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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asonable English teaching appraisal plays an important guiding and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form of English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English teaching
performanc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believes that individual intelligences are not singular, which are multiple, and each person is the combination of dynamic intelligences. Intelligences
vary in development both within and among individuals, therefore each student should be given
opportunity to respect and develop 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t advocates that MIT-based
teaching appraisal should integrate with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studen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th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enrollment, their poor English basis and thei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appraisal system and a list of Contextualized Assessment tasks are thus constructed and
then put into use in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MIT-based teaching appraisal focuses on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performance-based contextualized assessments and
Portfolio Assessment, whose teaching assessment ought to be multiple, context-driven and learner-centered. It can be helpful to stimulate vocational students’ internal motivation, adjust strategie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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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的英语教学评价体系在改革英语教学模式和方法，提高英语教学质量方面有重要的导向和调控作用。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智能之间不是独立的，智能以组合的方式运作，教学评价应关注
人的各项智能的发展，主张评价与教学过程融为一体，评价与学生成长同步，构建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
系。在对多元智能理论和多元智能的评价观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高职学生的生源、英语学习现状、
多元智能发展特点，提出了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体系和多元智能评价任务表。基
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理念，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的情境化评价，
动态的学生档案袋评价，注重评价的多元化、情境化和个性化，在激发高职学生的内生动力，调整英语
教学策略，提升英语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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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人的智能是一元的，一直以
来过分强调语言智能和逻辑–数学智能。标准化测验具有经济、简便、高效、容易量化的突出优势，具
有很好的操作性与推广性，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考试能量化学生的学
习成果，似乎代表了公正的、更易于判断的评价形式，但这种“标准化考试方式往往暗含着典型的智能
一元观”([1], p. 167)，无法从多角度多方面评价学生的能力。高考作为典型的标准化考试测验手段，使
那些在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方面有优势的学生脱颖而出，高职学生高考成绩则相对不理想。高职
学生相对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语言智能和数学–逻辑智能较弱，学习内生动力不强，对考试有抵触情
绪，但在艺术、音乐、运动、空间等方面的能力则并不弱，甚至优于本科院校的学生。高职院校的生源
近年来以来自农村的居多，绍兴的高职院校生源经调查显示来自大城市城区的生源近几年已几乎绝迹。
英语的教学资源、教学成效、学生家长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城乡差距的确较大。综上几方面原因，
高职院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总体情况堪忧。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学生的英语高考成绩数据统计结
果显示：2014 年、2015 年、2016 年，英语 50 分以下占总人数比例分别为 6.6%、8.6%、11.16%；70 分
以下的分别为 41.18%、42.96%、53.54%，100 分以上的分别为 2.27%、2.31%和 0.9% (数据来源：浙江邮
电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办历年数据统计库)。此外，通过问卷调查和面谈等方式对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大一学生进行了调查，了解到高职学生虽然名义
上经过了长达了 12 年的英语学习，近 1/3 以上的学生初一阶段就放弃了英语学习。
加德纳认为一方面智能具有生物遗传性，而“遗传的可能性也会因智能”而异，互不相同。数学智
能、空间智能和音乐智遗传的可能性要比语言智能、博物学家智能和人际/自我认知智能的遗传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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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72)。另一方面，智能又具有后天的发展性。换言之，语言智能受遗传的影响相对较小，后天的发
展性可能性更大，语言(英语)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习得。因此，如何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在多元智能理
论的指导下，创新高职英语教学评价，帮助高职学生化解学习英语的抵触情绪，从而重新树立学习英语
的自信心才是促进高职英语教学的关键。

