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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全球教育界为何仍未形成一套

可以及时获取应急教育数据与实证，并同时有效

传播的全球方案。尽管早已有应急教育严重缺乏

数据与实证、暴力与自然灾害频发的警告，但过去

曾强调的诸多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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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急教育的数据与实证：反复出现的紧迫

问题 

 2010 年前后，全球教育界普遍认为现行治

理体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乏对武装冲突地区

教育数据的收集及数据质量问责，而这又与《全球

教育监测报告》（GEM）中所提及的四个已有问

题形成呼应：保护、支持、重建，维和（Montjourides，

2013; UNESCO，2011）。这样的认识也与学界

对应急教育实证研究匮乏担忧契合。当时的观点

非常一致：首先，特定地区的针对性研究不足；其

次，缺乏特殊危机背景的专门研究（例如自然灾害

对教育的长期性影响）；再者，仅有少数研究关注

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这些有待发掘的研究方

向中的重要案例是国内难民（IDPs）：例如，尽

管国内难民数量远大于国际难民数量，但目前对

于国内难民教育的实证研究严重不足，而全球教

育统计的蓝图上更是缺少针对国内难民的专门板

块 (Conflict and Education Research Group at 

Oxford University & Teachers Colle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2010; 

Montjourides,2013)。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八年后，当一个完整的基

础教育周期结束时，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吗？而

在 2016 年暴力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并达到前所未

有高度时，我们是否取得了新的突破呢（Dupuy & 

Rustad, 2018）？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2007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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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激增近 50％的极端气候灾害呢（Hawkes， 

2017）？ 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所许下的承诺又是否

能跟得上这些加速的社会变革呢？若想一一回答

这些问题，那么将远远超出本文篇幅，但我们现有

的评估结果表明：我们取得的进展还不够。 

当然，全球教育研究所已经实现的发展成果

需要充分肯定，但我们昨天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

今天仍未得到解决：特别是那些尚未落实的数据

与实证工作，将大大制约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在紧

急情境中为儿童们提供优质教育机会挑战所做的

努力。 

二、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不知道” 

现有的许多关键性事实凸显了当前解决应急

教育问题的紧迫性。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的统计，2005 年至 2014 年间，全球有 6900 万

被迫流离失所者，其中有 4000 万是国内难民、

2500 万是国际难民，以及发生了逾 3500 起的自

然灾难，80％的极端气候事件影响超过 170 万人

（Guha-Spir & Hoyois，2015）。世界上大约一

半的难民年龄低于 18 岁，而灾害主要影响的也是

那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在超过八

成的案例中，武装冲突持续的时间超过 12 年完成

高中教育的时间。据估，2015 年的区域性武装冲

突导致约 7500 万儿童亟需救援与帮助（ODI，

2016）。 

虽然以上数据应作为重要参考，但也必须承

认在目前全球教育治理中存在一个让统计学家也

头痛的核心问题：数据缺失。除了在诸多紧急情况

下常存在数据时效性这类问题外，还有许多案例

表明：紧急环境中所收集的数据质量较差且与现

有数据质量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例如，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最近关于难民教育的报告只提

供了一些有关入学和失学儿童的全球统计数据

（UNHCR，2018a），该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有关

学习、幼儿、性别平等、甚至教师的数据。这几乎

可以看作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由从前

的监测体系有所倒退，特别是由其所制定的标准

与 指 标 仅 能 观 测 学 生 性 别 差 异 和 生 师 比

（Montjourides，2013; UNESCO，2011）。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

