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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介绍 

记忆媒介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作为伊拉斯谟高等教育重点行动 2 项目立项。该项目旨在

探索高等教育机构的健康与社会关爱课程如何围绕老年痴呆问题提出新教学资料。本项目团队

通过努力编写了系列宝贵的教学资料。 

在 2018 年 9 月至 10 月期间，共有 247 名学员和 93 名教师对该项目教学资料进行了评价。

本报告是在项目期间对学员和教师的评价分析进行了归纳总结。 

2.参与者 

项目合作伙伴针对老年痴呆相关密切人群和使用者精心编写学习资料。 

在本报告，教师是指参与了评价工作的教师，包括讲师、培训教师、教授、教育工作者以

及培训职能的护士。参与各类教学资源评价的学生数量在下列各表中显示。 

记忆媒介项目本来计划邀请 120 名学生和 20 名教师参与教学资料评价，但在实际评价中

的人数超过了设定目标，共有 247 名学生和 93 名教师参与评价，反映各合作伙伴方对项目成

果有高度兴趣。  

3.评价方法 

不同国家项目合作伙伴方通过发放纸质调查问卷给受访学生和教师，问卷附带有项目说明和评

价目的。 

在四种学习资料评价问卷中都会问到相同的问题。 

1. 请问对编写的教学资料您是否认为容易被理解和使用？     

2. 您认为教学资料使用的语言是否对 EQF 水平使用者合适？ 

3. 仔细阅读教学资料的评价指标体系，请问您是否完全理解相关指标体系的要求？ 

4. 您是否同意教学资料符合评估指标体系的要求？     

学生和教师要求在同样问卷问题以下三个答案选项上选择答案 

 同意 

 不同意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所有学生和教师还可以任意学习资料评价问卷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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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反馈 

评价问卷根据受访学生对新教学资料适用性的各种反应进行设计，下列分析是针对各学习

主题的学生反馈归纳得出。 

学习主题 1：反思和自我认知-学生部分 

在有关学习主题 1 反思与自我认知的所有学生反馈中，90.18%的受访学生认为学习资料容

易理解和使用，这个结果从问卷的问题回答评论也得到了支持。此外，89.29%的受访学生认为

教学资料使用语言合适，83.48%受访学生认为他们完全理解评价要求，93.3%的受访学生认为

教学资料符合评价指标体系。 

  

学习主题 2：照护模式-学生部分 

在有关学习主题 2 照护模式的所有学生反馈中，大部分给予了积极评价，尽管和其他主题

学习资料评价相比，同意的受访学生水平略有下降。经统计，88.83%的受访学生同意学习资料

容易理解和使用，92.74%的受访学生同意教学资料支持评价指标要求，87.15%受访学生同意教

学资料使用语言合适，还有 85.47%的受访学生同意完全理解评价指标体系。 

在所有学习资料问卷中，问题 3 的受访学生不同意评价率最高，达到 6.25%认为评价不能被完

全理解。在反馈问答中没有特别指出原因，提示需要项目团队对教学资料评价分值较低领域进

行重新审视。 

0 20 40 60 80 100

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1 Refection & Self Awareness student responses (all 
student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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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题 3：数字健康-学生部分 

受访学生对主题 3 数字健康的反馈依然非常正面，内容和使用语言是最强特色，分别达到

了 90.5%和 90%同意是成功的。此外 88.5%的受访学生同意学习资料支持评估指标，我们也注

意到问题第三项依然稍微较弱，84.5%的受访学生认为评估指标被清楚列出。 

 

 

学习主题 4 故事书应用程序-学生部分 

93.6%的受访学生认为学习主题 4 故事书应用程序容易学习和理解，89.66%的受访学生同

意学习资料支持评估指标，问题第 2、3、4 项的正面反馈稍微略低，91.13%的受访学生教学资

料使用语言是适合的，90.64%的受访学生同意评价指标容易理解，89.66%的受访学生认为教学

资料支持评价指标。 

0 20 40 60 80 100

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2 Care Models student responses (all student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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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3 What is Digital Health student responses (all student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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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师反馈 

评价问卷根据受访教师对新教学资料作为教学工具有效性的各种反应进行设计，下列分析

是针对各学习主题的教师反馈归纳得出。 

 

