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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學中文科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目的的認識與意見調查

廖佩莉
香港教育學院

摘要
	 	 背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修訂的香港小學中國語文課程，建議多創設學習空間，為學生提供自主探究和獨立
思考的機會。在學習和評估過程中，學生能自覺地進行自我監控，能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的能力。教師設計的評估方式
應該盡量多元化，給予學生多方面的參與，同儕互相評估是其中一項教師常運用的評估活動。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學中文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目的的認識和意見。
	 	 調查對象：研究對象是香港小學中文科教師，研究樣本選取自2009-2010和2010-2011年度，修讀香港教育學院中
文學系舉辦的中國語文科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的學員。
	 	 調查方法：本研究採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兩種調查方式。定量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方法，共派發了一百三十份問
卷，收回一百零八份，回收率達百分之八十三。定性研究方法是採用與教師面談方式，訪問六位教師，他們來自不同的
學校，教齡在五年以上。
	 	 調查結果：大部分教師能認識為學生設計同儕互評活動的目的，但在實踐上並未能充分發揮其理念，他們仍持保留
態度，所以他們較隨意設計學生互評活動，並沒有全盤規畫。研究發現教師認為和學生進行互評活動有助他們學習和反
思所學，學生投入學習。但教師卻面對不少困難，例如他們未能充分掌握設計學生互評的量表的技巧，對學生互評活動
後的跟進工作有所不足。教師認為學生對同儕互評活動了解不多，學生在互評活動中亦有所偏私。
	 	 總結：本研究發現大部分教師都認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的目的，但在他們在實行卻遇到不少困難。要成功在小學中
文科推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必須要加強教師專業培訓，例如教師如何為學生提供清楚的準則和示例，幫助學生進行有
素質的反思，教師必須多注意學生互評後的跟進工作。同時更要改變教師認為學生同儕互評不重要想法，其實互評活動
能幫助學生邁向總結性評估的要求，教師宜多了解互評活動和總結性評估的關係，從而將同儕互評活動有系統地加入評
估規畫中。

  關鍵詞：同儕互評、評估、反思

HK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and Comments on the 
Aims and the Use of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at Primary Schools

Liu Pui LEE
HK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bstract
  Background: Hong Ko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vised the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n 2008.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 should have the chances to develop their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self-learning.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ies to evaluat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Assessment should be diversified and the use of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is one 
of the methods. Thus, this study helps to explore Hong Kong teachers’ understanding and comments on the use of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Aims: Firstly, it is to explor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aims of using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at 
primary school. Secondly, it is to find out teachers’ comments on using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activities. 
  Sample: The sample was chosen from the in-service prim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who were enrolled in the primary 
retraining course offered at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academic years 2009-2010 and 2010-2011. 
  Method: The study employed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with data being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130 in-service teachers and 108 returned the questionnaires, the return 
rate is 83%. A total of six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all were experienced teachers with at least five years of teaching. 
  Results: Most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have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aims of using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However, as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carry out effectively, they remain conservative in using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Finding 
also indicates that many teachers agree that students have benefited from peer assessment and they devote more in their learning. 
However, teachers encounter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y do not know clearly how to design the assessment form, they have inadequate 
time to follow up the peer assessment work. Teachers also think that students cannot assess their peers’ work fairly. 
  Conclusion: Many teachers agree with the aims of using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but they encounter problems in prac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 development program should be enhanced such as teachers should know how to design the criterion 
and samples to help student to assess their peers, teachers should know how to follow students’ work after the peer assessment 
activities. Moreover, helping teachers to change their pass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use of student peer assessment i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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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修訂的香港小學中國