战略优先事项是根据小学入学儿童比例评估其业

务国家儿童的教育状况（UNHCR，2018b）。这

种评估方法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相差甚远

（UN，2015）。在全球范围内，目前还没有足够

统一的数据体系能够满足用于计算受武装冲突和

危机局势影响国家中失学儿童的准确数量的要求。

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统计研究所最近几次尝试也于 2016

年停止（UNESCO，2016），而 2019 年出版、

专门关注移民和难民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GEM）

也无法汇总出全球因各类危机而被迫离开家园的

孩童数据（UNESCO，2018 年）。 再三值得强

调的是，这样的数据缺失窘境和全球教育监测报

告中多达 200 个国家样本、46 余条目细致的可持

续发展指标数据形成了足够鲜明的对比。 

三、解决数据与实证的问题：使现有资源可用

且可获得 

数据仅仅只是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的一环。

国际教育政策与合作网络（NORRAG）正与应急

教育机构间网络（INEE）一道开展包括成员间数

据与实证协作、教育政策研究等多项合作

（INEE,n.d），以解决应急教育机构间网络成员提

出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目前仍缺乏系统化机制使

用户可获取更广泛的应急教育数据与实证，并缺

乏收集、传播与应急教育相关的数据和实证的工

具及方案。作为此次合作的一部分，国际教育政策

与合作网络（NORRAG）分析了 290 名来自 INEE

系统内会员的问卷数据，其中涉及与应急教育利

益相关者的两个潜在关键资源：INEE 学术空间、

INEE 数据库网站（INEE，nd）。受访者纷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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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两个资源库仍无法充分满足其对最新研究

和数据的大量需求，并且缺乏有关持续危机、紧急

情况、本土化与试点项目的项目资料。事实上，本

土化与试点项目计划是紧急情况下的常态而非例

外，有数十个机构行动者经常参与这类应急响应。

例如，叙利亚地区的应急反应实施涵盖 130 多名

教育机构（UN，2019 年）,但却严重缺乏数据与

实证的收集机制，帮助教育行动实施者能顺利使

用由田野工作所产生的大量项目数据。INEE 成员

所表达的其他需求还包括：有必要进行更多影响

力评估与定性实证研究，以及需要制定方法和工

具以支持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干预和分析。此外，近

半数的受访者皆强调包容性教育和冲突敏感教育

问题研究是需要更多数据和实证的专题领域。 

四、建立应急教育知识中心 

以上结果只反映了目前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全球教育统计体系中存在的部分需求与挑战；我

们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构建有关紧急情境下儿

童教育状态的真实图景。目前，应急教育缺乏集成

化、结构化的数据库与实证汇编，同时对那些希望

进行快速情境分析、依据最佳实践优化教育干预

设计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带来了较高的研究成本。

这也意味着目前的实证优势仍牢牢掌握在那些来

自全球北方发达地区的应急教育工作者手上，然

而通过建立全球应急教育数据与实证的有效传播

机制，可以更好地获取现有稀缺数据并促进应急

教育的实证研究，而这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应急教

育项目实施者落实想法，同时也能增加基于实证

的决策需求。 

在此次 INEE 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

访者来自全球南部发展中国家，这表明了当我们

寻求改善应急教育数据与实证的生成、收集、传播

时，征求、反馈、整合所有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参

与者的重要性。此外，全球证据的产生经常受到收

集与协调源于多个项目体系结构、有限时间与资

源等多重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未经统筹的零散

资金与零星的数据收集将无法满足全球应急教育

迅速增长的数据需求。因此，全球教育界必须拿出

一套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促进实证研究，

而且还需解决在多因素、多问题环境下所出现的

数据协调、流程与资金来源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

方案，那么任何对未来全球应急教育数据体系的

畅想将沦为空想，特别是导致教育部门规划能力

持续低下、资金使用效率不良、政策干预效果低于

预期等，而且许多亟需应急教育的儿童将被排除

在外。我们寄希望于建立一套围绕全球公共品的

可行可持续平台，并助力在需要应急教育的情境

中提高分析、研究、资金分配和教育宣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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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后收集数据的挑战和当地知识的潜力:以 2015 年尼泊尔地震为例 

