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试成为教学的终极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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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涉及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未来十年的高利害关系评估测试发展的展望。
作者作者探讨为推动这项 2025 年的计算机化考试系统的一些因素。此外，论文涉
及到此类机化考试的操作特征和教学能力。用途？本论文由澳大利亚政府，学习
和教学国家级项目投资 50 万澳元用于未来三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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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来的考试模式需要具有完全开放性。
这个设想与当今发展局限，思维方式和科技发展显得矛盾。
想象未来，学生可以灵活运用二十一世纪的“工具”来发挥自己的特长。考试方式不仅模仿，甚
至有时是以工作生活和社交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以评估学生在现实世界中遇到问题应变能力同
时，计算机化考试还针对现代高利害关系监管的考试，提供保障，加强其统一性。我们可以想
象参加考试的学生可以轻松地获取信息库，工具以及通讯联络，犹如现实网络化世界。
真正实现这个项目很难。如此高真评估测试 (Crisp 2009, Herrington, Reeves & Oliver 2010)会给
学生提供一个非常真实，身临其境的机会，学生可以借此去展示他们二十一世纪的技能。但是
如果合适的框架没有完善，涉及考试公平性的问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关注今日
今日的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信息源，其质量参差不齐， 质量高的信息虽然存在，但大多数并
非如此的。
然而，面临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人们往往有能力利用这些大量的信
息和社会资源。如今，迅速给学生提供参考现有资源途径的科技已经触手可得。然而，教育机
构来面临此途径给评估程序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威胁。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中
的高风险评估中尤其突出。“开放型”考试体系给教育考试权威机构带来了不安，对其保险性提
出了疑问。给高利害关系考试领域所带来现实社会场景的同时，也出现了棘手的问题。比如，
我们坚持采用 xx，有局限性的纸质测试，或者选择题为考题模式，致使我们愈来愈远离二十
一世纪更结合实际的方法。现如今，探索世界上现有的借助科技手段高效的高利害关系评估后，
我们发现这些评估不过是复制纸质考试的电子版本。无非加强版本的 “文档处理”，或者美化
了的多项选择题，这些工具都不具备教学灵活性，对于开拓评估方法有微乎其微的作用。参考
名为 “论文 1.1”
更糟糕的是，这些方法局限了教学机构的视野，进入关注与教学和科技的僵局。“黑匣子”那些
尤为成功的企业正是利用这些数据不断的开采如何更有效，更快捷，同时激发创新的元素。那
些‘完好的整理’并随时能提取的信息资源，被锁在系统里，从而失去被利用的价值。在信息量
的不断扩大的未来，比较那些信息开放型机构，那些选择 ‘锁住信息’的机构会面临更多的维护
费用。

展望未来
反之，想象一下将来，考试可以要求学生解决真实，复杂甚至 ‘ 特别棘手’的问题。一个未来
中， 二十一世纪的 ‘谋生的工具’ 将提供给学生，让他们有可能使用先进的工具去更有创造性
的解答问题。再想象一下，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在浩瀚的信息库的各个接触点都为考试老
师所认知。
学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所有的步骤被详细的记录下来。 不仅如此，信息出处，
联络方式，决策点都会以日志的方式，布局清晰，言简意赅地展现给考官、从而使考官有可能
观察到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难题的应变能力。老师可以看到所有的互动记
录，这些记录会以综合整理成图表方式，并且具有溯源功能。在考试评估过程中，学生瞬间的
决策，解决问题思路会被记录下来。 这个过程会以图表的方式呈现给判分老师，以便于老师
决定是否因为清晰的思路或决定加分。
各种不同程度的自动给分，电脑协助判分的功能也会被陆续开发出来。每一个给学生提供的问
题集，单个问题，客观事实都会被记录下来，保存，并且会被标记，以配合与学院制定的期望
学习成果。学习项目负责人和学生都可以参考个人和学校制定的学习目标进而评估学生学习的
进展情况。 这仅仅是教育分析平台一部分，这个平台还将涵盖计算机化考试变现的数据。
项目设计者，老师，经理将可以对学生技能进行评估。范围更广的课程大纲，表现模式设计，
以及评估方式和课程设计的改变很有能给学习结果和学生考试带来影响。学生可以通过广泛的
学习主题和二十一世纪所需技能中获取更多进步。评估可以更加具有适应性，根据学生的进步
情况而逐渐加大难度。
老师可以利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选择简单的图表方式来测量学生对某个特定问题回答结果和
表现情况。疑难，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被突出以便改进。 有效的问题会被推到前列，其他的教
育界人士可以参考。在考试进行前，考题质量会通过安全的网络，整体的考试题目开发，质量
控制和核实程序被进一步审核。 这个程序会确保减少考试过程中出现问题，错误或误解。
计算机化考试行政管理程序的设计考虑到操作实用性， 适应那些没有技术背景管理人员和老
师。从社团里的小型教育机构到大型院校，都可以通过这个经过反复思考设计出来，开放性科
技的考试平台中获得先进的评估技术和科技的便利。
“开放性以标准为基准”会存储数据以适合未知未来。这样可以保证院校可以在未来直接获取细
小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促进更快捷的了解学生表现情况。还有一系列未开发的数据，分析工具
和介绍的工具。随着时间推移，对学生表现更深一层了解将会成为可能。通过更完整观测每一
个学生对每一项问题的答复，每一个来源的参考相关的行动。
各个学院的政策可以保留现有的直接发布考试成绩的方式，同时，可以先进的科技将进一步加
快对高利害关系考试结果的反馈。反馈周期也将会缩短，譬如，计算机打分将可以提供即时结
果。而那些计算机不能完成的评估项目也可以很快的分配到合适的并且可以打分老师。打分老
师不用在对不断增加的潦草的试卷头疼。他们只需提供从数据库里提取已存在的评语中挑取适
合，并加以改善的反馈即可。通过联网现代化系统可以改进评分体系的一致性。

