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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尝试：高等教育
质量测评的国际动向
①

—ＯＥＣ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的设计与实施
——
陈 涛 １，２
（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２．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历时 ５ 年研发了一套旨在测评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学习成果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从
“提出设想”到“面对挑战”，从
“研发工具”到
的国际比较项目——
“投入实践”，该项目在测评理念、测评方式、测评内容和技术方面突破了传统质量评估的学院
模式。作为一种
“以学生为中心”
的综合性的国际测评方式，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拓展价值。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高等教育质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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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教师都在争论大学毕业生应该掌
握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１］事实上，这个看似颇有
争议的话题却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命题，更是
体现大学核心职能履行与否的关键所在。因此，考
察大学生的学习成果已经成为当今大学、政府乃
至国际组织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最新手段。然而，
“如何衡量”成为其问题的症结。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ＯＥＣＤ）历时五年，研发并实施了一套旨在测
评大学本科生（三或四年学制末期）学习成果的国
际比较项目——
—“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
ＨＥＬＯ）。目前，已有 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２４８ 个高等
教育机构、
４，９００ 名教师和 ２３，０００ 名学生参与其
［２］
中。 尽管从一开始，项目研发就存有争议，但是这
丝毫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学习成果的确是意义教
育之关键，亦是预示诊断和提高教学过程和学生
学习之必备。［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６６７（２０１５）０２-0030-08

一、背景与趋势：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
评的合理性
ＡＨＥＬＯ 的研发并非是偶然的创想，而是随着
高等教育发展之势应运而生。
近四十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
规模扩张便是重要的表现。数字激增的背后反映
出学生背景和需求的多元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些缺口，随之办学质量日益
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些外在变化引发了高等教育
范式的内在转变，
“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必
然带来质量评估方式的革新。
（一）扩张性与多样性：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
走势
１．世界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
从世界范围来看，规模扩张已经成为近五十
年来高等教育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根据联合国

①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
“我国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研究”
（课题编号： １０ＪＺＤ００３８）的成果。
作者简介：陈

涛，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联合培养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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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有关高等教育入学的统计，从 １９７０ 年
３，２５０ 万人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７，８００ 万人，年度平均增幅
为 ４．３％。特别是 １９９０ 年以后，这一扩张势头呈现

已是大势所趋。［９］ＡＨＥＬＯ 的研发理念反映的正是
目前这类综合性测评最先进的表现形式。
２．日益关注学生学习成果

加速状态，年平均增幅上升至 ５．９％，预计 ２０２５ 年
将达 ２６，
３００ 万人。［４］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已蔓延至
世界各地，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率先进

高等教育范式的第二大转变是从基于“输入”
的概念（授课数、学时数和工作量）转变为基于“输
出”的概念。这一转变的有力证明来自欧洲的《博

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８０ 年代西欧和日本也完成
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５］如今东南亚和非洲大陆的

洛尼亚宣言》
（ｔｈｅ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其明文规
定：２０２０ 年高等教育学习成果的模块和项目都要

扩张之势也愈加明显。数据刷新的背后蕴含了多种
因素：公共需求、技术革新、城市化进程和民主化
浪潮等，但这都指向一个不争的事实：高等教育系
统急剧扩张。

在欧洲高等教育区（ＥＨＥＡ）内得到认可。［１０］因此，
４７ 个成员国和许多外围国家都努力使其高等教育
体系与博洛尼亚进程（Ｂｏｌｏｇ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相匹配，旨
在促进资格描述、学位互认和学生流动。［１１］为了巩

２．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
为了迎合高等教育大众化、学习者需求多样
化，
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出。然
而，这些迅速增长的机构基本上是紧密联系当地
劳动力市场需求、雇主导向的非大学部门，可以说

固高等教育区所建立的成果，欧洲的教育部长们
重申了学习成果方式实施的重要性，而且将其作
为欧洲学分转换系统（ＥＣＴＳ）、文凭补充（ＤＳ）、认
可、
资格框架和质量保证成功实施的关键。［１２］
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