保罗·G·哈尔曼（Paul G.Halman），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交流与社会变革中心在读博士 

p.halman@uq.edu.au

摘要

本文探讨了教育援助工作人员在收集地理

和社会数据时面临的挑战，认为缓解这些挑战的

关键在于利用当地或本土信息以及借助教育发展

项目建立的当地能力。

关键词

教育

应急教育

数据

灾难

本土信息

引言

在灾区工作时，教育援助工作人员面临着一

系列的挑战。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如冲突）环境造

成的灾害都是可怕的，这类环境成为成功实施应

急教育（EiE）项目的常见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些障碍会破坏支持教育活动和推动人道主义援

助实施的数据的准确性。如果收集到的用于人道

主义援助的数据不完整或不准确，可能会误导需

求评估、影响援助供应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如建

立临时学习中心（TLC））、歪曲教育成败评估的

结果。2015 年尼泊尔地震的人道主义应援就面

临了这样的环境，考验应援人员是否有能力提供

社区和捐助者所期望的教育援助。部分原因是尼

泊尔这一类国家复杂程度高，存在地理和社会方

面的障碍。

2015 年的尼泊尔 

2015 年，尼泊尔发生地震和强烈余震，造

成了广范围的破坏。早期估算称，包括首都加德

满都在内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近 9000 人死亡。教育基础设施的损害尤为严重，

有 25000多间教室被毁，另有 22000间教室因严

重损坏而无法使用（爱尔兰，2016）。共有 87 万

儿童失去了他们的教室，有 200 万儿童的教育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尼泊尔政府迅速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在应对灾害能力有限的国

家中（如尼泊尔）比较常见。在请求国际援助的国

家中，发展中国家占 大份额（Alnap，2018；

世界卫生组织，2018），说明受灾国家可用资源

有限。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交通系统薄弱，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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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容量和服务能力有限，教育和医疗等政府服务

资金短缺、人员配备不足、资源匮乏（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2016）。由于交通设施问题而无法前

往社区时，会严重影响收集到的教育状况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社区无法有效地宣传让人

们沟通或参与数据收集过程的话，例如全国人口

普查或发展举措，也会影响数据。上述情况如果

在灾难发生前仍然存在，就可能会加剧人道主义

紧急情况的影响，就像尼泊尔的情况一样

（Halman，van de Fliert，Khan，& Shevellar，

2018；Robinson-Pant，2010；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2009）。如果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如学校的

损坏程度、学生和教师的伤亡情况以及对边缘化

群体的影响，尼泊尔政府只能在确定教育援助分

配额的灾后需求评估（PDNA）中提供未经核实的

估算数据。

地理挑战

尼泊尔的地理特征加剧了地震带来的影响，

在人道主义援助过程中阻碍了应急教育应援人员

收集相关信息。例如，喜马拉雅山脉容易发生地

震和滑坡，危险重重。坐落在不稳定山脉两侧的

学校摇摇欲坠，坐落在山谷中的学校则时时面临

滑坡的威胁。在 2015 年的地震中，社区同时遭

遇地震和滑坡灾害，导致教育基础设施被完全摧

毁的情况频繁发生（国家计划委员会，2016）。 

多个地区的交通线路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导致应急教育专员在进入这些地区时受到阻碍，

