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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广泛推广,混合式学习成为近年来在国
内外教育领域引起广泛重视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评价已成为教学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教师应该具备的评价素养,实践论证多维度教学评价及评价平台的使用,对大学英
语混合式教学评价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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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tudy on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y Onl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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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xtensive promo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mixed learning has become a new education mode which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ow to carry out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eaching.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qualities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multi-dimens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evaluation platform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practice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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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堂进行评价,包括教师的课堂设计、
教学效果、教学能力等,教师根据学生的
评价进行课堂反思和改进提升。其中,
第二维度的课堂展示环节和第三维度的
课堂评价可以采用评价平台工具进行。对
于课堂表现考核,笔者设计了课堂评估
表格,分别从出勤、精神饱满度、提问和
回答问题的积极性、课堂笔记的记录和
整理情况、练习的完成质量和口头报告
的表现方面进行课堂表现的评价。

3 混合式英语教学评价平台
笔者主要通过两个平台进行生生互
评和师生互评。一个是超星学习通的PBL
功能。如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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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微助教。如图2：
微助教平台可以设置个人互评也可
以设置小组互评,互评模块可以选组间
互评、组内互评、自评和师评里的任意
模块组合进行,教师可以根据评价倾斜
度设置权重。另外,教师可以设置评价
量表,可以是单一维度,也可以自己增
加维度,笔者分别从组内成员的参与度、
贡献度和表现度设置评价权重。生生互
评和师评完成后平台会进行系统评分。
如图3-4：
在课堂反馈模块,教师可以向学生
发送课堂反馈打分表,从两个维度进行
课堂反馈：一是授课态度,包含教师是否
做到备课充分、教学目标是否明确、重
难点是否突出、教学是否认真有耐心进
行五星评价；二是学习效果,主要针对本
堂课学生的收获,学生根据自己实际情
况是完全理解并能灵活运用所学,还是
基本理解或者一点儿不理解等程度进行
五星评价,便于教师及时得到教学反馈
[2]
进而进行反思改进和提升课堂效果 。

4 混合式英语教学评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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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混合式大学英语教学的趋势下,
英语教师应意识到多维评价是教学必不
可少的环节,培养评价素养,提升评价能
力。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考核和
对课堂教学的评价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
[4]
的学习和老师的教学 。

[教改项目]
本文为青岛黄海学院2019年教改项
目-基于混合式学习的大学英语教学评
价改革研究(hhxyjg191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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