这是高等教育体系近年来最具重大意义的结构性
变革，［６］如法国的技术科技大学（ＩＵＴｓ）、澳大利亚
的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ＴＡＦＥ）、德国的应用科学
大学，以及美国职业导向的初级学院等。事实上，
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不仅是办学类型、产权

从“讲授范式”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到“学习
范式”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范
式的第三大转变，
教师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并非
是讲授，而是和每一个学生共同努力创造学习。［１３］
如今，不论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在亚太地区，将学

和教育课程的多样化，而且它们的使命、社群目标
（女性、
少数族裔、特殊需求的学生、成人学习者、国

生视为高等教育中心已基本形成共识。尽管在观
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难，但这的确提出了一个

际学生等）、服务当地之需、专攻领域，以及与特定
产业和公司的合作关系也更加与众不同。［７］
（二）透明性与责任性：高等教育范式变迁之
释义
１．超越学院式的测评方式
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与突变使其测评方式
也发生了转变——
—从学者共同体水平治理的学院
式转变为具有自上而下自治特征的新模式，比如：

新的理念——
—增强学生的学习成果。相关研究已
经证实，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果。就此而言，ＡＨＥＬＯ 的研发通过提供有关
学习成果的客观测试以及大量的语境和背景信
息，拓展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途径，这与“以学生为
中心”的高等教育新范式相一致。［１４］

增加了透明性和问责性。［８］就传统意义而言，学习
成果测评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事务，但当前一
些迹象表明，传统的学院式测评方式已经不能满
足现有需求，因为内部测评更多是量身剪裁，缺乏
外部监测。这并不是说地方性的评估不重要，但作
为一个补充，更富综合性的测评形式（常规考试、
研究生申请测试，以及专业的证书考试等）的出现

二、挑战与抉择：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
评的可行性
ＯＥＣＤ 研发 ＡＨＥＬＯ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
高等教育机构的特殊性，较之 ＰＩＳＡ①更为艰难。然
而，不论是“质疑之声”，还是“操作之困”，从事
ＡＨＥＬＯ 研发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始终秉持他们的
理念——
—通过测评学生学习成果来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由此，一年之内 ３ 次专家会议的相继召开为

① ＰＩＳＡ（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ＯＥＣＤ 研发的一套旨在评估接近 １５ 岁完成基础
教育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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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绘制了路线图。
（一）质疑之声：排名的风险与结果的误用
自 ＯＥＣＤ 提出 ＡＨＥＬＯ 构想以来，就遭到高等

专家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可行性研究的设
计与实施工作及研究框架，特别就研究的科学
性、有效性、连续性和国际性以及样本选择、组件

教育界的种种质疑。其中，最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
者很有可能利用 ＡＨＥＬＯ 的数据进行排名，最终导
致测评结果的误用，尽管 ＯＥＣＤ 从未有开发排名

