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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这本手册是特别为你们–跟学生一起使用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的教师或辅导员编写的。 希望这个资源

能够帮助您和您的学生从这套课程里获得最大的益处。  

在您做准备让学生使用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时, 我们建议您首先把这本手册通读一遍，然后亲自做一

下测试。 这样做可以帮助您了解这项课程所蕴含的理论，为您提供一些经验和实用的建议，以确保您教学时让您的学生

从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获得最好的结果。  

我们希望您喜欢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 ，希望这本手册为您的教学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有效的资源。 如

果您有任何反馈、疑问或疑虑，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背景 

40多年的研究证明，通过采用学生偏好的学习方式并让所有的感官参与进来，学生可以更好地吸收并保留信息。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让学生了解他们的感官、环境和心态偏好，并帮助他们认识到这16种偏好与他

们的学习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通过帮助学生认识他们传统的感官学习风格（视觉、听觉、触觉、动觉）和12种效率偏好

，他们就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学习潜力。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并了解他们

的个人偏好，并且帮助他们发展多元模式学习策略。 

 

阅读水平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的测试问题和报告内容的可读性已使用ReadablePro的分析软件进行了测量， 具

体信息参见readable.com。 这项软件为以下五个公认的方法进行打分，每一种方法都使用一种独特的公式来确定一篇文

字的可读性： 

• 弗莱士—金凯德年级水平，按照美国学校年级水平评定一个人对文章的理解力。 

• 迷雾指数，用来测算一个人初次阅读就能读懂一篇文章需要接受多少年正规教育 

• 科尔曼-廖指数，测算一个人读懂一篇文章大概需要的美国年级水平 SMOG指数，测算一个人读懂一篇文章需要多少年

的教育 

• 自动可读性指数，测算一个人读懂一篇文章大概需要的美国年级水平  

除此之外，ReadablePro还提供“可读性评估”，这是一种定制的评估系统，它纳入从其它算法得来的分数，得出一个总

分，并用字母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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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可读性 

评估 

弗莱士—金凯德年级水平 迷雾指数 

测试 A 4.1 6.5 

个人报告 A 6.4 7.9 

 

测试项目 科尔曼-廖指数 SMOG 指数 自动可读性指数 

测试 5.0 7.7 2.6 

个人报告 9.7 9.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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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风格和偏好概述 

一种提高学生成绩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 学习风格理论的前提是人们获得最佳学习效果所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获取新信息时，一个人可能自然而然地依

赖视觉学习方面的优势（例如，偏好看照片、图画或演示文稿），而其他人可能更喜欢触摸的学习方式（触摸和摆弄与这

个信息有关的物体）。 还有一些人可能更喜欢讨论和听别人解释，利用他们在听觉学习中的优势。  

• 学生的学习环境对他们的效率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调整环境的各个方面以适应他们的偏好，例如调高或调低室温

，播放背景声音或无声音等，这些做法可以帮助创造更有利的学习环境。  

• 了解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以及他们获得最佳学习效果的方式可以引导学生取得更大的成绩和更满意的教育经历。 例

如，偏好结构的学生，如果不能给他们详细的步骤来完成任务，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费力。 然而，通过认识自身的这个偏

好，学生就能采用策略来帮助自己应对非结构性的学习活动并且认识到他们对于结构的偏好在其他情况下是有优势的。  

• 大量研究表明，学习方式和环境符合其个人偏好和学习风格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并且获得更满意的教育

经历。 有数据统计，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对学校的态度有所改善，班级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并且在校生的

保留率显著提高。 

参看以下研究： 

o 实施学习风格方法的结果表明，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标准化成绩测试的成绩显著提高（斯派尔，1983年）。 

o 相对于标准正常曲线 ... 适应其学习风格的学生应达到75%的标准向上偏离（邓恩和格里格斯，1995）。 

o 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他们的学习方式有关（托雷斯，2013）。 

•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风格和偏好，以及如何利用它们在学业上

取得更大成功。 

• 更多支持性研究的范例，参见：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LP_Supporting_Research.pdf 

• 有关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心理测量学特性的统计分析，参见：https://assets.humanesource

s.com/materials/AW_Learning_and_Productivity_Statistical_Analysis_2017.pdf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LP_Supporting_Research.pdf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_Learning_and_Productivity_Statistical_Analysis_2017.pdf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_Learning_and_Productivity_Statistical_Analysis_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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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量表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衡量的16种学习和效率风格被分成了三个大类。 每种风格均以一个横轴表示，

