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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评估领域长期以来将教师、教育管理者作为评估主体,缺乏对学生主体的关注。21 世纪
以来,学习化评估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强调学生的评估主体地位,学习与评估一体化,受到了教育界的
广泛关注。同时,随着科技与教育的不断融合,在线同伴互评成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因此,本文将学
习化评估理论与在线同伴互评相结合,以英语专业写作课程为例,设计了基于学习化评估理论的在线同
伴互评模式,以期丰富英语专业写作评估体系,提高评估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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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nline Peer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ing Assessment in English Majors’
Writing Course
SHEN Bingji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teachers an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main subjects in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it lacks of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 of student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learning
assessment has emerged. It emphasizes students’ main status in assess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which has aroused wide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eanwhile,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online peer evaluation has become a new way of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learning assessment with online peer evaluation, taking English majors’ writ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and designs online peer evaluation, based on learning assessment, so as to enrich English majors’
writing assessmen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ssessment.
[Key words] learning assessment; online peer evaluation; English major’ writ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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