选定、时间选设等做了更为细致的安排。［２４］

系统的意图。［１５］然而，各国政府的财政支持至少表
明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院校领导及组
织担心政府的努力是将其结果作为政策制定的参
照而非分析和改进的依据。［１６］ＡＨＥＬＯ 的数据结果
很可能会扭曲公共政策，致使教育资源重新分配、
鼓励精英教育和旗舰型大学甚至重组高等教育系
统，
这与 ＡＨＥＬＯ 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的目标是背道
而驰的。［１７］
（二）操作之困：对比的复杂与标准化测试
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属性和学生主体
的多样性，导致了公平比较的复杂性，特别是跨文
化、
跨地区的多国比较更是困难重重。针对院校的
多样性，批评者认为用一套标准化的测试以求做
到“一体通用”
（ｏｎｅ－ｓｉｚｅ－ｆｉｔｓ－ａｌｌ）是不切实际的。［１８］
然而，教育国际组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Ｉ）认
为，标准化测试将在教育背景、资源、项目和教育
过程方面提供有用的信息。［１９］其实，最令高等教育
机构不安的是，ＡＨＥＬＯ 会妨碍大学自治、学术自
由，甚至会引发高等教育趋同化，这是最为潜在
的影响。［２０］但教育国际组织相信该项目不会削弱，
反而会提升学术自治。［２１］
（三）绘制路标：从“华盛顿会议”到“巴黎会
议”
再到“首尔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首次专家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
行，
会议主要考虑了 ＡＨＥＬＯ 的有用性和需求性问
题。专家们认为研发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的国
际性比较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都肯定可靠的学
习成果信息将会增强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国际化深
入发展的重要性。［２２］同年 ７ 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
第二次专家会议，专家们主要确定了 ＡＨＥＬＯ 的概
念性问题，如 ＡＨＥＬＯ 研究如何组织、政策问题如
何应对。专家们回顾了已有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
测评的方法，并试图探索国际比较背景下测评工
作的可行性研究设计，特别是其透明性与参与方
式的设计。［２３］同年 １０ 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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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与管理：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
评的概念性
ＡＨＥＬＯ 研发工作通过多方“证据”
（如已有测
评工具、相关资料等）建构 ＡＨＥＬＯ，并确定了测评
范围和样本，
提出了 ４ 项测评组件（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ｔｒａｎｄｓ）
概念，使其抽象的研发设想有了有形的抓手。
（一）测评范畴：４ 项迥异却连贯的测评组件
ＡＨＥＬＯ 由 ４ 项不同的测评组件构成，这 ４ 项
组件能够单独实施且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前 ３ 项
组件来自 ３ 个不同的领域，即“通用技能”组件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 Ｓｔｒａｎｄ）
（主要涉及批判性思维、
分析
推理、解决问题和书面表达能力）、
“ 经济学”组件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ｎｄ）和“ 工 程 学 ”组 件（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ｎｄ）。最后 １ 项测评组件聚焦增值测量问题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ｎｄ），但它并非直接
涉及学习成果测评和增加值。相反，它是在可行性
研究的范畴内，通过方法论的途径、增值策略的数
据需求以及不同途径利弊的三重对照下，以研究
为视角处理增值测量问题。［２５］前 ３ 项测评组件可以
单独实施，不同国家可以任选其一。总之，为了使
不同组件间的配合成效最大化、使沟通简单化以
及形成经济规模，在整个过程、测试管理和分析方
面，可行性研究要求 ４ 项组件都须连贯地实施。［２６］
（二）测评样本：基于多因素均衡分布的国家
为了确保每项组件国际化变量的充足，ＯＥＣＤ
将以下 ３ 种要素作为其样本选择的标准：一是地
理分布，理想的国家样本应来自世界五大洲：非
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二是语言，理想的
样本国家至少包含一个英语语言国家、
一个亚洲语
言国家、一个拉丁语语言国家和一个欧洲语言国
家；三是文化背景，理想的集合应是融合拉丁、北
欧、欧洲、央格鲁—撒克逊以及亚洲文化。［２７］事实
上，参与国的均衡分布覆盖了所有操作组件项目，
以确保展现一幅合理而均衡的图景。目前，共有 １７
个国家或地区决定参加这一国际化的测评项目。
它们分别是：参与“通用技能”组件项目的哥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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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埃及、芬兰、韩国、科威特、墨西哥、挪威、斯洛
伐克和美国（康涅狄格州、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
“经济学”组件项目的比利时（弗
州）９ 个国家；参与

协作：一是国际性管理，由 ＯＥＣＤ 秘书处和 ＡＨＥ－
ＬＯ 联盟组成，主要负责操作和分析，特别是对整
个测评项目的监管；［３２］二是国家和院校的协调，参

兰德）、埃及、意大利、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和斯洛
伐克 ７ 个国家；参与“工程学”组件项目的阿布扎
比、澳大利亚、加拿大（安大略）、哥伦比亚、埃及、

与国需要建立国家中心，并且在联盟的指导下设
立 国 家 工 程 经 理（ＮＰＭｓ），旨 在 联 络 联 盟 ，确 保
ＡＨＥＬＯ 与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指南相一致。参

