教

重要阵地，如何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打好“课堂

师授课过程中，
“ 教师—学生—同行—督导”是不

革命”这场战役，乘诊断和改进政策东风，在培养

同的利益主体，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诉求存在

学生职业能力方面肩负起质量保障主体责任，打

差异性，参与课堂教学评价的成熟度与聚焦点也

通学校各项教学改革、特别是专业教学综合改革

有所不同。课堂教学评价应是促进所有参评人员

建设成效的“最后一公里”，值得深入研究。笔者

共同探讨课堂并共享经验的服务行为，其最终目

认为，重要的抓手是让学校优质课堂建设“实”起

的是帮助教师剖析自身差距，制订改进方案，改进

来。强化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建设好学

教学质量，实现自我发展增值。

校的优质课堂，让课堂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
“亮”
起来。

过往的课堂教学评价在理念上主要是侧重于
找出教学质量不合格的或教学效果落后的教师，

一、课堂教学评价的过去与发展

并简单地与教师职称晋级及任用挂钩。这种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是对教师教学目标达成度、教

在操作层面有以下三个痛点：一是缺乏简便、符合

学组织设计行为、课堂管理行为、沟通交流行为以

不同评价主体认知及与课程类型相匹配的分类评

及课堂教学效果等教学事实的诊断及价值判断，

价标准；二是缺乏集合多元评价数据、为教师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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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提供数据连接服务的信息平台；三是缺乏应

育、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六类课程建立三方

用评教大数据建立的考核、激励、改进“三架马车”

评教标准体系框架，同时分别用三方易于理解的

并行的评课运行机制。

语言表达评价要素，消除学生评教的“认知偏差”、

在理念上，发展中的课堂教学评价既是面向

督导评教的“专业偏见”、同行评教的“人情因素”；

教师过去的评价也是面向未来的评价，强化评价

二是教师自评本方，从对评教标准认知的反思和

的反馈及对教师授课的矫正功能。其最终目的是

对课程教学投入的反思两个维度，制订教师《自我

吸纳学生、同行、督导、教师等所有参评人员共同

评价参考量表》，消除教师自评过程的“乌尔冈湖

探讨课堂教学并共享经验，协助并激发教师不断

效应”和自评结果的“自我提高偏见”。

提升专业教学能力，建立自我改进的课堂质量保
障机制。
二、课堂教学评价的“三结合”与“优质课堂”

（二）评价平台与评价过程：
“ 多方”系统与精
细评教相结合

马尔凯塞一再强调：
“ 评价不只是收集数据。

针对过往课堂教学评价的痛点，深入剖析“教

为了进行评价工作，教育者必须明确他们收集信

师—学生—同行—督导”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按

息的目的。数据收集后，教育者必须研究并使用

照“‘学生评教’服务于‘学’，帮助学生发展；
‘同行

这些结果，从而能够改善教育活动。”目前，多数高

评教’服务于‘教学’，支持学生发展；
‘ 督导评教’

职院校采用综合加权的算法，评价学生、同行和督

服务于‘教’，促进学生发展；
‘ 教师自评’服务于

导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认可度。不同评价主体

‘教’
‘学’，成就学生发展”的多元参与课堂教学评

的评价结果来源不同：学生评价结果主要来源于

价的理念，从多元评价主体的构成及评价标准的

教务管理系统网上评教，同行和督导评价主要通

制订、评价方法或过程的选择、评价结果的应用等

过线下填写教学评价表。获得学生、同行、督导综

方面打好“三结合”
组合拳，打造“优质课堂”
。

合评价结果需要二次统计，数据量大、统计周期

（一）评价主体与评价标准：
“ 四位一体”与分
类评价相结合

作为改革完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的“指

长、结果易出错。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自主研
发“教师授课质量评价管理系统”，通过系统自动
汇集、统计、分析三方评价结果，为教师开展自评、

挥棒”，教育部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

改进教学提供数据服务。为保证评价工作的主动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学生—督导—

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同时采取了以下措施对标精

同行—教师”是实行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的四

细化评教。

位主体。
“ 四位一体”融合参与教师课堂教学评价

1.学生评课

是《第四代教育评价》中提出的构建“所有参与评

成立“校级—二级学院—班级”三级学生信

价人全面参与的评价氛围”的具体表现，但在实践

息员组织，将学生参与评教与素质教育相结合，

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评价主体多为学生、同行、 “小参与大素质”，全程规范、引导学生客观参与
督导相结合，教师自评因管理成本的高昂和对其