延误了到达偏远社区的时间。而且教育专员也无

法收集有关学校设施或其他教育资源破坏程度的

完整数据，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援助储备和分配带

来了巨大的物流压力。例如，机构间应急教育网

络（INEE）的 低教育标准中规定的参与责任就

包括由社区内部供应临时学习中心和儿童关怀中

心的建筑材料（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2010）。

然而由于偏远地区的数据匮乏，应急教育专员无

法确定是否能够从当地采购材料，还是需要运送

材料。从尼泊尔受灾社区的反馈来看，这是他们

不满意的一点，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距离较大居

民点或运输路线较近的社区获得了更为优渥的教

育援助，这也并非毫无根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

会国际联合会，2015；世界宣明会，2016）。虽

然救援人员无法改变其工作区的地理布局，但可

以努力为典型受灾区以外的地方提供资源，与当

地社区进行有效沟通。例如，了解当地的其他交

通路线，就有机会前往难以进入的地区并减少地

理障碍，从而收集数据并开展有效的教育援助活

动。

社会复杂性

除了人道主义救助环境的广泛发展与经济背

景以及地理局限之外，教育专员还面临诸多社会

挑战。就尼泊尔而言，应援人员遇到了一系列复

杂的社会条件，加剧了地震影响，阻碍了数据收

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一系列社会指数足以显示

其中的复杂程度。例如，尼泊尔农村地区的识字

率是城市地区的一半，分别为 42%和 84%（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2016）。 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全国有 126 个民族和种姓群体，使用的语言

有 123 种（中央统计局，2014）。此外，妇女的

传统社会地位在诸如教育和工作方面引发了显著

的性别差异（亚洲开发银行，2016；Banskota，

2011；Manandhar & Leslie，1994；Robinson-

Pant，2010；Subasi & Kehrberg，1998）。由

于这些社会特征的存在，在尼泊尔社会中一直被

边缘化的群体通常受到地震的影响更大（中央人

口学系，2016）。  

在尼泊尔，教育援助人员为环境影响评估活

动收集数据时的确受到了社会复杂性的影响。教

育人员要如何评估语言多元化社区的需求？如何

按照人道主义标准的要求确保社区有效参与教育

项目（人道主义核心标准联盟，2014；机构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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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教育网络，2010；全球项目，2011）？如果部

分社区由于社会或语言障碍无法表达他们的教育

需求，如学校重建、对受伤学生的心理社会支持，

或适合当地文化的教育资源的缺失，数据收集就

会不完整。基于不完整数据的决策有可能加剧不

平等，并导致不当和无效的教育应援。这些只是

援助人员面临的部分挑战。

或许答案就在于援助组织如何利用地方能力

中。主要援助组织（如救助儿童会、乐施会、国际

计划组织、世界宣明会）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发展部

门大多遍布多个国家，在当地开展教育项目。因

此，这些组织已经在当地建立了关系网、雇用当地

人员在教育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与当地了解

社区教育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当这

些社区受到人道主义灾难影响时，上述组织就可

以利用其多年来在开展教育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社

区信息。在尼泊尔，国际非政府组织被强制要求与

当地伙伴合作开展活动。尽管灾难的 初阶段未

作此要求，许多非政府组织仍然维持与当地合作

伙伴的关系，如妇女团体和达利特倡导组织，继续

依靠这些合作伙伴收集当地信息，全面了解当地

的教育状况。对于克服社会复杂性导致的教育援

助数据和信息收集障碍并有效实施战略使教育项

目满足社区要求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

结论

总的来说，尼泊尔的例子让我们有机会认识

到，地理和社会复杂性是教育援助人员工作环境

中的固有因素，阻碍他们收集准确和完整的数据

来指导其援助活动。但是尼泊尔的情况也表明，

我们可以实施一些战略来缓解这些挑战。当地和

本土信息是设计替代方案和达到预期的关键，还

可以借助援助组织通过教育发展活动在当地创建

的关系网的能力。毕竟，这些挑战和其他挑战在

当地社区的整个历史中可能一直存在，当地社区

也一直在其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建立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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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国

际开发署的教育危机应对项目针对为尼日利亚东

北部弱势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优质教育的过程中所

采用的各种数据和证据收集策略。本文探讨了该

收集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挑

战，并为改善未来类似冲突情况下的滚动评估提

出了方法论建议。 

 

关键词 

冲突教育 

反馈途径 

滚动评估 

混合法数据收集 

合作、学习和适应（CLA） 

流浪儿童 

尼日利亚 

 