2. 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评价观
加德纳提出每个人与生俱来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拥有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逻辑—数学智能
(Logical-mathematics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身体—动觉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认知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博物学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这八种智能。什么是智能？在智能的定义上，多元智能
理论与传统的观点截然不同。传统的观点认为，智能最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解答智力测验考试题目
的能力([1], p. 6)，是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以整合方式存在的一种能力。加德纳的多
元智能理论则认为，智能是一种或一组个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出在一种或多种文化中被认
为是有价值的产品的能力。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方案明确指出是以培养面向生产、服务和管理第一
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为目标，强调运用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因而在设置高职英语课程教学目标时，也强调以应用为目的，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不仅
要打好语言基础，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由此可见，基于
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的智能具有多元性、独立性、组合性。因为人的智能是独立的，所
以不能因为语言智能弱而判定他其他方面的智能也弱；因为人的智能是组合的，所以人类的能力是多样
的，可以通过智能组合的方式，以优势智能驱动弱势智能的发展。加德纳特别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
能优势和弱势领域，不能简单地定义“谁聪明谁不聪明，而应该说哪一方面聪明”。因为“智能只有优
势的差异，而无高低之分”，“差生”“好生”这种贴标签的行为是不科学的，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
鼓励学生共同进步。因此，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也应该注重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其基本观点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评价与教学过程融为一体
加德纳在“哈佛零点项目”中提出：“仅仅改变目前的评价方式不够，教学实践也必须改变，这样
学校才能形成有效的评价。”评价应为教学服务，而不应为了迎合评价而教学，我们应该坚决摒弃“为
评价而教”这种不合理的评价观。在教学评估中，他反对仅仅依据标准化考试的评估，主张进行与学习
过程相一致的情境化评估(context-driven evaluation)，改正学校教育评估的功能及方法。
加德纳在《多元智能新视野》一书中指出：评估应该是自然的学习环境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一年
学习剩余的时间里，强制附加进去的内容。评估应在人参与学习的情境中“轻松地”进行。起初可能需
要明确地介绍有关评估的事，但过后大多数评估项目就将在学生和教师中自然进行。这两部分人，都不
需要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评估([1], p. 179)。也就是说，在加德纳看来，教学评价不是独立于教学，
不是从教学中剥离出来，不是单独刻意而为之的一项工作。评价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评价和教学融为一
体，教学评价包含在教学过程中。

2.2. 评价与学生成长同步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人的智能是天生遗传的，又是可以发展的。多元智能评价应关注学生不同阶段的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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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持续、动态的，而非间断、静态的评估。关心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使评估与课程、教学的推
进、学生的成长相一致，使评估的实施日常化、过程化。评价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学生的发展性，档案袋
评估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2.3. 重视非正式的评价
戴维·内热在批评旧有的学校教育评估时指出：“评价应该是一个增加学生学习信心、强化学生学
习动力以及重视学生学有所成的机会。相反的，我们却常常把它当作指出学生失败的机会。”[3]教学评
价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重视非正式的评价，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如果只采
用标准化的考试形式，无疑会沉重打击那些语言智能较弱的学生。通过课堂观察、面谈、电话访谈、学
习日记的研究、学生档案袋的成长记录、能更客观、全面、真实地评价学生的发展状态。

2.4. 注重“情境化评价”，以“任务驱动”为手段
多元智能理论注重“情境化评价”，可以采用有趣并具激发作用的教学素材，创建有意义的真实性
的教学任务。“考试的题目并不一定非枯燥不可，好的评估方法也可以是一种有趣的学习体验。不仅如
此，在学生自然地投身于完成那些十分吸引他们的习题、专题和作品的背景下进行评估，才是最理想的
评估。这种评估可能不像标准化选择题那样容易设计，但更有可能全面地发现学生的各种技能，并为他
们今后的学习和安排提出有用的建议。”([1], p. 182)无论是通过评价督促推动学生的学习或是为了检测
学习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教师可以通过要求学生上交相关专题的作品，完成相关项目等具体任务的方
式进行，也可以通过与师生面对面，要求学生完成即时性的情境化任务等方式，而不是通过考试这样的
测验手段。

2.5. 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认真对待人之间的差异是多元智能理论的核心。从理论上看，这就意味着所有的人不可能排列在单
一的智能尺度上衡量([2], p. 74)。多元智能强调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方式多元化，评价主体多元化，评
价内容情境化。评价方式分为测试性评价和非测试性评价。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评价强调过程性评
价，因此评价方式以课堂观察(辅助录音录像)、问卷调查、学生档案袋评价等非测试性评价方式为主，期
末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次测试性评价检测一个学期的学习效果。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内省智能，学生也
应成为评价的主体。为了评价更全面更客观更公正，除了教师评价，应该经常开展学生自评、小组互评
和专家学者点评。为了更好地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英语应用能力，评价内容不应仅仅
局限于课内知识，注意课外内容的拓展，设计主题式、开放式的情境化评价任务，比如开展英语研究性
课题，社会热点话题的辩论和涉外导游角色扮演等等。为了方便学生自评，编制适合学生自身发展的教
学评价量表、评价日程表。评价标准应细化、具体，设计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评价内容按类细分(辩论、
表演、演讲等)，有利于学生开展自评、回顾与反思。