横轴两端是两个可能的偏好（参见表1）。  16种风格的扩展定义参见表2。 

表1 - 学习风格、类别和偏好 

类别 风格 偏好A 偏好B 

感官 听觉学习 较低听觉 较高听觉 

动觉学习 较低动觉 较高动觉 

触觉学习 较低触觉 较高触觉 

视觉学习 较低视觉 较高视觉 

环境 吃零食习惯 较低 较高 

光线要求 光线要求较低 光线明亮 

温度 环境凉爽 环境温暖 

移动性 静止 移动 

声音 无背景声音 有背景声音 

环境布置 随意  传统  

一天的时间段 傍晚 早晨 

思维模式 教师激励 较少教师激励 较多教师激励 

合作型或独立型 合作型 独立型 

结构型 较多结构 较少结构  

专注 高度专注 不太专注 

自我激励 较低自我激励 较高自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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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学习风格定义  

风格 定义 

听觉学习 偏好通过听觉来了解信息：听别人讲或听录音。 

动觉学习 偏好通过动觉来了解信息：在学习活动中涉及大量动作和用到身体的活动。 例如，角色扮演、

交互式“学习角”、实验室程序以及搭建物体。 

触觉学习 偏好通过双手触摸和操纵来接收信息。 触觉偏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听讲座或接收指令时

做笔记。 

视觉学习 偏好通过视觉来接收信息。 包括文本、图片、图表、视频和实物。 

吃零食习惯 学习新的或有难度的资料时偏好吃零食。 许多学生在学习时如果能够咀嚼或咬一点零食，他们

就能够学得更好。 其他学生会因吃零食而分心，偏好学习读书时不吃零食。 

光线要求 偏好光线充足的学习环境，不喜欢光线较暗的学习环境。 

移动性 偏好在学习活动中可以自由移动。 不是指与学习活动直接相关的动作，而是指踱步、动来动去

和调整姿势等。 

声音要求 相对于极其安静的环境，更喜欢在有一些背景声音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 

布局 偏好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环境。 确定学生在物理空间方面是偏好正式的学习环境（椅子和桌子

）还是比较放松的环境（沙发或床）。 

温度 这项偏好表明学生是喜欢凉爽的环境还是温暖的环境。 

一天的时间段 偏好在早上工作学习，不喜欢傍晚工作学习。  学生在他们偏好的时段效率比较高。 让学生在

偏好的时段学习他们觉得最难的材料，这一点非常重要。 

合作型或独立型 偏好独自学习或与同伴互动。 

自我激励 在学校的学习动机：包括教室、教师、教科书、作业、测试和其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  

结构型 偏好有很多结构的工作和作业，不喜欢开放式的工作和作业。 结构型的工作有详细的步骤可以

遵循，而开放式的工作更多允许学生自己决定所学的东西以及如何学习。 

专注 完成大量的后续工作，查看工作直至完成，能够专注于任务。 而且在困难面前能够长时间保持

专注。 

教师激励 大量来自教师的激励。 这项偏好可以看出学生学习是否是为了取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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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是一个最多需要20分钟的在线调查，主要调查学生的学习风格和效率偏好。 它

由54条陈述组成：学生表明对每条陈述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 他们的答案用来计算结果，会即时显示在他们的个性化报

告里。 学生、教师和家长可以用这份报告来帮助适应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法。 

 

测试人须阅读关于测试的简介，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最准确的回答，相应的，他们的偏好评估结

果也会更加确切。 除此之外，在学生开始做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调查之前, 简单提示几点注意事项

，以确保他们获得最佳结果。 最多用五分钟时间。  

简而言之，应建议学生： 

• 放松。 这不是考试，所以答案没有对错之分。 跟学生说明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偏好的调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学习

和工作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 要诚实作答。 他们不应该根据答案是否适合或对所有学生最好来作答。 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真实偏好来作答。 

• 注意有些陈述可能看起来跟其他陈述很相似或截然不同。 这是有意的，有助于结果的准确性。 他们应该继续诚实

作答。 

• 告诉学生他们个人的答案属于隐私，不应在做调查时与人讨论或分享。 他们在完成调查的过程中，可以返回去修

改之前的答案。  但是，一旦他们提交了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结果就被锁定了。 

学生所做调查的答案会得到分析以确定学生每一个风格在横轴上的位置。 学生的每一个风格可能处于横轴的一端或另一

端，或者处于中间，表明他们对这一风格无明显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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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完成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测试之后，学生的结果会得到评分, 他们会即时收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

根据他们所回答问题的答案而得出的。 所生成结果会用图表来表示学生每个偏好的程度。 沿着横轴，由低到高表示最强

偏好。 偏好分成三大类: 感官、环境和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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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单击每个标题上的+号展开该部分来查看使用这项偏好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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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学生一起使用报告 