评教。组织学生签署《诚信评教承诺书》，制作培

成效的质疑鲜有涉及或深度不够。二是评价标准

训宣传册、培训视频及课件，通过培训会、主题班

以组织者意志为核心，虽从形式上按照评价主体

会组织学生学习评教标准、评教宝典、评教流程，

和评价课程类型设置了评价标准，但却没有考虑

规范、引导学生诚信客观评教。通过系统对学生

不同主体参与课堂教学评价在认知面、成熟度等

评教结果的偏离度进行大数据分析，偏离历史平

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均 值 ±10% 的 ，要 求 学 生 依 据 评 价 标 准 撰 写 评

针对课程类型差异和“四位”认知需求，我们

语。搭建“学生信息圈”,规范学生按信息反馈标

制定了“四位一体”融合开展课堂教学评教价的评

准及时反馈教师授课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享”说

教标准。一是学生—督导—同行“他方”，从“教学

就说。

态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教学秩

2.同行评课

序”五个维度，按照“理论、实训实验、顶岗实习、体

将同行听课评课工作纳入基本教学工作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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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课酬，在期末将同行评分、评语记录入“教师

导免听课的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学习成效调查、

授课质量评价管理系统”。要求教研活动定期研

应用自评量表自我评价、结合学生及同行建议制

讨听课情况，如开展以“磨课”为主的教研活动，使

定教学改进计划”三步走，开展自评；一类是学生

教师对教学理念把握更准确，对课程的研读更深

且三方综合评价在 80 分以下的，列入“温室计划”

入，对学情的了解更透彻，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更娴

的教师，由专职督导组织督导组集体听课、共同会

熟，对教学手段的应用更科学。在一次次“磨课”

诊，1 对 1 全程辅导教师自评；一类是其他教师，在

的过程中，让每节课聚集同行的智慧和个人“工匠

自评过程中，除分管督导随机听课外，参照免听课

精神”，让目标“亮起来”、教材“活起来”、环节“细

教师开展自评。

起来”、同行“动起来”、学生“学起来”。践行“以学
生为中心，守住三尺讲台”的教学理念，磨出课堂
教学质量，实现全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与
提升。

（三）评价结果与评价考核：监控目标与自我
改进相结合

课堂教学综合评价的结果反映了“教师授课
质量”水平，将该指标纳入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

3.督导评课

是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理性选择。这种评价考核设

除常规随机听课外，依托“教师授课质量多方

立的是底线指标，虽然诊断出了职称评审、岗位聘

评价管理系统”大数据，对学生、多方综合评价在

任等不达标的教师，
“ 胁迫”不达标的教师改进教

80 分以下的“幼苗”
“ 枯枝”教师、新开课教师开展

学，但也使教师降低了自评标准，体现的是前三代

“ 督 导 组 集 体 — 分 管 督 导 ”重 点 听 课 及 精 细 评

教育评价理论“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

教。首先，听课前检查教师课程标准、教学进度

1.评价结果的应用

表、教案 PPT 等，了解教师教学投入和准备状况；

按照他方综合评教结果不低于 80 分的学校优

其次，听课后组织全体校督导集体剖析教师授课

质课堂初级阶段建设目标，项目团队从微观到中

问题关键所在，并与教师沟通形成书面建议，以信

观，力保评教监控目标的实现。

息反馈单的形式反馈给任课教师及二级督导组，

微观层面，每学期根据评教结果区间对教师

并录入“教师授课质量评价管理系统”，帮助教师

授课实施分类管理。一是对教师授课门数进行

树立自我诊断、反思意识，教师可以随时登录系统

“正常、限制、暂停”三级管理，引导教师结合自身

查看历史评价结果、质量轨迹及同行、督导评语，

的教学能力上好每一门课；二是对教师听课方式

作为教师自评与改进课堂教学薄弱环节的重要参

进行“专项听课+集体听课”
“ 随机听课”
“ 免听课”