3. 多元智能理论在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中的应用
3.1. 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理念(Learner-Centered Assessment)
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智能和智能组合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既然每个人的智能结构是
不同的，那么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就应该把握每一个学生智能组合不同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因
人而评。加德纳提倡以个人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评价方式的设计应让学生发挥出
他们的智能强项，表现出他们的最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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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加德纳指出评价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其(评价对象)提供有益
的反馈。教师在每次评价结束后有责任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具体的反馈，并提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构建
一个评价–改进–再评价的连续的动态的评价体系，真正实现以评促改的目的。
学生既是评价的客体又是评价的主体。比如评价标准和评分细则的制定，应该让学生全程参与，共
同讨论制定。学生学会自主评价。学生自主进行学习目标的确定、学习计划的制定、学习策略的选择、
学习进度的制定与修正以及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是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再认识，也是
发展内省智能的过程。

3.2. 构建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的情境化评价(Performance-Based Contextualized Assessments)
加德纳提出，智能必须以“智能展示”的方法进行评估，那是直接检验智能的办法，而不是通过语
言智能和逻辑智能的“镜头”来检验(如一般的书面试卷那样) ([2], p. 65)。书面考试，这种以量化的成绩
来表明学生进步或退步情况的评价方式比较经济、高效、客观、简便易行，数学、科学等学科比较适合
采用这种方式。而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学习，很难用量化的书面考试来测定一个人的真实的英语水平。
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的情境化评价方式注重多种智能的协调配合，评价的环境更加自然，更能真实地反映
学生的学习情况，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英语视频录音录像、课本剧当堂表演、项目学习评估、作
品展示，网页制作，英语手抄报都是很好的展示性评价方式。“为多元智能而评”和“通过多元智能而
评”的理念得到很好的实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明确评价目的，即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来描述出学生所要掌握的知识或技能。
2) 学生根据自身的智能强项和需求，可以选择不同的任务。
3) 教师观察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实际表现，作好详细记录。
4) 按照评价量规细则，给予评分等级(优秀，良好，需要改进，及格)并及时反馈评价结果，提出改
进性意见。评价反馈方式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课堂上进行当面点评，也可以课后进行个别交谈，开展
汇报会、座谈会和撰写书面反馈报告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智能组合是不同的，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智能强项也是有差异的。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的智能特点进行同质分组，使学生发挥所长，更好地完成任务活动，以实现评价的目的。但在分组
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给智能贴标签。加德纳指出：“智能评估”的另一风险，就是倾向于给儿童(或其他人)
贴上诸如此类的标签，如“语言天才”、“空间感觉好”、“完全没有音乐感”，甚至“人际交流困难”。
标签可以激励人努力，但是也可以限制人的发展。给智能贴标签涉及两个错误假设：(1) 我们完全知道如
何评估智能；(2) 一个人的智能的将是长期有效的([2], p. 113)。事实上，智能是不断发展的，任务的完成
需要智能之间相互协调配合，不是依靠一种智能就能顺利完成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英语教学评价与
传统的英语教学评价方式不同。以往，教师一般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来检测学生的英语听写读写译的能
力。这种以语言理解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往往不利于语言智能方面较弱的学生，因而欠缺了评价的公正性
与公平性。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的多元智能教学评价弥补了这一缺陷，使各种智能类型的学生得到公平的
评价。以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结合英语教学的特点，笔者编制了一张进行多元智能评价的具体的任务
表(见表 1)，以下各项活动在实际课堂中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进行设计和操作。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告诉我，我会忘记；教给我，我会记住；让我参与，我会学会。”语
言习得是实践性科目。语言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多参加英语活动。高职英语的教学目标强调实用性与应用
性。以 Dad’s Blessings (父亲的祝福)这篇课文为例，教学目标是掌握相关词汇与语言点；提高英语听读能
力；体会父爱如山，学会感恩；了解西方“毕业日”(Graduation Day)的文化背景知识。评价的目的是为
了改进。不同智能倾向的学生通过选择地完成相应的评价任务，实现了共同的教学目标。1) 学唱“毕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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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ppraisal task list
表 1. 多元智能评价任务表
多元智能评价