学习主题 1：反思与自我认知-教师部分 

总体来说受访教师积极评价学习资料。80.68%的受访教师同意学习资料拟定的评价指标。

只有 56.82%的受访教师同意评价指标清楚，少数受访教师不同意评价指标，但是既不同意也

不反对评价指标的受访教师比例达到了 34.09%，这凸显了学习资料中一个潜在的问题。另外

70.45%的受访教师认为内容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只有 65.91%的受访教师同意学习资料使用的

语言是合适的。 

 

0 20 40 60 80 100

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4 Story Book App student responses (all student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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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题 2：照护模式-教师部分 

尽管受访教师总体积极评价学习主题 2 照护模式部分，但是在评价反馈中还是有个问题需

要引起注意并着力解决。72.15%的受访教师同意学习资料内容让人满意，但是只有 60.76%的

受访教师同意学习资料使用的语言是合适的，在学习资料支持评价指标方面，有 70.89%的受

访教师认为表示同意。只有 58.23%的受访教师内容同意评价指标清楚，这也是所有学习资料

评价最低的。  

与受访学生不同，受访教师很少直接对评价问卷问题选择不同意，而选择既不同意也不反

对的比例明显上升，这种现象提示项目团队需要对学习资料评价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 

 

 

学习主题 3：数字健康-教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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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1 Refection and Self Awareness (All teacher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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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2 Care Models (All teacher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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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大部分受访教师对学习主题 3 数字健康内容给予了积极评价，而另外一方面是较

多受访教师选择了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比例最高的积极评价是 71.95%的受访教师同意学习内

容满意，其他问题评价的同意比例更低。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62.2%的受访教师对学习资料支持

评价指标表示满意，这在所有学习主题中的同意率最低。另有 9.76%的受访教师对学习资料所

使用语言是否合适选项中选择了不同意。 

 

 

学习主题 4：故事书应用程序-教师部分 

由于技术原因，此故事书程序使用的语言只有英语。尽管项目合作伙伴各方总体同意可以

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但在实际上只有 57.95%的受访教师认为他们能够熟练使用英语，

10.23%的受访教师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方面选择了不同意，另有 31.82%的受访教师选择了既

不同意也不反对。 

除了语言问题，故事书应用程序的评价显示非常乐观的，77.27%的受访教师在使用的语言

是否合适上选择了同意，71.59%的受访教师选择评价指标清晰和对学习资料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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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3 What is Digital Health? (All teacher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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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一步的改进措施 

总体来说，受访学生觉得项目团队编写的各学习主题资料和他们密切相关，具有实用性。

学习资料的编写格式和结构体现了有效性，容易持续学习，融会贯通。尤其是英国的学员，他

们喜欢该学习资料，因为教程的编写和内容比较符合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标准，对此英国的

学生比较熟悉。 

受访教师则对他们的评价比较明确，往往对特定部分内容指出问题和不足。 

结合以上受访学生和教师有关学习资料的反馈评价，我们得出以下未来改进措施： 

 有关老年痴呆学习主题 1：反思与自我认知部分内容信息需要更加清晰。 

 要通过更多的图像图表信息和色彩来提升学习资料的品质。 

 学习资料要体现出更多的互动性和激发性。 

 通过回顾学习资料和评价指标的相关性，确保学习资料使用的语言比较合适和评价指

标更加清晰。 

在项目时间结束后，合作伙伴方将不断合作，致力于落实上述改进措施 

7.结论 

经过对 247 人次的受访学生和 93 人次的受访教师的评价问卷反馈分析，项目记忆媒介教

学资料是成功的，因为作为新的教学资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教学资料使用的语言适合 EQF-5

水平的学生使用；包含评价指标；被认为是支持学生完成评价；不过，从受访学生和教师的评

价反馈看，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解决，以便确保学习资料和评价指标有更高程度的相关

性。 

教学资料作为老年痴呆照护教程的一部分已经在项目合作方使用，通过教学资料的使用对

使用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将持续发挥作用。直接参与教学资料教学和使用的人员在自身和

职业发展上获得了积极体验，比如增加了职业的动力和满意度、发展了跨文化沟通技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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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Was the layout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s easy to
follow and understand?

Q2 Was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e
course (EQF 5)

Q3 Looking at the assessments or evidence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outcome, are they written so you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required?

Q4 Will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support
assessments and evidence required?

LT4 Story Book App (All teachers)

% agree % disagree % neither/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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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资料不仅主要带给了学生和教师好处，同时也给从事老年痴呆照护工作的健康和社会

照护从业人员带来了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