語文課程，建議多創設學習空間，為學生提供自主探

究和獨立思考的機會，讓他們從實踐中建構新知識和

掌握語文能力，打好終身學習的基礎。在學習和評估

過程中，學生自覺地進行自我監控，能總結經驗，培

養糾正錯誤的能力。如果評估方式只限於傳統語文教

師評改的紙筆測試，根本未能達到課程改革的要求，

因此教師設計的評估方式應該盡量多元化，給予學生

多方面的參與。同儕互相評估（下文簡稱「互評」）

是近年教育局提出「促進學習的評估」的其中一項重

要的評估活動。根據一項研究（廖佩莉，2007）發現

大部分（四分三）受訪教師認為他們都不大注重多元

化評估方法。其中部份受訪者自稱對這類評估認識不

深。究竟香港小學中國語文教師對學生互評活動的目

的認識有多少？他們有什麼意見？本研究旨在探討小

學中文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目的的認識和意見，最後

提出一些建議。

文獻回顧

同儕互評
	 	 互評是指由學生檢視同儕的表現。早在80年代，

同儕互評活動是學生評估同儕所學；同儕互評活動被

視為是一種評估工具（van	den	Berg,	 et	 al.,	2006）。

Topping	（1998）	認為同儕互評是個體對相似地位的

同儕，進行學習成品及結果的評價活動。

	 	 其實互評不只是評價，更是一個學習過程。互評

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的學習（Pond	&	ul-Haq,	1998），

引起他們學習動機（Brown	&	Dove,	 1991）。學生參

與同儕互評的過程中能獲得一個良好學習機會，加

強學生互動（Sher	&	Twigg,	 1998），進行深層學習

（Race,	 2001）。在同儕互動的過程中學習者批判和

反思同儕所學（Roberts，2006），學生有責任為同

學評估他們學習的素質，有時會為別人給予等第，也

可給予書面或口語的意見（Orsmond等人，2004），

但學生必須為他的同學指出優點和缺點，對他們的學

習過程給予進展性的回饋，從而改善學習	（Hinett	&	

Thomas，2009）。在互評活動中，一方面學生可從別

人身上學習（Brown,	 et	 al.,	 1998）；另一方面學生要

為同儕作出理性的評價，必須先要了解自己對學習的

認知（Lorraine,	1994），這是一種認知活動，當學生

批評同儕學習上的缺失和提出意見，便可幫助他們更

深入認識自己的學習（Van	Leha等人，1995），引致

自我評估和反思的能力（Mindham,	1998）。在互評的

過程中能促進批判能力，加強學習的信心和獨立能力

（Falchikov,	 1991）。李新華，劉俊強（2009）甚至

認為互評可培養學生的創造力，表達能力，主動性和

抗挫能力。

互評的理念
	 	 互 評 的 理 念 主 要 依 據 「 建 構 主 義 」

（Constructivism）。「建構主義」學者認為知識並不

存在於外部世界，知識是學習者基於個體經驗活動而

產生的，因此，知識是不斷通過人的經歷和探索去發

現和建構。學習者要和他人協作，甚至要與環境相互

作用，逐步構建所學（南敬實，2006）。這是20世紀

後期的一種理論，源于皮亞傑（Piaget）的認知發展理

論，及其後維果斯基（Vygotsky）發展的社會心理學理

論。根據Vogotsky（1978）的「相鄰發展區」理論，在

交互和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中，學習者在水平較高的

同伴幫助來學習，比單獨學習能取得更大進步。在建

構的過程中學習者要以自己已有知識為基礎，作出主

動探索。他們不是純粹的訊息接收者；教師再不是純

粹傳授知識。學習與評估是學習者建構所得。就維果

斯基（Vygotsky）的社會心理學理論來說，教師並不是

唯一評價他們所學的人，學習者甚至可對同儕的學習

作出評價，在互相討論中評價和建構所學。	

遇到的困難
	 	 教師實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會遇到不少困難，最大

的問題是學生未必習慣這做法，起初實行時，他們欠缺

經驗（Falchikov,	1998），尤其是評分方面，他們仍需

要教師的引導	（王凱，2005）。如果學生互評是計分

的話，Boud（1989）則認為是有潛在的隱憂，甚至引

致評分不公平（Mindham,	1998）。有些學生互評的分

數是受同儕之間的友誼影響（Pond	&	ul-Haq.,1998），

不能公平的給分。Liu和Carless（2006）	則指出大部份

學生都不贊成在互評中計分。若教師的給分與學生的給

分有異，教師必須制訂如何調適分數的步驟和機制，

以減少彼此給分的差距（Boud,	 1989）。同時學生必

須學習如何準確地評分和評級，要清楚明白評分準則	

（Tillema，et.	 al.,	2011），教師甚至要對那些學生能

準確地評分者進行獎賞（Sadler	&	Good,	2006）。但其

實教師對制訂評估準則也是有困難的（Pond	&	ul-Haq.,	

1998）。肖俊淇等人（2008）指出，互評最大的困難

是學生覺得互評時間不充裕，同伴的表現不積極，互評

在成績考核中佔分太少。若然互評活動太多，學生可能

因負擔太重而失去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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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研究
	 	 最近大部份西方同儕互評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大學和