引言 

一直以来，尼日利亚东北部就是一个边缘化

地区，贫困程度高、政府服务效率低且机构能力

薄弱。过去十年里饱受暴乱破坏，进一步加剧了

社会和经济困境。冲突对该地区本已脆弱不堪的

教育系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近 300 万年轻

人无法获得优质教育（人道主义应援，2018）。

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尼日利亚教育危机应对

（ECR）项目为适应如此动荡的环境作出了重大

努力。在 39个月的周期内（2014年 10月至 2018

年 1 月），ECR 项目采用了混合法来收集数据和

取证，改进设计以 大限度地提高效果。该项目

利用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在多个层级提供反

馈途径，让受冲突影响的东北部地区中 8 万多名

流离失所及失学的儿童和青少年（6 至 17 岁）获

得了教育机会（美国国际开发署，2018）。 

关注学习 

流动的工作环境要求 ECR 必须采用一种灵

活的实施模式。在变化不断的环境中，整个社区

居民都居无定所，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突然

袭击给许多教师和学生造成了创伤，几乎没有安

全的学习环境。 

ECR 强调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学习和适应，

开发一种混合法来收集和处理数据和信息，审查

进度，并基于集体输入数据作出决策（美国国际开

发署学习实验室，日期不详）。这种方法响应了受

益者的需求，通过本地所有权建立可持续性。此

外，该方法还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变革理论，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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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途径来解决公平和准入问题并培养当地行动

