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关注和评估学生完成 WeDo 2.0  
实验的情况。

本部分将介绍下面几种可帮助您进行评估的工具： 

•  记录页面

•  自我评估报告

•  轶事记录表

•  观察评估表

评估 
计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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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页面

每个实验都要求学生制作记录来总结他们的工作。 
为获得完整的科学报告，可以让学生完成以下工作： 
•  使用不同类型的工具记录他们的工作

•  记录流程的每个步骤

•  花时间组织并完成记录

学生的第一份记录很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鼓励他们： 
•  提供反馈，给他们一些时间去发现记录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改进的方法。

•  让他们互相分享自己的记录。通过交流彼此的科学发现，学生将对科学家的工作产生

浓厚兴趣。

自我评估报告

完成每个实验后，学生应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可使用以下页面来鼓励学生反思并•

设定下一个实验的目标。

学生自我评估



说明： 圈出你认为符合自己表现的积木。积木越大，表示你做得越好。

我发现了问题。

我搭建了一个乐高® 模型，并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

我测试了我的解决方案并做了改进。

我记录并分享了我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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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我评估表

实验反思

我做得最好的是：

我下次希望改进的是：

姓名： 班级： 实验：



©2017 The LEGO Group. 32

WeDo 2.0 评估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工程思维和计算思维需要时间和反馈。就像在设计环节，学生需要知道•

“失败乃成功之母”一样，评估应当向学生提供哪些方面做得出色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

反馈。问题导向学习重要的并不是成功或失败，而是成为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不断地•

构想和尝试新的想法。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反馈，帮助培养他们的技能。在 WeDo 2.0 实验的各个•

阶段，我们都提供了一些评估标准的例子，包括：

••观察学生的行为、反应和策略

••就学生的思路提出问题

由于学生通常被分成小组，因此可以分别针对小组和个人提供反馈。

轶事记录表

您可以在轶事记录表中记录您认为对每名学生来说比较重要的任何观察结果。必要时，

可使用下一页的模板为学生提供反馈。

教师评估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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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记录表

姓名： 班级：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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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评估表

每个引导实验都提供了评价标准范本。您可以使用观察评估表对每个学生或每个小组•

进行评估：

•  评估学生在每一个步骤中的表现

•  提供建设性的反馈，帮助学生取得进步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引导实验中提供的观察评估表。评估表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1. 初级

学生在对给定主题的内容知识、内容理解和应用以及连贯思维方面处于初级水平。

2. 中级

学生能够表现出对基础知识（如：专业术语）的理解，但尚无法应用内容知识或充分•

理解提出的概念。

3. 熟练

学生对内容和概念有了充分的理解，并能够充分地解释所学习的主题、内容或概念。 
但是缺乏讨论和运用实验要求以外知识的能力。

4. 高级

学生可以将学到的概念和创意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将概念应用到其他情况，并且可以

将学到的知识综合、应用和拓展到有关拓展思维的讨论中。

 建议
可以使用下一页的观察评估表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

教师评估



班级： 实验：

学生姓名

评估标准

探
究

设
计

测
试

分
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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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评估表

可结合下一页描述的评价标准使用： (1) 初级 (2) 中级 (3) 熟练级 (4) 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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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各个实验阶段 - 总体评价标准
在每个实验阶段结束时，可以使用这些评估标准给出 1 到 4 级的总体反馈。

探究阶段

在探究阶段，应根据学生是否积极提问和回答问题来参与讨论，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程度来提供反馈。

1.  学生无法回答问题或积极参与讨论。

2.  经过提示后，学生可以回答问题或积极参与讨论。

3.  学生可以对问题提供充分的解答，并能参与讨论。

4.  学生能够在课堂讨论中提出更深刻的解释。

测试阶段

在测试阶段，应确保学生可以很好地进行团队合作，证明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利用在•

探究阶段收集的信息。

1.  学生不能很好地进行团队合作，证明自己的解决方案，以及利用收集的信息进行进一

步探究。

2.  学生能够在指导或帮助下进行团队合作，收集和利用信息来证明自己的解决方案。

3.  学生可以进行团队合作并参与团队讨论，验证自己的解决方案，并收集和利用与内容

相关的信息。

4.  学生可以在收集和利用信息的基础之上证明和讨论解决方案。

分享阶段

在分享阶段，应确保学生可以使用正确的专业术语详略得当地描述自己的解决方案。

1.  在展示过程中，学生无法将自己发现的证据和分享的想法联系到一起，并且没有遵循

规定的准则。

2.  学生可以运用一些自己发现的证据，但是依据有限。整体上遵循了规定的准则，但是

可能缺少一个或多个方面。

3.  学生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发现，并在展示时遵循了规定的准则。

4.  学生可以全面地描述自己的发现，并能充分利用合适的证据来进行证明，同时遵循•

全部规定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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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算思维