專業課程（Brew	et	al.,	2009;	Li	et	al.,	2010），學生同

儕互評活動確能幫助大學生學習和發展為專業者.（Vu

和Dall’Alba,2007）和評估的主導者（Bryant	和Carless,	

2010）。Vickeman（2009）嘗試從學生角度探討他們對

進展性同儕zz們一些有效的評估方法，相信互評的信效

度與教師的評分分別不大。Van	Zundert等人（2010）指

出要提升互評的素質，必先加強教師的培訓和學生的互

評經驗。

	 	 近年有關香港方面同儕互評的研究並不多，大多

在小學英文科（Bryant	&	Careless,	2010）和在中學英

文科（Mok,	2011）實行個案研究。Bryant	&	Careless	

（2010）發現教師認同將同儕互評活動可幫助總結性

評估；Mok	（2011）則認為須幫助教師多了解這種新

的互評評估模式，學生的心理準備仍不足夠。至於香

港中文科的相關研究，仍未見諸文獻，國內和台灣在

這方面的論文則較多。

與中文科相關論文
	 	 葉聖陶先生在《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

文教學》一文中強調要培養學生改正的能力，這是終

身受用的。這種能力有利學生對自己形成一個正確的

認識，這是最難培養的一種能力（金月清，2008）。

劉克松（2008）指出學生對互評樂此不疲，互評能為

學生主動探索和發現提供空間和機會，實現有效的、

多向的和高質量的互動，從而提高語文教學的有效

性。張麗華（2008）認為用互批改作文，效果比單純

地由教師批改要好得多，互評可以讓學生相互學習，

取長補短（董衛娜，2011），學生便能有自己修改作

文的能力，真正成為作文的主人，實現學生的自主發

展（段志群，2008；王潤香，2011），互評是幫助

學生自主學習的有效手段之一（彭莉芳，2011）。甚

至可以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對寫作的積極性（段志

群，2008；閔愛梅，2008；周玉紅，2008）和興趣	

（歐陽書琴，2011），讓學生在互評中變得主動起來

（馬緒紅，2011）。王瑀（2004）指出在國小階段寫

作課若加入互評後的同儕討論，能增進同儕互評的成

效，進而提升小六學生的說明文的寫作能力。上述的

論文，大都是針對中文科有關寫作的學生同儕互評。

至於有關中國語文科教師一般對學生互評目的認識和

意見，過去實在缺乏足夠及堅實的研究基礎。有鑒於

此，本研究便嘗試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探索工作。

研究目的和方法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近年教育改革的重點，它

是結合教學與評估，以促進學生學習，同儕互評是促

進學習的評估重要的一環。研究員任教香港教育學院

中文學系各課程有關「評估」的單元，雖然有很多教

師在校內有進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但他們對活動卻

認識不多和產生疑慮，有許多問題仍需進一步探究及

澄清，為了深入了解他們對學生同儕互評的認識和意

見，有助對症下藥，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下列問題：

1.中文科教師認為學生同儕互評的目的什麼？

2.中文科教師對實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有什麼意見？

	 	 本研究採用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Approach）和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Approach）兩種方式。定量研究

是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定性研究是採用與教師訪談方

式。研究對象是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研究樣本

選取自2009-2010和2010-2011年度，修讀香港教育學

院中文學系舉辦的中國語文科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的學

員。研究員先請2位教師閒談有關學生互評活動的意見

才制訂問卷初稿，然後再邀請3位教師預試，研究員

再根據他們的意見，訂定問卷正稿。問卷內容有四部

分：一是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的認識；二是教師對同

儕互評這命題的看法；三是個人資料；四是意見欄。

	 	 定量研究是採用問卷調查方法，共派發了

一百三十份問卷，收回一百零八份，回收率達百分之

八十三。填寫問卷的教師是來自不同的學校，他們具

有不同的教學年資（由四年到二十五年，見表一），

從事小學語文教育工作的經驗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

相當豐富。

表一：教師的教學年資

年資 百分比

1-5年 3.7

6-10年 24.1

11-15年 31.5

16-20年 25.9

21年或以上 14.8

	

	 	 填寫問卷的教師在校有不同的職務，課程發展主

任（同時任教語文科）佔12.1%，科主任佔31.5%，語

文科教師	（沒有負責語文科行政工作）有35.1%，其餘

的有14.8%是級別聯絡人和6.5%是課程發展主任（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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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語文科），可見本研究的對象涵蓋工作範圍相當

廣泛，具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也採用訪談方式，目的是建基於問卷的調

查結果，更深入的收集教師對學生互評的看法。訪談

對象來自填寫問卷的其中6位教師，研究員從表一各年

資組別抽取一位教師，共5位。另外有一位教師在問卷

的最後部分填上聯絡資料，並願意接受訪問，所以本

研究共有6位受訪者。他們來自不同學校的教師，對語

文教學有相當認識，其談話對本研究獲得深入而準確

的資料大有幫助，能加強論證。訪問內容包括：

1.	教師認為學生同儕互評的目的什麼？

2.	教師認為實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對學生有何

得益？

3.	教師認為實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遇到什麼困難？

	 	 本研究引述各受訪者的意見時，將以訪1、訪2、

訪3……為六名受訪者的代號。

研究結果及討論

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活動目的的認識
教師認為目的是培養學生評鑑能力和學生反思