日本、墨西哥、
俄罗斯和斯洛伐克 ９ 个国家。
（三）测评阶段：测评工具开发与试验的效度

与院校则需要任命院校协调员（ＩＣｓ），负责联络
ＮＰＭｓ，并协助他们选取测评样本、提供院校信息，

１．第一阶段（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６）：工具开发与设
想的最初证明
ＡＨＥＬＯ 首先聚焦在达成一种可行性——
—设
计能够反映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和院校背景且具

以及组织院校层面的测评管理；［３３］ 三是国际专家
组，专家组主要分享专业知识，提供建议，主要包
括：背景维度的专家组（为背景工具开发概念和分
析框架）、技术检验组 ＴＲＰ（检验技术方案）和技术

有足够效度的测评框架和工具。第一步：适应、开
发临时性的测评框架和适用于国际化背景的工
具；
第二步：通过参与国小规模测试以获取跨语言
和文化的效度，并证实测评工具的有效性，［２８］相继
开发通用技能工具（２０１０）、学科工具（２０１０），以及

咨询组ＴＡＧ（为工具研发、翻译、效度、成绩、评价
等提供建议）。［３４］此外，教育政策委员会（ＥＤＰＣ）和
高等教育院校管理董事会（ＩＭＨＥ ＧＢ）也起到了强
化保障的作用。

背景维度工具（２０１１）。［２９］
２．第二阶段（２０１１．７～２０１２．１２）：可用工具与结
果的心理测量分析
该阶段旨在通过致力于测评学生学习成果的
可用性以评价 ＡＨＥＬＯ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同的
高等教育机构负责测评工具和背景调查，探索最
佳途径以吸引、激发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参与其
中，并建立一种解释性的学习成果情境，从而帮助
确定导致学习成果强化的多种因素。该阶段既涉
及实施、测试管理和学生分数，还包括数据分析及
ＡＨＥＬＯ 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报告与评价。［３０］
３．第三阶段（２０１２．３～２０１３．３）：增值测量的方
法论与途径
最后阶段工作主要是方法论和途径的探索以
获取“增值”
，如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学习成果的
贡献或“学习收获”。增值测量组件的目的并非是
测量“增值”，而是检验、分析获取高等教育机构
“学习收获”
的合理方法。因此，研发者回顾了有关
增值测量途径的文献，
建构了能运用于学校层面的
相似操作模式；接着，负责增值测量的专家就方法
论提供专门的指导方案，最终将之运用于主体测
试中。［３１］
（四）测评管理：可行性研究的管理与行动者
ＡＨＥＬＯ 可行性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牵涉多方

四、工具与样本：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
评的操作性
在 ＡＨＥＬＯ 的操作过程中，有三项工作极其重
要：一是测评框架和工具的开发；二是测评样本的
选择；三是学生的回复率。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精心
的设计、规范的操作和严格的管理，否则 ＡＨＥＬＯ
在失去意义的同时，还会带来严重的错误。因此，
从某种角度而言，ＡＨＥＬＯ 项目的关键之处就在于
它科学的操作性。
（一）测评的基本流程
１．开发测评框架
测评框架旨在建构测评目的、概述一致定义，
且提供测评构想与测试结果的联系。良好的测评
框架应包含：一个清晰的测评定义、项目及其类型
的描述以及解释结果的基础。ＡＨＥＬＯ 除了三项测
评组件框架外，还涉及背景维度框架，共分四个阶
段：一是现有资料的审核；二是检验基于已有资料
的框架草案版；三是形成国家咨询以求证实；四是
在咨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测评框架的最终检验。［３５］
２．开发测评工具
该步骤是要创设与规格目录相匹配的选项，
具体内容一旦确定，
测评专家就需要对拟定工具进
行检验，以保证每一道问题与测试的相关性，并且
所有问题都要反映出规格目录和测评框架。Ａ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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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Ｏ 涉及三项测评组件工具和三项所采集的背景
信息（学生、
教师和院校背景）调查工具。第一种题
型是结构型的问答题，
第二种题型是选择题。以上题