学生拿到结果之后应该把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周实施的窍门和策略进行优先排序。 在学生最强的偏好（最接近于某个

偏好）下面给出的窍门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因为它们有潜力让学生获得最大的益处。 

以下信息为实施报告中的策略提供了一些通用的指导。 指导分为感官、环境和思维模式三大类。  

类别 风格 实施结果的通用指导 

感官 听觉 尽管学生可能偏好一种或两种感官风格，但研究表明学生运用多种感官学习风格受

益最大。  

一个好的方法是让学生用他们偏好的风格来开始学习新课题和难度大的课题。 当

他们对课题得心应手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使用偏好不是很强的感官风格。 这会

帮助他们发展所有感官风格的能力。  

动觉 

触觉 

视觉 

环境 吃零食习惯  这些风格是一些简单的偏好，不需要像感官风格那样去发展。 对于这些风格，学

生只需要简单地改动一下学习环境来适应他们现在的偏好。 但是，他们也应该知

道有时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无法做某些改动。 

光线 

温度 

移动 

声音 

布局 

一天的时间段 

思维模式 

 
 
 
 
 
 
 
 
 
 
 

合作型或独立型 虽然学生可能偏好或者合作型学习和工作方式， 或者独立型学习和工作方式， 但

他们仍然应该同时发展两种方式的能力。 学习新东西和难度大的东西时，他们应

该尽量使用自己偏好的方式。 等他们得心应手之后，就应该尝试使用相反的方式

学习。 如果学生开始时对两种方式都没有强烈的偏好，该学生应根据情况交替使

用这两种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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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 

 
 

教师激励 横轴的任何一端都不比另一端更有优势。 应尽可能根据学生的偏好来适应他们的

需求，并不需要改变他们在横轴上的位置。 偏好教师激励的学生在跟教师的大量

互动和反馈中获益。较少偏好教师激励的学生在跟教师最基本的互动中获益。 然

而，处于横轴较低一端的学生可能会因为过去的负面经历而遇到问题。 这个横轴

并非用来衡量或解决此类问题。 这样的问题应该在测试外去解决。 

结构型 虽然学生可能或者偏好结构型学习和工作方式， 或者偏好开放的学习和工作方式

， 但是这两种方式的能力都应该进行培养。 学习新东西和难度大的东西时，他们

应该尽量使用自己偏好的方式。 等他们得心应手之后，就应该尝试使用相反的方

式学习。 如果学生开始时对两种方式都没有强烈的偏好，那这个学生应根据情况

交替使用这两种学习方式。 

专注 专注力强对学业表现来说是一种优势。 报告里的窍门对于培养专注力提供了指导

。 当学生清楚地确定他们的优先顺序后，就可以培养专注力了。 他们还应找出哪

些因素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制定计划以避免这些干扰。 但是，也要注意，学

生也可能过于专注学习。 研究表明，闲暇时间对于大脑创造力区域的发展很重要

。 

自我激励 高度自我激励对学业表现来说是一种优势。 报告里的窍门对于培养自我激励提供

了指导。 培养自我激励的关键是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他们关心的东西，并在学校

所学的东西和他们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 如果学生清楚地看到学校的学习如何能

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他们就会更加激励自己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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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活动 

通过以下活动应用学习风格来帮助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应用报告中所述的策略和建议。 

应用学习风格 

学习成果： 

学习如何在学校应用具体的学习和效率策略   

所需时间: 60分钟 

先决条件: 完成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 

所需材料: 应用学习风格讲义- 见附件 

每个学生都要带上打印出来的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报告，（或者能够通过电脑查阅报告）。  

介绍活动： 

跟学生说明他们将使用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的结果来学习如何应用报告里给出的策略和建议。 他们

会有机会在学校的一些场景中应用他们的学习和效率风格。 

这时候，您可以决定是否要让学生单独做，分成小组做，还是全班一起做，或几种方式结合在一起。 如果是小组做，风

格会有所不同，小组作业可以要求每个小组都提出不同的策略，同时找出这些策略适合哪种学习和效率风格。 

核心活动： 

把学习风格讲义发给学生，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大约30-40分钟）。 上课快结束时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分享答案

并讨论所给出答案的理由。  

其他形式的活动/延伸活动： 

让每个学生承诺在接下来的两周，在任何其他课程中实际运用一种或两种策略，并准备好谈一谈使用策略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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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学习风格: 讲义 