能力。

	 	 研究發現不足一成的教師（8.2%，見表二）認為

學生同儕互評活動目的是評估學生的學習，可見只有

很少數教師認同同儕互評活動單純是一種評估工具。

表二顯示有超過四分之一教師（27.8%）認為學生同儕

互評活動目的在培養學生評鑑能力，有25.3%教師認為

是培養學生反思能力。有16%教師認為是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他們都認為互評可幫助學生的學習（Pond	&	

ul-Haq,1998）。研究發現很多教師並不盲從學校和現

時教改的要求而為學生設計同儕互評的活動。只有一

成多教師（13.6%）認為是因應現時教改的要求。不超

過一成教師認為學生互評的目的只是因應學校的要求	

（7.4%）。問卷中雖然有「其他」一項，可是沒有教

師回應。

四位（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他們對學生同儕互評活

動是認識。有教師解釋：

「評估除了是由老師作評估外，學生互評也

可以幫助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幫助他們反

思所學，可以令學生更專心及認真……」

（訪3）

	 	 當受訪者被追問如何幫助學生反思，他們均能

指出在同儕互評中可讓學生相互學習。當別人表現

出色時，他們會欣賞，想想自己也可以向他人好好

學習；當別人有錯時，他們會指出缺點和批評，從

中學習，別人的缺點也可能是自己要改善的地方。

這正是董衛娜（2011）所說的互評能幫助學生取長

補短。在學生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過程中，他們須

與同儕合作，互相學習，然後逐步構建所學，這正

是建構主義的理念。

	 	 但受訪者未能說出培養學生自主獨立學習能力這

類較深層次的目的，即是說教師認為學生未能在同儕

互評中加強學生獨立學習能力（Falchikov，1991）和

未能培養學生的自主發展（段志群，2008；王潤香，

2011）。

（備註：A.	因應學校要求		B	.因應教改要求		C.	培養學生反思能力		D.	評估學生學習																	

E.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F.	培養學生評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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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認識，但教師實踐時卻所保留。