者作出明智决策的能力。 

反馈途径 

ECR项目在多个层级建立反馈途径来收集和

分析证据，然后根据需求更改实施方式，采用正

式和非正式策略来建立动态连续的反馈途径。 

正式反馈途径机制通过收集和交换结构化数

据和信息定期生成证据，比如学习评估、滚动评

估和每周进度报告。此外，ECR项目还召集了广

泛的利益攸关方参加工作计划会议和技术峰会。

例如，指导人员和教师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来审查

质保专员的报告。参与者讨论教师的表现，明确

教学技能上的差距，并针对特定领域对教师进行

再培训。 

而 ECR 项目的非正式反馈途径采用开放合

作式的讨论会（一般与利益相关方进行非结构化

对话）生成非正式的数据和证据。这种迭代学习

方法包括与社区联盟人员和教师进行非正式讨论，

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挑战。此外，工作人员和受

援方人员还会定期拜访传统领袖，以获取他们对

教育的支持并了解他们的看法，如此产生自发性

并真正地实现信息共享。非正式反馈途径已在

ECR 文化中根深蒂固—这是一个获取必要反馈

（没法经由正式数据收集获取）、分析反馈、利用

反馈做出明智决策的过程。 

ECR 通过各种反馈途径分析了入学和学习的

实施进程，为适应性管理提供了依据。第一年年

底解决了女孩入学率低的问题。在工作人员、地

方政府教育部门和社区成员参与的会议中，以证

据为基础集体讨论解决方案，引导参与者思考和

确定教育机会、设定目标、制定行动计划、分配

角色和安排后续会议以跟踪进度。在这一过程

中，ECR 项目也作出了一些改变，包括在社区

附近建立女子学习中心、培训教师使用性别敏感

教育方法、提供卫生用品和当地所需职业技能、

招聘更多的女教师、创建母亲俱乐部以促进女童

教育。该项目扩大后，我们在新的目标国家与利

益相关方也分享了这一经验，让他们能够利用类

似的反馈途径来确定各自区域的需求。至少部分

是源于这些改变，ECR 项目的女孩入学率从第

一年的 48%增加到第三年的 56%。 

成就 

ECR项目使用混合法取得了一些成绩。项目

工作人员和政府合作伙伴对采用反馈途径来解决

问题的做法表示赞赏，如果没有广泛和持续的参

与就无法缓解这些问题。此外，社区也为确定当

地问题的替代方案提供了帮助，例如更换虐童教

师解决体罚问题，呼吁当地政府教育部门提供财

政和实物支持。 

凭借协作取证的方法，ECR在社区站稳脚跟，

获得了利益攸关方的信任和合作承诺。该项目通

过基于需求的培训为 50 多个受援方提供指导，

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拥有的资产并发展成为自给

自足的组织。而社区有权确定优先事项、调动资

源、为社区内的儿童和青少年争取权益。项目取

得了积极成果，例如社区使用非项目资金额外建

立了 27 个学习中心，集中资金以解决安全问题，

培训社区成员在上课期间监控学习中心。    

实施三年后，ECR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包

括根据当地需求量身定制了教学主题和职业培训，

采用多层监测系统加大对教师的支持力度。在性

别平等方面，该项目建立的 1456 个学习中心中

有 33%专门为女孩提供服务，女性占中心注册总

人数的 55%。 

挑战和教训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ECR 项目在受冲

突影响的环境中开展高质量研究时也遇到了挑战。 

检测学习效果 

ECR项目在识字和数字能力上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是研究小组在检测社会情感学习（SEL）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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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时遇到了困难。项目一开始使用了一份修订版

的长处和困难问卷（SDQ）（Youthinmind 有限公

司，日期不详）。尽管长处和困难问卷简洁、便

于管理，但有如下问题： 

（1）问卷是为在普通教育中面临较低风险的

儿童开发的一种初步诊断工具，不适用于评估受

创伤和损失影响的儿童，也无法获取随时间变化

的情况。 

（2）来自学习者和教师的报告都存在问题。

学习者在自我报告有关不良行为的敏感调查问题

时，可能存在社会赞许的反应偏误。获得来自教

师的反馈比找学生的父母进行调查虽然相对容易

一些，但是教师和学习者认识的时间很短，对学

习者不熟悉，难以回答那些对熟悉程度要求高的

问题。 

（3）采用逆向评分问题会干扰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从而影响每份社会情感学习量表的结果。 

考虑到上述问题，ECR与国际救援委员会合

作，在项目实施的 后一年中共同分析和验证了

六种替代工具，有力地促进了在冲突环境中开展

的社会情感学习评测研究。 

正确实施滚动评估 

ECR 还记录了从其中一个重要的反馈途径-

社区教育和冲突评估（CECA）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美国国际开发署，2017）。社区教育和冲突评

估每六个月进行一次，旨在掌握社区内部的教育

性质和冲突变化情况，涉及脆弱性、准入和保护、

教学和学习、家长参与等主题。 

虽然在每个目标国进行的初步评估为活动设

计提供了有效信息，但 ECR 发现，要快速灵活

地进行有效的滚动评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

先，需要设计一种抽样方法，可以从每个社区/

州选取一份代表性样本并将这些需求与该工具所

需的大量资源（人力和财力）和技能相平衡。其

次，我们需要经专题小组讨论来确定分析定量和

定性（开放式）数据所需的分析能力和时间，权衡

一手和二手数据，尽管一手数据具有实时性和针

对性，但其成本更高、收集时间更长。此外，项

目启动时进行的初步评估主要是获取有关受教育

机会的关键数据，涵盖了不同主题，而不是快速

检查实施过程中教育与冲突之间的双向关系。例

如，视环境情况使用不同工具，可以根据社区类

型（城市/农村）或冲突的严重程度在一些地方使

用这类工具，在另一些地方使用其他工具。同样

地，如果将儿童往返学习中心的途中安全视为一

项实施挑战，那么研究性别差异或与此类风险相

关的具体细微差别的 有效方法就是采用更为灵

活的滚动评估。 

实施伙伴在进行滚动评估时还应考虑采用分

阶段的数据收集方法。虽然社区教育和冲突评估

设计中采用了并行聚合方法，即在同一时间段内

安排利益相关方访谈和讨论并进行协同分析。但

在未来迭代中使用顺序法可能更加有效，即先完

成定量数据收集然后进入定性阶段。尤其是当调

查结果中的目标群体经历或影响出现巨大偏差时，

或者当结果出乎意料或难以理解时，这种方法可

以深入探讨关键问题。 

回顾过去，ECR项目所采用的混合数据采集

法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灵活性和响应性。然而，

我们还可以应用更为灵活的滚动评估法，增强取

证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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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一种现场可行的监控