情境化评价任务

语言智能评价

讲故事、课堂讨论、英文朗诵、创办英语专刊、诗歌创作、主题辩论、主题演讲、
即兴演说、头脑风暴、英文讲座，词汇游戏、英语作文、阅读报告等

音乐智能评价

经典诵读、旋律吟唱、舞蹈表演、歌曲演唱、广播剧编排、
学唱英文歌、打拍子学单词、语说唱歌谣、英语绕口令等

空间智能评价

摄影短文、录像带、流程图、拼图游戏、出英语板报、办英语画刊、
创作艺术作品、视觉表演录像、创作英语漫画等

身体动觉智能评价

角色扮演、课堂剧场、舞蹈、哑剧、动漫真人秀(Cosplay)、英语对话展示、英语猜谜等

人际交往智能评价

同伴问题解决、小组合作学习、访谈节目录制、角色互换活动、英语角等

自我认知智能评价

默读、自选作业、撰写自传和学习日志、制定和修订英语学习进度表、写反思日记等

英文歌曲(音乐智能)；展示“西方毕业日”相关图片，引起学生内心的共鸣，述说心中的感想(自我认知
智能，语言智能)；小组讨论影片“毕业(Graduation)”(人际智能)；小型毕业派对表演(人际智能，身体–
动觉智能)；2) 课本剧表演，以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人际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语言智能)；3) 有关“父
爱”的诗歌朗诵(语言智能)；给父亲写一份感谢信(自我认知智能)；以“父爱”为主题的演讲(语言智能)；
学唱英文歌 You Raise Me Up (音乐智能)；创作英语漫画——“父爱”(空间智能)。
我们现在处于大数据、信息化的网络时代，各类视频资源、微信订阅号、学习类公众号、APP 学习
软件层出不穷，唾手可得。在强大的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整合各类教学资源，开发利
用网络教学平台，大大丰富了英语教学评价模式。结合高职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多元智能理论的
指导下，可以分类评价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英语阅读能力和写作翻译能力。词汇的记忆与运用是学习
英语的基础。“百词斩”等 APP 英语单词学习软件，声、文、图并茂，加强学生的各种感官刺激，充分
调动了视觉——空间智能是优势智能而语言智能不是强项的那部分学生，增加了记忆单词的趣味性，有
利于促进单词的记忆与巩固。此外，视频对话，句子举例都有利于学生加深印象并学会单词的用法。与
计算机老师合作开发的英语单词过关游戏，英语国家游览路线图(发声版)，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评价方式深
受学生喜欢。“英语国家游览路线图”融合景点讲解、旅程安排，单词与句型录音评分，文化背景知识
测试等等，学生们既习得了语言，又了解了文化。填词游戏(word puzzle)、单词分类，深受数理——逻辑
智能较强的学生的欢迎。绘制单词树状图和网状图，充分发挥学生的词汇联想能力。通过这类游戏，充
分调动了储存在学生大脑深处的英语单词，有利于单词的提取与运用。口语特训方面，每周一次的英语
趣配音，降低了学生开口说英语的难度。无论学生的英语基础如何都不影响他们积极按时地完成配音练
习作业。很多学生感叹：“原来，我也行！”课堂上，很多学生积极要求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是他们努
力的成果。其实每一位学生都需要得到关注，都想被关注。事实是，对于高职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实
在太久没有得到关注了。对于那些音乐智能较强的学生也可以布置一些学唱英文歌，学念英文诗的任务，
原汁原味的英语听说练习，英语发音更到位，更有说唱英语的感觉。为了更突出高职英语的实用性，英
语的教学评价可以与具体的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比如市场营销专业要求设计英文版的调查问卷，撰写
英文版的调查报告，用英语开展现实调查对话等等。
课本剧的表演是一种检测学生对课文了解程度的很好的一种评价方式。《高职实用英语综合教程》
第二册第一单元精读阅读篇 Clothes Make the Man (警服在身，判若两人)这篇课文的理解作业形式有：视
频拍摄(人际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语言智能)，课堂表演(人际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语言智能)，英
语漫画集(空间智能)，写读后感(语言智能)。评价的要点注意课文内容的呈现方面人物，场景，情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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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理解是否准确；台词的语言表达是否流畅、地道，发音是否准确；表演的角色个性是否鲜明(表情、
声音、动作)；视频后期制作的效果等等。英语课本剧的表演或视频拍摄综合考察了学生的英语听说、阅
读和翻译的能力。一个剧本的生成需要学生们多次阅读、提炼、修改；每一句台词需要学生们不断地反
复地听课文录音，反复模仿；每一个角色的把握需要学生们更好地阅读课文、理解课文。每一种多元评
价任务，是一种新的载体，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与传统的教学评价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所谓“条条
大路通罗马”。但多元智能评价更能激发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内生动力，重燃他们学习英语的自信心。