	 	 大部分教師能認識為學生設計同儕互評活動的目

的，但在實行上並未能充分發揮其理念，他們仍持保

留態度。表三顯示了超過四成教師（42.6%）認同他

們對學生同儕互評目的有充份認識，但是亦有四成多

（44.4%）教師表示沒有意見。此外，只有三成多教師

（37.1%）不認同學生互評的效果，但卻有超過四成

多教師（44.4%）表示沒有意見。然而，大部分教師

（76%）認為在中文科讓學生同儕互評是重要的，但是

在實際教學上，只有三成多教師（31.5%）認同他們知

道怎樣設計學生的互評活動，但卻有一半教師（50%）

表示沒有意見，由此可見很多教師雖認同學生互評的

目的和重要，但對學生同儕互評的落實和成效也有所

保留。

	 	 有五名受訪問者（六分之五）表示對實踐互評活

動有所保留，在深入訪談中，可歸結為兩個原因：一

是他們不懂得怎樣運用互評，也不甚清楚互評的成

效，其中一位受訪者說：

「我認識它的目的和重要性，但是我不大清

楚怎樣應用……我有時也會為學生設計互評

活動，但我不知道活動是否有效？」（訪5）

	 	 這位教師明確地指出對學生同儕互評的應用認

識不足，未能轉化為深層的應用能力（Transfer	 of	

learning）。

	 	 原因二是教師認為校方可能對學生互評活動有所

誤解，兩位受訪者（三分之一）表示：

「我擔心學校管理層誤會我們（教師）懶惰

而把習作交給學生評改……」（訪4）

「很多學校高層只重視總結性評估，互評活

動並不重要，我只是在課堂上隨意進行互評

而已。」（訪1）

	 	 教師有這樣想法，正好說明學校高層只重視總

結性評估而忽視互評活動。這論點可以在問卷的第

四部分意見欄上所得的數據互相引證，有十一位教

師在這欄寫上學校忽略互評活動，校方沒有明確表

示要實行學生同儕互評活動，所以教師對互評活動

也有所保留。

教師意見
  學生得益。

	 	 研究發現超過六成教師（64.8%）（見表三）認同

學生很樂意進行同儕互評活動，有五位（六分之五）

受訪教師舉例學生在作文堂和說話課都很喜歡同儕互

評活動，例如有兩位表示：

「學生很喜歡閱讀同儕的作文，看看別人的

作文，從中與自己的作比較。」（訪4）

「他們（學生）說故事時，當聽到同學的讚

賞時，他們樂透了。」（訪3）

	 	 學生在互評活動中確能多認識別人和自己的表

現。研究又發現超過三成五的教師（35.2%）（見表

三）認為學生在互評活動中能反思所學，四位（三分

之二）受訪者也指出學生同儕互評有助他們學習和反

思所學，例如有教師表示：

「如說話訓練，讓他們（學生）互評，他們

便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注意聲量、咬字吐音

是否清晰，要注意哪些字，如是者便可以幫

助他們學習……當他們批評別人的時候，其

實是重溫一次自己所學。當別人批評和欣賞

自己的時候，也會有得着，尤其是會記着要

改善的地方，希望下次表現更好。」（訪6）

「互評活動能提醒他們要注意自己有沒有做

到要求。」（訪1）

	 	 這研究顯示學生在同儕互評活動中，能批評別人

和接受別人批評，從而提醒要注意自己有沒有做到要

求。這是配合建構主義的精神，學習者在交互和共同

建構知識的過程中，學生從批評中學習，這過程可

幫助學習者更深入認識自己的學習（Van	 Leha等人，

1995），引致自我評估和反思的能力	（Mindham,	

1998），這比單獨學習能取得更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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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教師的意見

項目 回應人數 （所佔百分比） 平均值

（S.D.）
1 2 3 4 5

我對學生同儕互評的目的有充分認識 0

（0%）

14

（13%）

48

（44.4%）

44

（40.7%）

2

（1.9%）

3.31

（0.72）

我認為在中文科讓學生同儕互評是重

要的

0

（0%）

0

（0%）

26

（24.1%）

64

（59.3%）

18

（16.7%）

3.93

（0.64）

我不知怎樣設計學生的互評活動 4

（3.7%）

30

（27.8%）

34

（50.0%）

18

（16.7%）

2

（1.9%）

2.85

（0.81）

我覺得學生互評的效果不大 2

（1.9%）

38

（35.2%）

48

（44.4%）

20

（18.5%）

0

（0%）

3.07

（0.86）

學生其實不知怎樣互評 2

（1.9%）

26

（24.1%）

32

（29.6%）

42

（38.9%）

6

（5.6%）

3.13

（0.91）

學生樂於互評 0

（0%）

10

（9.3%）

28

（25.9%）

66

（61.1%）

4

（3.7%）

3.59

（0.71）

學生在互評活動中能充分反思所學 0

（0%）

16

（14.8%）

54

（50.0%）

38

（35.2%）

0

（0%）

3.20

（0.68）

學生在互評活動中有偏私 0

（0%）

12

（11.1%）

40

（37.0%）

54

（50%）

2

（1.9%）

3.43

（0.71）

我對設計學生互評的量表掌握不足 0

（0%）

26

（24.1%）

48

（44.4%）

34

（31.5%）

0

（0%）

3.07

（0.74）

我能跟進學生的互評表 0

（0%）

24

（22.2%）

56

（51.9%）

28

（25.9%）

0

（0%）

3.04

（0.69）

（1：代表非常不同意		2：代表不同意		3：代表沒有意見			4：代表同意		5：代表非常同意）

  教師面對的困難。

	 	 表三顯示教師面對的困難。首先是部分教師

（31.5%）認為未能充分掌握設計學生互評的量表技

巧，有三位（二分之一）受訪者也遇到這問題，有教

師舉例：

「我設計的學生互評表很簡單，以「優」、

「良」、「尚」、「可」、「劣」五等作評

估。但如怎樣才算是「優」等？我卻沒有明

示學生。」（訪3）

	 	 由此可見教師並不認識怎樣為學生設計優質的互

評表。若教師對互評表的設計含糊，試問又怎可以幫

助學生反思？學生對五等的理解與教師所想是有分別

的，學生又怎可以準確判斷同儕的表現？

	 	 其次是只有四分之一教師（25.9%）認同他們能跟

進學生的互評表，可見並無很多教師對學生互評活動

進行跟進工作，有三位（二分之一）受訪者也有這樣

的想法，有教師解釋：

「我們（教師）日常工作已很忙碌，那有時

間在學生互評後進行跟進工作……若有時

間，不如多改文。」（訪4）

	 	 教師繁重的工作量，確是他們對學生互評活動跟

進不足的原因。若教師能多了解和善用互評活動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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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學生可以根據評分準則評論同儕的作文，