数据质量的方法：围绕调查员（数据收集员）表现

的核心能力设计的一套观察程序。我们认为，基于

证据的能力可用于调查员选择、培训、监测和持续

支持。 

关键词 

数据收集 

数据质量 

调查员培训 

引言 

在冲突、受危机影响和紧急情况下开展研究

充满了挑战：环境高度不可预测，需要研究人员

（其中许多人可能不熟悉数据收集程序）掌控复杂

的决策，而安全限制往往会妨碍主导的研究人员

进行密切的监控和监督（Pennell＆Cibelli Hibben，

2016）。因此，得到的数据可能包含大量质量问

题；数据错误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来识别、验证和

修复，而且它们也会使整个数据集的完整性存疑。

好的情况是，收集数据无效只是错失了在紧急

情况下为受益人提供严格证据的机会；而 坏的

情况是，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结论可能会误导政策

和实践。在本文中，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使用现场可

行的观察程序来提高数据质量，该程序侧重于调

查员质量的核心能力。有具备这些核心能力的证

据，才有培训、监测和持续支持的基础。 

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通常被定义为可以按照预期的方式

确信地使用的数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重

点放在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的特征上，或者数

据完全且精确地表示预期构想的程度上。传统的

方式是，数据质量在收集后通过计算无应答和缺

失数据的比率来评估（Koch，Blom，Stoop，＆

Kappelhof，2009）。虽然这些品质很重要，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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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几乎没有告诉我们数据的准确性，也几乎没有

告诉我们数据的有效性。例如，无应答是调查员、

答复者和背景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尚不清

楚如何将其中一种影响与其他影响区分开来。同

样地，无应答模式不提供诊断信息说明哪些行为、

技能或实践导致应答率的变化。 后，参与者合作

虽然肯定是数据收集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但几乎没有告诉我们由此产生的数据质量到底如

何。 

为了填补这一重要的知识差距，我们必须更

多地了解衡量标准的管理过程，重点关注调查员

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与应答率的事后计算不同，

普查员质量的现场观察是一种主动的数据质量监

测方法，为调查员表现提供即时和可行的证据。观

察数据可用于监测之外，通过培训、修复弱技能

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并为调查员选择提供证据基

础。 

调查员质量 

人们普遍认为，雇佣且经培训来收集研究数

据的人可能会对数据质量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Groves，2004），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但我们