更为广泛的话题和多种思维类型，但不涉及综合
思维和写作能力的测试（３０ 分钟）。该项测评组件
共有参与国家 ９ 个，参与院校 ９８ 所 ，参 与 学 生

目除了科威特是纸质答题外，
其余都是电子答题。［３６］
３．测评工具的翻译和调适
翻译和调适（地方化）在多语言的比较中格

１０，６５７人。［４２］
就“学科—专业”组件而言，分为经济学和工
程学两类，每项测评仍包含以上两部分内容（ＣＲＴｓ

外重要，由于文化偏见和课程差异，如果翻译不
当，问题就会频出。 ［３７］ 翻译指南引导翻译和调适

和 ＭＣＱｓ）。美国教育测试中心（ＥＴＳ）负责经济学
组件的研发工作，其测评框架重在考察学生的抽

的整个过程，以确保工具在不同语言中都能忠实
于英语源版本。［３８］翻译团队一方面进行初试以预
估可能的歧义、文化和可译性问题；另一方面，通
过《翻译和调适指南》和“文件管理系统”以保证

象思维、分析、归纳和演绎、量化与设计，以及问
题架构能力。［４３］而 ＡＨＥＬＯ 联盟，特别是 ＡＣＥＲ、日
本国家教育政策研究所（ＮＩＥＲ）以及意大利佛罗
伦萨大学则承担了工程学组件框架和工具的研

翻译的一致性，使每一个国家的参与者都有共同
的认识和理解。［３９］
４．测评工具的小规模效度
该环节的任务称为“ 前 测 ”或“ 试 测 ”，即 通
过选取与目标群体及测试环境具有共同特征的

发任务，测评工具仅限土木工程专业，ＣＲＴｓ 更多
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数字或短文回答。［４４］
“经济学”组件项目的测评框架共包含五项内
容：
（１）学科知识和认识；
（２）学科知识及其在现实
问题中的应用；
（３）有效利用相关数据和定量方法

学生，一般至少 ２００ 人。经过测试得出的数据将
是最终测评工具筛选与修改的基础，同时它也能
收集一些师生对测评工具的反馈意见，如测试长
度、难度及相关性。此外，该过程还包含认知实验
程序，有助于检验学生的思维过程。［４０］

的能力；
（４）与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沟通能
力；
（５）获取独立学习技能的能力。［４５］它的测评工具
包括了 １ 个 ＧＲＴｓ，旨在考察学生的综合技能和沟
通能力（３０ 分钟）；４８ 个 ＭＣＱｓ（分四组，每组 １２
题），旨在考察学生的经济知识、认识和技能（６０ 分

５．测评工具的最终检验
测评工具的最终检验来自于小规模的前测

钟）。［４６］该项测评组件共有参与国家 ７ 个，参与院校
６０ 所，参与学生 ６，０００ 人。［４７］

活动、试测者的意见反馈，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咨
询建议。尽管以上步骤酝酿出测评工具的最终版
本，但是只有定量分析的内容决定着最终要用于
解释结果的测评问题。虽然整个研发过程谨小慎
微，但一些测评问题仍不能从数据分析中得到预
期的处理，其结果也无助于测评。［４１］
（二）测评框架与工具
就“通用技能”组件而言，其测评工具改编自

“工程学”组件项目的测评框架则是基于运用
基础工程和科学原理以及工程流程与基本技能解
决问题的能力。［４８］它的测评工具包括了两个 ＧＲＴｓ，
主要考察学生的四项关键能力：工程基本技能、工
程分析、工程设计 和 工 程 实 践（３０ 分 钟）；４０ 个
ＭＣＱｓ（分四组，每组 １０ 题），旨在考察学生的基本
工程科学知识（６０ 分钟）。［４９］该项测评组件同样有
参与国家 ７ 个，参与院校 ７０ 所，参与学生 ６，０００