其實有助減輕教師的批改方面的工作量。

	 	 本研究又發現教師認為學生對同儕互評活動了解

不多，有四成多教師（44.5%）認同學生其實不知怎樣

作同儕互評，甚至有過半數（51.9%）教師認為學生在

互評活動中有偏私。有二位（三分之一）受訪者也有

類似的想法，其中一位教師指出：

「他們（學生）對自己喜歡的同學評分會高

一點，他們的反思大都是『流水漲』（千篇

一律）……可能我給他們反思的機會也不

多。給予他們反思的時間也不多。」（訪1）

	 	 學生對同儕互評活動了解不多是可以理解的，一

向以來，學生都習慣紙筆的測考，由教師負責評估他

們的成績；現在要他們進行同儕互評，正如Falchikov

（1998）所說，學生是不習慣的。加上教師未能充分

掌握評量表的設計技巧，又未能提供明確的評估準則

給學生反思。況且他們年紀尚小，少不免對同儕的評

估會有偏私，所以在學生未熟習評估的準則時，學生

為同儕互評是不應計分的。

總結和建議
	 	 本研究發現很多教師認為學生同儕互評的目的是

培養學生評鑑能力和學生反思能力，但對實行互評活

動時卻有所保留。原因是他們不甚清楚怎樣運用互評

和它的成效，校方只重視總結性評估而忽略學生同儕

互評活動。研究又指出教師認為學生很樂意進行同儕

互評活動和從活動中反思所學，但是很多教師面對的

困難卻不少，例如是他們未能充分掌握設計學生互評

的量表技巧，教師未能對互評活動進行跟進工作，學

生對同儕互評活動了解不多，出現偏私的情況。基於

上述的發現，以下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提升現行學

生同儕互評活動的素質。

教師方面
開辦相關專業教師發展課程和研討會，加強教師

對同儕互評的認識。

	 	 由於大部分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活動認識不深，

Van	 Zundert等人（2010）指出要提升互評的素質，

必先加強教師的培訓。香港教育界和各大專院校可開

辦相關課程，例如研討會和工作坊（理論和實踐兩方

面），課題應包括：「學生互評的理論」、「互評和

自主學習」等。工作坊的內容包括：「如何規畫總結

性評估和互評活動」、「制訂互評準則」等。課程培

訓不但注重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活動的應用能力，並

且強調工作上的經驗交流。經驗交流和有關工作坊的

成果，正好彌補教師在實踐上的不足。

  教師必須多注意學生互評後的跟進工作。

	 	 本研究發現很多教師對學生互評後的跟進並不

多。跟進工作對學生的學習是很重要的，在學生互評

中，無論是被評的還是評人的，教師可從下列問題思

考和觀察他們的表現：是次互評的目的是什麼？他們

的學習表現與預期的學習成果有沒有出現學習空隙	

（The	 Learning	 Gap）？這些問題有助教師發現學生

「相鄰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並提

供即時回饋，從而拉近學生預期的學習成果和實際學

習的距離。跟進工作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教師給

予學生即時回饋，照顧學生的個別需要；另一方面是

教師收集學生互評表後，如果發現大部分學生未如理

想，教師應調適教學策略。這正是李英梅（2007）所

說教師從學生互評的表現中，能反思自己的教學，為

改進教學設計提供寶實的機會。

學生方面
	 	 幫助學生進行有素質的互評活動。

	 	 本研究發現在同儕互評活動中，教師認為學生對

同儕互評活動了解不多，出現偏私的情況。因為他們

評估同儕只會用自己的想法，含糊的準則來評估。

Falchikov（1998）認為有兩大因素影響學生同儕互

評的成功：一是學生是否明瞭評估準則，若在準備練

習時，學生能參與制訂準則更理想；二是要有充足時

間給學生反思，這兩點看法很值得教師參考。現時教

師為學生在聽、說、讀、寫四個語文範疇準則釐訂得

較空泛，不夠具體，學生互評時很容易出現偏私的情

況。若互評準則的釐訂能對應語文學習目標，並且將

目標細分得更具體，加上明確的評分準則和例子說

明，那就能幫助學生公平地評分。教師應盡量簡潔地

說明評分的準則（Tillema等人，2011）和出示優異的

實例（Sher和Twigg，1998）。教師甚至可讓學生參與

制作互評量表的評分標準，清楚明白評分的要求，評

估自然會較客觀。

	 	 研究顯示學生反思的內容大都是相若，教師宜在

互評活動中明確表揚學生具素質的反思，並指出每人

反思的獨持性。同時教師亦應提供足夠時間給學生反

思和評估同儕的表現。如果提供的時間不足夠，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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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未能掌握重點作評估，他們便會敷衍了事，更談