如何做到
在本文中所规划的未来是来源于现代高等教育领域中多方面因素 （参考文章 Hillier & Fluck
2013)。此外，高等教育的 “普及”也意味着本科演变成新高中。在澳大利亚，2014 年的数据显
示，工作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八拥有学士学位 （ABS 澳洲统计局 2014）。这个数字在
2004 年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同样趋势在 18-34 岁年轻成年人呈现，他们更愿意加入受高等教
育的行列。根据澳洲统计局 2013 数字表明，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已经有 1976 年的百分之五增长
到 2011 年的百分之二十六。 这个数字的急速增加给高等教育院校带来巨大的压力。 他们要保

证给大班的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同时又要面对教育基金削减的挑战 （参考第七页澳大利亚大
学， 2015）
现代互联网让获取知识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失去了对信息垄断的角色。
反之，大学应该运用他们的战略性强项和专业性知识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引导学生
培养他们具有批判性的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并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现实世界的标准去评估学
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现这个远见卓识的目标构成了一个真正 “系统性难题” (Rittel & Webber 1973, Ackoff 1999).用
个比喻比较计算机化考试的贯彻为 “令人头疼”的系统性难题恰到好处。因为计算机化考试涉
及了来自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在处理问题的视角也截然不同 （Linstone 1999）。这些
不同的视角来源于院校内外的机构，例如，大学，政府决策人，机构经理，学生，教师，财经
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考试组织人员，课程设计者，家长，雇主，技术人员，校园设施管理，
建筑和执行部门。澳大利亚的一项国家项目 （名为 “改革考试 2015）在全国聚集人员，以审
视现有问题的各项细节，并在作出计划进一步在各大学发展和引领程序上和技术上的方案。这
个项目同时在澳洲各州和领地开展活动，从密集型研究到着重教学实践，从大城市到地区性院
校。整个项目为期 2 年，从 2016 年到 2018 年。此项目是延续塔斯马尼亚大学从 2007 年工作
成果（Fluck， Pullen & Harper 2009）以及之后昆士兰大学通过 OLT 2013 到 2014 年的种子项
目 (Hillier & Fluck 2014)。
促使项目贯彻而发展的 10 年战略计划不是改革，更像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因为在面对如此大
规模的程序上，政策上和技术上的转变面临着不可低估的困难。必须要得到的参与者同一目标，
共同参与。从纸笔考试到取代纸笔监督考试时代，再到最终运用开放性方式到高利害关系评估，
一个过渡战略在计划当中以确保循序渐进的引入，并为这个发展过程存在反复性做好准备。这
个过程针对于与文化背景相关的不同反应态度。在提供职业发展，科技建设发展的同时，要确
保其符合教学的需求，带有稳定性，行之有效，具有合法性。最重要的是确保这些发展的说服
力，打赢 “心理战”。
以下图一路线图总结这个未来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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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申明一点的是，计算机化和网上考试已经在市场上应用，但是这种考试模式在高等教育
中的应用还是微乎其微。原因是主要是它们受限于教学的能力。我们在此建议的是一个电子考
试的 “平台”， 不仅仅是应用软件或网络平台。我们主张将 “计算机环境”下所需的二十一世纪
整套的工具提供给每个学生，最开始采用无网络连接，或有限链接，但是我们展望一个可以全
面登录，可以控制的，却完全开放的，因特网链接的考试。
这个设想并不是触不可及。塔斯梅尼亚学历管理机构已经对 11 到 12 年级（相当于中国高二到
高三），考入高等教育的测试中采取大行动，替代纸质考试，采用全面公开，链接因特网的计
算机化考试。 （TQA，2013)评分也是用平板电脑 iPad 操作的。国际上，芬兰正在着手实行意
向名为 “Digabi”的项目，目标在 2019 年大学入学考试电子化。

结论
澳大利亚处在决定高利害评估的关键时刻。院校不能为仅仅每半年举办一次的考试而投资大量
的计算机设备。所以，自带仪器便成为这个文化转变的关键点，同时这个提议也带来对有效性
和可靠性的一系列挑战。但是，考虑到成果，努力将会得到回报。学术性的奖励更可信，而且
采用更强有力的软件工具对课程改革带来更多的机会。更多信息请参考国家 “考试变革”
（2015）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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