分解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问题。 学生无法用自己的语言•

描述问题。

经过提示后，学生可以•

用自己的语言描述问题。

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描述问题。

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描述问题，并且能够将•

问题分解成较小的部分。

说说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

成功找到了问题的解决•

方案。

学生无法描述成功的•

依据。

经过提示后，学生可以•

描述成功的依据。

学生可以描述成功的•

依据。

学生可以很详细地描述•

成功的依据。

说说你要如何将问题分解

为较小的部分。

学生无法分解问题。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将•

问题分解成较小的部分。

学生可以将问题分解成•

较小的部分。

学生可以将问题分解成较

小的部分，并且可以描述

每个部分之间的关联。

姓名：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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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算思维

姓名： 班级：

概括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说说之前哪个程序你在•

程序库（或其他地方）•

使用过，并说明原因。

学生无法说出使用过哪个

程序以及原因。

学生可以确定使用过哪个

程序。

学生可以说出使用过哪个

程序以及原因。

学生可以详细地说出使用

过哪个程序，以及对程序

作了哪些修改。

观察学生是否可以发现•

规律，或运用之前遇到•

过的概念。

学生不能发现规律，或是

运用之前遇到过的概念。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发现

规律，或是运用之前遇到

过的概念。

学生可以发现规律，或是

运用之前遇到过的概念。

学生可以发现规律，或是

运用自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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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算思维

姓名： 班级：

算法思维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列出要编程的操作。 学生不能列出操作。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列出

操作。

学生可以列出操作。 学生可以详细地列出操作

来帮助自己开发程序。

说说你如何为自己的解决

方案编程。

学生无法描述程序。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

程序。

学生可以描述程序。 学生可以描述程序，并详

细描述程序的每个部分。

描述你的解决方案中用到

的编程原则（例如输出、

输入、事件、循环等）。 

学生无法描述自己的解决

方案中用到的编程原则。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

自己的解决方案中用到的

编程原则。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的解决

方案中用到的编程原则。

学生可以充分理解并描述

自己的解决方案中用到的

编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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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算思维

姓名： 班级：

评估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描述在执行程序时发生了•
什么，这是否符合你的预期。

学生无法描述发生了什么。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发生
了什么，并与预期作比较。

学生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
并与预期作比较。

学生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
与预期作比较，并找到了解决
方案。

描述你是如何修复程序中的•
问题的。

学生无法描述自己是如何修复
问题的。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自己
是如何修复问题的。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是如何修复
问题的。

学生可以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
是如何修复问题的。

描述你的解决方案如何与问题
关联。

学生无法描述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何与问题关联。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自己
的解决方案如何与问题关联。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何与问题关联。

学生可以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
的解决方案如何与问题关联。

说说你如何在实验过程中尝试
新的方法解决问题。 

学生无法描述自己在实验中•
尝试的其他方法。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自己
在实验中尝试的其他方法。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在实验中•
尝试的其他方法。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在实验中尝
试的其他方法，并且可以解释
为何最终没有考虑每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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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计算思维

姓名： 班级：

抽象化 1.初级 2.中级 3.熟练 4.高级 备注

请描述你的解决方案中•

最重要的部分。

学生无法描述自己的解决

方案。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

自己的解决方案。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的解决

方案。

学生可以描述自己的解决

方案，并且重点描述解决

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

描述你的解决方案中的•

重要细节。

学生无法描述关于解决•

方案的任何细节。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

关于解决方案的细节。

学生可以描述解决方案的

细节，但其中一些细节是

不必要的。

学生可以描述解决方案中

的重要细节。

描述你的解决方案如何•

满足最初的条件。

学 生 无 法 描 述 自 己 的•

解决方案如何满足最初的•

条件。

经过提示，学生可以描述

自己的解决方案如何满足

最初的条件。

学 生 可 以 描 述 自 己 的•

解决方案如何满足最初的•

条件。

学生可以非常清晰地描述

自己的解决方案如何满足

最初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