不上反思和評估自己所學。同時教師宜在進行學生互

評活動前，多向學生清楚解釋互評的目的並不注重給

分，而在於在活動中反思所學。Brew	等人（2009）	

認為教師應多和學生溝通如何進行互評活動，Mok	

（2011）建議教師可多提點學生同儕互評的目的和優

點，可幫助提升學生進行互評的心理素質。

學校方面
	 	 校方應鼓勵教師有系統規畫學生同儕互評活動。

	 	 一向以來，學校和教師都是重視語文科傳統紙筆

的總結性評估，忽略了進展性評估，其中的學生互評

活動，有些教師甚至認為可有可無。其實學生互評活

動和總結性評估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學生要在總結

性評估取得佳績，他們必須在日常進展性評估中明

白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而知所改善和有所期

望。若教師能有系統地進行學生互評活動，循序漸

進地幫助學生邁向總結性評估的要求，學生在總結

性評估便會有較理想的表現。互評活動能幫助學生邁

向總結性評估的要求。課堂上進行同儕互評可幫助學

生學習，讓他們在總結性評估中有所表現（Bryant	 &	

Careless，2010）。因此校方宜多注意互評活動和總

結性評估的關係，鼓勵教師有系統規畫學生同儕互評

活動，提升學生總結性評估的表現。若教師能得到學

校的支持，也會多留意全盤評估的規畫，不會只側重

總結性評估。

	 	 以上的建議，希望能供香港和其他進行評估改革

的教師作為參考。在香港，學生同儕互評的學校文化

只是剛起步，仍在摸索階段，教師對這課題認識不

深。未來研究方向可從行動研究著手，優化互評活

動，深入了解學生互評與學習語文的關係，探討它的

學習成效。

參考書目
王凱（2005）：〈促進學生自評與互評需注意的階段與方

式〉，《中小學管理》，11，51-55。

王瑀（2004）：《以同儕互評與討論提升小六學童之寫作表

現——以行動學習輔具教室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學習

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潤香（2011）：〈讓學生在互動中得到提升——高中作文

學生互評活動實施過程的探究〉，《語文學刊》，9，頁

94。

李英梅（2007）：〈「自評與互評」的課堂實踐研究〉，

《語文教育》，2，頁36-38。

李新華、劉俊强（2009）：〈同濟互評在教學中的應用〉，

《教育探索》，10，頁90-91

肖俊淇、張永勝、彭一鳥、肖哲英（2008）：〈同伴互評：

遠程英語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開放學習》，12

月，頁41-46。

周玉紅（2008）：〈如何指導學生互評作文〉，《新課程

（教育學術版）》，12，頁91。

金月清（2008）：〈精彩的評價，成功的喜悅〉，《小學校

長》，4，頁97-98。

南敬實（2006）〈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指導下對自主學招的探

討〉，《現代教育科學高教研究，》，1，頁19。

段志群（2008）：〈談教師指導學生互評互改作文〉，《吉

林教育》，23，頁50。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學習領域：中國

語文教育）》，香港：香港印務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

小六）》，香港：香港印務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8）：《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

點》，香港：香港印務局。

馬緒紅（2011）：〈也說作文與講評〉，《小學教學》，

10，頁17。

張麗華（2008）：〈互批互改作文法的新嘗試〉，《黑河教

育》，3，頁23。

彭莉芳（2011）：〈如何通過學生互評手段促進高中語文寫

作教學〉，《中國科教創新導刊》，32，頁124。

閔愛梅（2008）：〈構建平台快樂起航：在互評互改中提高

學生的作文能力〉，《考試周刊》，40，頁60。

董衛娜（2011）：〈小學語文習作教學心得體會〉，《教育

教學論壇》，31，頁70。

廖佩莉（2007）：〈理念與實踐：香港小學中國語文科教師

對語文評估的意見調查〉，《教育曙光》，55（1），頁

51-58。

劉克松（2008）：〈自評互評搞好作文教學〉，《文學教

學》，7，頁114。

歐陽書琴（2011）：〈互批互評：提升習作興趣的橋樑〉，

《生活教育》，18，頁77。

Boud, D. (1989). The role of self-assessment in student 
grad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14, .20-30.

Brew, C., Riley, P. and Walta, C. (2009). Education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comparing views on participative 
assessment practice,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36(6), 641-657

Brown, S. and Dove, P.(eds.)(1991).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 
Birmingham: SCED .

Brown, S., Sambell, K., Kay, and Mcdwell, L (1998) What do 
students think about peer assessment. In Brown. S. (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Birmingham: 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107-121. 