考；最后，应用“多方”评教大数据, 每学期公布课

三类管理，重点跟踪短板教师的教学状况。如 80

堂教学质量目标达成度，追踪教师评教结果及变

分以下的教师，采用专项听课+集体听课、督导 1 对

化趋势。

1 辅导方式；80~90 分的，采用随机听课方式；90 分

4.教师自评

以上的，采用免听课方式。中观层面，一是每年通

事实表明，教师自评结果往往倾向于高评，这

过顶岗实习单位评教评学调查、应届毕业生教学

就是我们常说的乌尔冈湖效应。因此，教师自评，

质量满意度调查、雇主满意度调查等了解多方满

主要引导教师对“课堂教学评价标准认知”和“对

意度，锁定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控、改进重点域。二

课程教学多维投入”进行自我评价，其结果不纳入

是对评价结果的应用从纳入职称评审、岗位聘任

教师授课质量综合评价，而是落脚于建立自我改

等“胁迫”教师被动改进教学走向“引导”教师主动

进反思文化。首先，设计了自评标准选择性机

改进教学，在协同改进制度建设方面，考核、激励、

制。教师可选学校督导室颁布的教学投入及学习

改进“三架马车”并行，对评价结果的应用从“胁

效果调查量表开展自评，也可以根据标准框架自

迫”走向“引导”。

主设计观测点经督导室审核备案后开展自评。其

2.评价考核的应用

次，设计了分类自评规则。根据三方评价结果，分

考核制度，面向两级督导队伍，制定工作考核

三类自评，一类是综合评价在 90 分以上的，属于督

标准，下发《教学执行单位及核心保障部门主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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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目标》，将评教结果纳入二级督导组年度目标责

例由 19.4%下降到 0.0%，教师授课质量的分布已

任制考核指标；面向教师个人，颁布《教师授课质

呈现出有利于达成“优质课堂”建设目标的“倒三

量考核评价管理实施办法》对授课门数进行三级

角形”，600 余门课程授课质量步入“优质”行列，受

管理；将评教结果用于评审定级推荐指标，如教学

益学生近 6 万人。

名师、课酬定级等，通过重点考核确保学校评教监
控目标的达成度。
激励制度，面向学生、督导、教师建立全覆盖
的激励制度。每年评选优秀学生信息员，激励学
生按规范组织评教；每年评选督导先进个人与集

习近平总书记说，
“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
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教师
在哪里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毫无疑问，
离不开为广大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
高职院校的“优质校”建设，以及“产教融合”，

体、按照“1 系列常规工作×1 项特色”的原则组织

“育训结合”的教育教学改革最终的落脚点都应该

二级督导组展示工作成效；设立“课堂教学质量优

是“优质课堂”建设。它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更

秀奖”每学年奖励专业群内授课标杆教师；在《教

是职业教育二元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学督导监控月报》设立“点赞榜”，激励教师、教学
团队、二级督导组持续改进教学。

纵观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经过国家专
项投入及各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推动，已悄然进

改进制度，每学期从每学院（部）评教后 3 名的

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出

教师中随机抽取 1 名校督导集体听课对象，集体听

发，帮助教师主动依据多元主体评价结果及评价

课促改进；每学期末将综合评教 80 分以下的教师

反馈意见，反思学生学习行为、教学组织和教学设

纳入下学期温室计划，温室计划帮改进；通过一系

计过程及其与学生、用人单位需求的差距，并建立

列培训，帮学生、督导和教师了解评教标准、评教

课堂教学自我改进机制，急需政府主管部门将教

组织过程、自评工具等；下发《基于自我改进的课

学改革的聚焦点落到优质课堂建设上来。通过政

堂教学质量多元评价实施方案》，以切实提高教学

策引领、资金支持，丰富课堂教学评价的理论、积

质量。

累课堂教学评价的实践，让各高职院校扎实开展

三、课堂教学评价的思考与建议

课堂教学评价，打造“优质课堂”，面对学生职业发

开展教学评价的目的是吸纳“学生—督导—

展需求和产业企业发展需求，以课堂为载体实现

同行—教师”不同参评人员共同探讨课堂教学，连

“润物细无声”。唯有此，才能培育出数以万计的

接评教大数据支持教师改进教学。基于第四代评

“中国智造”
的工匠型人才。

价理论，以“教师授课质量评教管理系统”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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