“美国大学学习评价”
（ＣＬＡ）工具中的结构型问答
部分，修改后的 ＣＬＡ 绩效任务（ＰＴｓ）适用于国际
化背景中通用技能测试。除了结构型问答任务

人。［５０］
就“背景调查”而言，来自荷兰高等教育政策
研究中心（ＣＨＥＰＳ）和美国中学后研究中心（ＣＰＲ）

（ＣＲＴｓ，亦称为 ＰＴｓ）以外，由澳大利亚教育研究
委员会（ＡＣＥＲ）研 发 的 课 程 综 合 能 力 测 试 —
——
选 择 题（ＭＣＱｓ）是其 ＣＲＴｓ 的重要补充。该测评框
架是建立在一致理解基础上的核心综合能力的
概念化，其测评工具涉及 ２ 个 ＧＲＴｓ，旨在考察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９０ 分钟）；若干 ＭＣＱｓ，旨在处理

［５１］
的专家负责其框架和工具的设计工作。
背景维度测
评框架（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作为 ＡＨＥＬＯ 背景维度的重要部分，一是通
过在不同国家和院校的有效方式，帮助评价获取
背景变量的可行性；二是帮助检验心理测量分析
以证实长期发展的背景变量，且证明 ＡＨＥＬＯ 院校

— 34 —

No．2． 2015
General No．301

比较教育研究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301 期）

改进的分析潜力；三是帮助管理样本、数据收集以
及质量监控。［５２］
该测评框架基于四项内容：反映参与国的看

ＳｏＮＥＴ 测试系统适用于 ３ 项测试组件的 ＭＣＯｓ 以
及 ３ 组背景工具，涉及测试、管理和得分 ３ 个模
块；ＣＬＡ 平台主要负责通用技能组件的 ＣＲＴｓ 管理

法和首席专家的想法、考虑目标群体的特征、确定
在背景调查中测量的结构和反映结构和范围的相
对重要性。测评工具分为：学生背景工具（ＳＣＩ）、教

和得分，设有监考员、学生和记分员 ３ 个界面。［５６］
（四）学生回复与激励
测评的回复率对于研究结果至关重要，从数

师背景工具 （ＦＣＩ） 和院校背景工具 （ＩＣＩ）
（１５ 分
钟）。测评组件覆盖 １７ 个参与国，２４８ 所院校，

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各国及所有测评组件的学生
回复率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学生的回复从 ３ 到 ２７３

４，８０７ 位教师和 ２２，９７７ 名学生。［５３］
（三）测试取样与交付
１．院校取样
为了获取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的参

人不等。参与院校大致显示出双峰分布：大约 １／４
的院校保证 ２０ 名 ￣５０ 名学生的回复，另外 １／４ 的
院校保持在 １２５￣１７５ 人之间。从学生平均回复率
统计中可看出，
“ 工程学”回复率（８９．２％）＞
“经济

与院校组合（组合的标准：院校现状、环境、资金、
类型、分布、特色等），ＡＨＥＬＯ 联盟要求国家工程
经理（ＮＰＭｓ）就每个组件组织 １０ 所院校自愿加入
其中。据各国 ＮＰＭｓ 表示，所辖区域的高等教育机
构对此项研究有着极高的热情，甚至一国能有 ３０

学”
回复率（７４．１％）＞“通用技能”回复率（５２．７％）。
可能群体效应是这一结果的最佳答案，即越小规
模的群体更易被激发参与其中。尽管 ＡＨＥＬＯ 技术
标准要求回复率要达到 ７５％，但由于各国人口性
别、年龄及抽样设计本身等问题，ＡＨＥＬＯ 联盟建

多所院校有兴趣参与。然而，由于实施阶段的推
迟、预算的不确定性，以及与学校最繁忙时间的冲
突，导致院校的参与数量比预计的要少，目前参与
院校总数（三个组件）共计 ２４８ 所。［５４］
２．师生取样

议在未来的实践中将 ５０％设为回复率的门槛。［５７］
为了激励学生参加，各国的参与院校也都使
尽了浑身解数，既有将其作为国家的强制性考试
（如哥伦比亚），也有以学生自愿参加为原则。特别
是后者院校，它们运用了各种刺激办法（使用频率

就整个研究而言，师生样本的选取在保证其
可比性和有效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在实际