69

香港小學中文科教師對學生同儕互評目的的認識與意見調查

Bryant, D. A., and Carless, D. R. (2010). Peer Assessment in a 
Test-Dominated setting: Empowering Boring or facilitating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9(1), 3-15”

Costa, A. L. (1991). The School as a Home for the Mind, 
Palatine, IL, London, Skylight Training and Publishing 
Incorporation.

Falchikov, N. (1991). Group Process Analysis. In Brown, S. 
and Dove, (eds.)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 Birmingham: 
SCED.

Falchikov, N. (1998) Involving students in feedback and 
assessment: A report form the Assessment Strategies in 
Scottish Higher Education (ASSHE) project. In Brown, 
S(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Birmingham, 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9-23.

Glaserfield, E. V. (1995).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eaching. In Steffe, L. P. and Gale, J. (eds.) Constructivism 
in Educ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nett, K., and Thomas, J. (1999). Staff Guide to Self and peer 
Assessment, London: Oxford Rewley. 

Kemmis, S. (1985).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reflection. In Boud, D., Keogh, R. and Walker, D. (eds.) 
Reflection, Turning Experience into Learning. London: 
Kogan Page.

Li, L., Liu, X., and Steckelberg, A.L. (2010). Assessor or 
assessee: How student learning improves by giving and 
receiving peer feedback,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0(3), 525-536.

Liu, N.F. and Carless, D. (2006). Peer feedback: the learning 
element of peer assessment,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1(3), 279-290.

Lorraine, A.J. S., (1994). Peer, self and Tutor Assessment: 
relative reliabiliti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1), 
.69-75.

Mindham, C. (1998). Peer Assessment: Report of a project 
involving group presentations and assessment by peers. 
In Brown. S. (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Birmingham, 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45-65. 

Mok, J.(2011). A case study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peer 
assessment in Hong Kong, ELT Journal, 65(3), 230-239.

Orsmond,  P. ,  Merry,  S. ,  and Cal laghan,  A.  (2004) . 
Implementation of a formative assessment model 
incopporating in peer and self-assessment.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40(3), .273-290.

Pond, K. and ul-Haq, Rehan.(1998). Assessing using peer 
review: Adopting the learning benefits of peer review and 
mitigating the potential learning disbenefits of pure peer 
assessment through design and structure. In Brown . S 
(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Birmingham: 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23-44. 

Race, P. (2001). The lecturer’s toolkit, London,: Kogan Page.
Ritter, L. (1998) Peer assessment : lessons and pitfalls. 

In Brown. S. (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Birmingham: 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79-85. 

Roberts, T. S. (2006). Self, Peer and Group Assessment in 
E-Learning, Melbourne: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Sadler, P.M. and Good, E. (2006).The Impact of Self-and Peer-
Grading on Student Learning, Educational Assessment, 
11(1), 1-13.

Sher, W. D. and Twigg, D. R. (1998). Peer assessment- A 
construction “Tool”? In Brown. S. (1998) Peer Assessment 
in practice ,  Birmingham：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87-105. 

Tillma, H., Leenknechta, M., and Segers, M.( 2011). Assessing 
assessment quality: Criteria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design 
of peer assessment for learning-A review of research 
studies, Studies in Education Evaluation, 37(1), 25-34

Topping, K. J. （1998）. Peer Assessments betwe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8, 
249-276.

Topping, K.J. (2009). Peer Assess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48(1), 20-27.

Van Lehn, K.A., Chi, M.T. H., Baggett, W., and Murray, R.C. 
(1995). Progress Report :Towards a theory of learning 
during tutoring,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Van Zundert, M., Sluijsmans, D., Van Merrienboer, J. (2010). 
Effective peer assessment processes: Research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20, .270-279.

Vickeman, P. (2009).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formative peer 
assessment: an attempt to deepen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34(2),.221

Vu, T.T., Dall’Alba, G..(2007). Students’ Experience of Peer 
assessment in a Professional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32(5), 541-556.

Vygotsky, L.S. (1978), Mind i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uthor
Dr. LIU Pui Lee, Dept. of Chinese,
HK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lliu@ied.edu.hk]
Funding source of the article: Chinese Department Research 
Fund of HK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ceived: 27.2.12, accepted 30.3.12, revised 10.4.12.


	Finalized V60 No1_Part67
	Finalized V60 No1_Part68
	Finalized V60 No1_Part69
	Finalized V60 No1_Part70
	Finalized V60 No1_Part71
	Finalized V60 No1_Part72
	Finalized V60 No1_Part73
	Finalized V60 No1_Part74
	Finalized V60 No1_Part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