3.3. 创建学生档案袋评价(Portfolio Assessment)
多元智能理论突出智能的发展性，评价不仅要关注结果，更要关注过程。学生档案袋评价，又称成
长记录袋评价，是一种审视学生成长过程的评价方式。成长记录袋，不仅体现过程评价的思想，同时体
现学生自主评价，强调自我纵向比较，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加德纳的学生、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斯特范
奇思博士一再强调教师应使用档案袋的评估方法，使自己成为每一个学生的研究者。她认为，“评估”
这个词源于拉丁语“assidere”，是“坐在身边”的意思，评估的意思是坐在学习者的身边，对学生进行
观察、记录和分析[4]。她认为，这种评估才可以帮助教师针对每一个学生制定个人的学习计划，使他们
在学习中发现挖掘个人潜能的途径，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个性化。既然评价的目的为了学生的发展，评价
应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服务。
档案袋评价促进了教学与评价相结合，教师在情境化评价中收集的学生作品都可以放进学生的档案
袋，每一个作品都注明日期(完成日期、放入日期)，以提供成长过程的证据。
传统的教学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的讲解。语法、词汇固然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单词的记忆与
积累是基础，没有一定的词汇量，英语的听、说、读、写、译都将寸步难行。语法是框架，没有一定的
语法基础，句子的组合与理解将会存在很大的难度。高职院校的学生经过 12 年的英语，无论基础好坏，
潜意识里都已埋藏了英语的种子。如何唤醒他们学习英语的潜意识，如何让种子生根发芽，是教师们需
要加以关注的重点。多元智能理论为基础的多元教学评价改革了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实现了从单一到
多维——多元化地评价学生的发展；从静态到动态——评价学生的发展过程；从统一到多样——尊重学
生的差异性；从符号到场景——在真实的情景中评价学生的发展。将这种评价模式引入到高职英语的教
学评价中，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更加自然的多元的语言环境，对学生的多种智能一视同仁，有利于激发具
有不同智能优势的学生的积极性，帮助他们重塑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实践证明以多元智能为基础的新的
评价方式在引导高职学生一点一滴地积累英语知识，一步一步地提高英语应用能力方面收到了不错的效
果(见表 2)。
参加这次教改的学生来自 15 级的 10 个不同的专业，20 个班，每个专业两个班，以高考英语成绩较
好的那个班为对照班。一个学期下来，采用多元评价的实验班上课气氛普遍比较活跃，英语任务积极按
Table 2.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表 2. 独立样本 t 检验
组别平均分(total = 100)

标准差

配对样本

Pre-test

Post-test

Gain

Pre-test

Post-test

t

实验班

60.11

71.42

11.31

15.191

11.939

−27.85

对照班

61.30

68.08

6.78

13.192

13.740

−16.920

独立样本 t 检验

p

t

p

.000

−2.562

.000

.00

3.822

.000

注：实验班(425 人)，对照班(452 人)。数据来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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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完成。后测的成绩统一采用 2015 年 12 月份的全国英语应用能力 B 级考试。统计数据表明，实验班实
验后测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对照班(11.31)，差异非常显著。

4. 小结
高考前，教师采用的是倾向于选拔性的教学评价，现在，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每一位学生的成
功”，注重发展性评价。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是一种能力本位评价，是一种过程性评
价，是一种发展性评价。多元智能评价尊重学生差异，贯彻了分层教学评价、个性化评价，因材施教的
理念；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需求、能力、特性、兴趣，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多元智能评价的目的重在
激励学生，体验成功，它以学生的真实需求为导向，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因此
在活跃高职英语课堂学习气氛，促进学生知识的内化与迁移，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等方面有深远的教育意义。总之，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不仅提升了高职学生的语
言能力也鼓励了高职人生教育，值得推广和应用。但另一方面，多元智能评价注重差异化、个性化，学
生的成绩难以量化，不利于成绩数据化统计，不能够大规模进行测试。换言之，标准化学业能力测试，
也并不是完全加以否定，也有存在的合理空间，我们应避免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英语是提倡小
班化教学的一门课程，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英语教学评价具备其生长的土壤与空间。差异化的教学
评价模式，教师的备课量也将大大增加。此外评价者自身也应具备多元智能评价素养，因而在实施多元
评价之前也非常有必要开展统一的培训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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