由高到低依次为）—现金或凭证、
——
证书、抽奖、礼

操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由于总体名单难以确
定，抽样难以被广泛用于高等教育背景中。因此，
每所参与院校首先要提供一份人员名单以便随机
取样，也就是说所有的抽样工作都取决于完备的、
最新的样本框。学生样本框是参与院校所有本科
毕业生，即使他们已修完了课程或在外地实习中
也要设法参加，每所学校单项组件的样本量为 ２００
人。教师样本框则是在学科或跨学科部门中从事

杂的、非直接的和语境化的。因此，院校策略（并非
是刺激因素）才是决定学生回复率的关键。［５８］

本科教学的所有教员，包括兼职、休假的教师，样
本量控制在 ４０ 人。［５５］
３．交付方式
一旦测评工具和背景调查的翻译、调适、证实
工作结束，所有的测试材料都会被上传到 ＡＨＥＬＯ
测试系统中，届时学生测试、数据收集和得分都在
网上进行。该系统是由两个测试子系统整合而成。

物、食品等。然而，刺激与学生参与的关系总是复

五、经验与启示：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
评的拓展性
在 ＯＥＣＤ 开发的四大国际教育测试项目中①，
ＡＨＥＬＯ 项目争议可谓最大，但其关注并不亚于
ＰＩＳＡ。因为，它不只是测评方式、内容的转变，
更是
测评理念的革新。从某种意义而言，ＡＨＥＬＯ 之于
其他已有高等教育质量测评而言，无疑具有突破
性和创造性，它的测评理念、方式、内容以及技术
具有一定的拓展性。
（一）ＡＨＥＬＯ 之理念：以学生为中心
从测评理念来看，ＯＥＣＤ 研发 ＡＨＥＬＯ 项目至
少给世界高等教育传达一个信号，即高等教育必

① ＰＩＳＡ（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ＡＨＥＬＯ（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项目）、
ＴＡＬＩＳ（国际教学调查项目）和 ＰＩＡＡＣ（国际成人能力
测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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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渗透
在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质量及其评
估问题。ＡＨＥＬＯ 作为一个测量工具，其研发目的
就是要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所属学生综合表现的
国际比较测评，以求支持、促进学生学习成果的改
进。［５９］因此，唯有领会 ＡＨＥＬＯ 的真实目的，才能有
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
（二）ＡＨＥＬＯ 之方式：国际合作比较
从测评方式来看，ＡＨＥＬＯ 打破了传统的一国
之内的测评模式，而是尝试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
测评思维转换的同时，也带来了测评工作的复杂
和繁重。国际合作比较使 ＡＨＥＬＯ 从“图纸”
跃入到
“现实”，这一方面是由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持续
推进已经筑造了良好的测评环境；另一方面，则归
功于国际、国家和院校三方的紧密合作以及商讨、
翻译、调适和证实等多个工序的协同研发。从某种
程度而言，
ＡＨＥＬＯ 国际合作比较取向的测评方式
将促进质量评估模式的国际化。
（三）ＡＨＥＬＯ 之内容：基于学科知识
从测评内容来看，ＡＨＥＬＯ 又开启了一项新的
突破，
即基于学科知识的测评。
１９９８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２１ 世纪的
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中指出：
“高等教育的
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
功能和活动。”然而，基于学科知识考察学生学习
成果并未列入其中，可以说这是高等教育质量评
估内容的重大转变。当前，ＯＥＣＤ 只是聚焦在“通用
技能”
“经济学”和“工程学”
、
三个领域，随着 ＡＨＥ－
ＬＯ 项目的日臻完善，相信将会扩大至更多的学科
领域。
（四）ＡＨＥＬＯ 之技术：研发框架工具
从测评技术来看，由于国家、文化和语言背景
的差异，
测评框架和工具的研发工作相当繁杂。丰
富的经验交流和重要的信息反馈将促进工具研发
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良好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环节较之一国之内测试更为重要。［６０］特别是测评框
架的国际一致性问题对于 ＡＨＥＬＯ 的后续研发工
作将提供宝贵经验。在整个技术研发过程中，不论
是选择题（ＭＣＱｓ），还是结构型问答题（ＣＲＴｓ），不
论是背景维度，还是工具地方化，ＡＨＥＬＯ 都将为
相关测评技术的开发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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