你会如何利用你的学习和效率风格的知识来应对以下的学习情形？ 你的老师可能会用这个练习来做小组活动和课堂讨论

。 把答案写在另一张纸上。  

1. 你刚刚收到一个作业，要求你对一个题目进行研究并写出至少五页纸来论述。 

2. 你需要准备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数学考试。 

3. 你要为科学课写一份实验报告。 报告必须包括与实验相关的图画或图表。 

4. 你要上一门必修课，授课方式是开放型，无结构型。 课程要求你采取主动，自己决定要学习的内容和学习方式。 

5. 你收到一个小组作业要求设计一家小型企业。  

6. 你的体育课要开始体操项目，你需要设计并完成一个体操程序。 

7. 你的住处附近有一个新的建筑项目开始施工了。 在你通常学习和做作业的时间，有很多噪音从那里传来。 

8. 你需要为历史课准备一个五分钟的口头陈述。 

9. 你通常坐在教室角落里的位置，这个位置上的顶灯坏了，两周内都修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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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和支持  

开始之前  

第一步：教师要做的准备  

在您计划让学生完成测试的三到四周之前开始这一步。  

 花时间熟悉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以及它所蕴含的理论。 使用本手册中的信息来了解学习风格

和效率偏好，以及这项测试如何可以帮助学生增强对自身偏好的认识和理解。  

 进入测试，亲自做一下。 回答问题及浏览报告需要不到20分钟的时间。  

 仔细考虑并跟同事讨论学生完成测试后如何跟进的想法。 这本手册里的信息可以提供指导和建议。 

 这也是一个测试网络连接的机会，确保网络连接没有问题。  

第二步：学生要做的准备  

在您计划让学生完成测试大约一周之前开始这一步。  

 教师应该简单讲解一下（不超过10分钟）测试的目的以及测试什么项目。 允许学生在做测试之前问一些关于测试

的问题。  

 告诫学生： 

✓所有结果都是同等的；不存在某种选择“优”于别的选择。 

✓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真实感觉回答； 他们不应该根据他们认为是合乎情理的答案来回答。 

✓他们回答的方式应该反映他们看到选项时的感觉, 而不是他们在学校，在工作场所的感觉，或者别人评价他们

的行为时的感觉。 

✓他们应该避免在不舒服、疲劳或情绪激动时完成测试。 

✓为了帮助他们准确回答，他们应该考虑他们在过去实际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们在未来会做的事情。 

✓他们应该记住诚实认真地回答是确保他们得到准确结果的最佳方法，而这些结果确实可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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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开始测试的帮助和建议，参见以下链接： 

AchieveWorks测试实施策略 

https://www.humanesources.com/AchieveWorks-implementation/ 

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标准核对清单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LP-CriteriaChecklist-withIntro.pdf 

 

如需了解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如何帮助学生培养美国学校顾问协会(ASCA)思维&行为标准所概括的能

力, 参见下面链接的表格: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HeS_ASCA_Mindsets&Behaviors.pdf 

 

如需了解AchieveWorks Learning & Productivity的各个章节如何关联到CASEL核心SEL(社交情绪学习)能力, 请访问以下

链接查看对照表: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CASEL_SEL_AchieveWorks_Crosswalk.pdf 

 

查看精选的AchieveWorks测试指导性活动，参见以下链接: 

https://www.humanesources.com/AchieveWorks-guided-activities/ 

 

如需更多信息和支持，请前往以下链接访问支持门户: 

https://support.humanesources.com  

 

  

https://www.humanesources.com/achieveworks-implementation/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AWLP-CriteriaChecklist-withIntro.pdf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HeS_ASCA_Mindsets&Behaviors.pdf
https://assets.humanesources.com/materials/CASEL_SEL_AchieveWORKS_Crosswalk.pdf
https://www.humanesources.com/achieveworks-guided-activities/
https://support.human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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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其他资源材料 

网站  

在以下列出的网站可以了解更多有关学习风格和效率偏好的信息： 

IEQ（室内环境质量）和效率： 它们之间有联系吗？ 

将环境条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 

http://ergo.human.cornell.edu/Conferences/EECE_IEQ%20and%20Productivity_ABBR.pdf 

 

论温度与光照如何影响我们的效率 

环境对于效率的影响 

https://buffer.com/resources/the-science-of-how-room-temperature-and-lighting-affects-our-productivity 

 

学习风格是否无效？ (不是!) 

将学习风格融入教学设计的有效性 

https://www.engr.ncsu.edu/wp-content/uploads/drive/10S5mLkGElsN8NTsYgOe_f0taEdlSpbJD/2010-LS_Validity(

On-Course).pdf  

 

视觉和言语认知风格的神经关联 

大脑视觉和言语区域中特定形态的神经活动的相关性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97032/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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