几乎没有任何循证实践来指导招聘、培训和监督

这些关键人员。关于调查员影响的以往研究主要

限于可观察到的特征，如性别和种族，尽管有多种

证据表明他们对受访者有影响（Groves，2004）。

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标准化衡量标准来建立以

调查员表现的高质量技能和特征为中心的证据基

础。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调查员品质的核心能

力，或我们希望调查员能够在现场表现出的核心

知识和技能。鉴于关于调查员质量的文献都很新，

这些核心技能的识别可能是文献中确定的以及实

地观察中的混合物。例如，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基

础证明与受访者建立融洽关系是调查员表现的核

心竞争力，从而产生更准确和完整的数据（Bell，

Fahmy，＆Gordon，2014）。在我们的实地观察中，

我们发现利用响应量表（即确保受访者理解响应

量表，并正确引出并对参与者的响应进行正确的

量表评分）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在各调查员之间

的差异很大，对由此产生的数据质量的影响也存

在很大差异（Brown＆Ngoga，编制中）。 

现场观察：3EA 案例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详细介绍了使用统一的调查

员能力框架，将调查员招聘、培训和监控进行系统

化以提高数据质量的各种机会。我们从文献和我

们使用调查员观察程序的经验中进行提取，作为

“3EA：紧急情况下的教育、行动证据”研究的一

部分，其中涉及在尼日尔 Diffa 的随机现场试验

（Brown，Kim，＆Yagoda，2018）
1
。 

结构化培训 

虽然已经证明培训可以提高调查员的表现

（Billiet＆Loosveldt，1988），但至于哪些核心

技能和能力应该成为他们培训的目标，很少有资

源可对其进行操作化定义。引入基于概念的观察

程序，不仅提供了一套基于研究的核心能力来锚

定调查员培训，而且还规定了每种实践的质量范

围。换句话说，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展示它进行

每种实践的样子（例如，建立良好的关系——不

良、充分和优异）。核心能力应该为调查员培训奠

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具体的衡量标准信息。 

培养监督员能力 

危机背景很少符合强大的研究传统（Pennell

＆Cibelli Hibben，2016）。根据标准化的调查员

实践建立一个结构化的监督流程，为培养数据管

理能力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根据我们的经验，监督

员在培训期间可以被识别出，他们是具有较高的

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对衡量标准有强烈概念和技术

把握的人员。随后对他们进行训练，以实现观察程

序的可靠性。 

监督员的主要作用是在数据收集波开始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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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密集监控，此时会发生大量错误。如果数据收集

期很长（即超过三周），监督员也可以充当预备工

作人员，以缓冲调查员缩减和随后的数据收集延

迟。 

现场监控 

对调查员进行直接观察为现场监测和监督现

状提供了几个重要但又截然不同的补充。首先，它

确保在测量管理期间密切且频繁地监测调查员。

一个人知道他将被观察以确保高质量的表现，这

可 以 提 高 他 遵 守 程 序 的 可 能 性 （ Lied ＆

Kazandjian，1998）。其次，密切监控可以防止高

风险错误——例如，如果调查员没有正确遵守同

意程序，我们的监督程序允许立即进行干预。 

后，在研究人员无法亲自到场的情况下，对

调查员的日常观察所产生的数据提供了数据收集

状态的直接且可操作的信息（Koch 等，2009）。

这种信息可用于快速有效地描述数据收集的状态。

例如，在 3EA 中，日常观察得分按能力进行汇总

并每周报告。图 1 显示了数据收集的第一周中调

查员在使用响应量表的能力方面的表现。 

 

 

 

 

 

 

进行中的修正和专业发展 

与传统的监测措施不同，调查员观察可在诊

断上用于为正在进行的调查员能力建设提供信息。

在 3EA 中，修正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之一发生：首

先，现场监督员使用从观察中收集的数据，在一对

一汇报中向调查员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在这些交

流中，观察程序好比监督员的看台，将他们的关注

焦点缩小在一系列有限的从概念和实际上均重要

的能力上，而不是测量管理的无关方面或表面；同

时，质量范围确保监督员可提供有针对性的具体

反馈以进行改进。其次，各调查员的观察数据得以

汇总，以诊断和修复常见错误和模式，这些错误和

模式每周在全组会议中处理。汇总信息也用于诊

断，以改善随后的调查员培训
2
。 

提高调查员表现的研究 

收集的关于每位调查员个人表现的信息继续

增加数据波本身以外的价值：招聘和人口统计数

据可以与观察数据结合使用，以生成证据，证明哪

些倾向、技能和行为可预示优质的调查员表现。此

类信息可以改进后续选择标准并集中招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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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使用响应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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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3EA 中，我们发现没有相当于学士学位

文凭的学生，相对于同辈而言表现不佳，根据这样

的信息我们增加了 低教育要求。随着这些规程

的更广泛使用，该领域可以生成一个知识库，说明

在各种背景和/或测量管理的情况下，哪些品质特

征预示良好表现。这些知识可用于有针对性的招

聘或差异化培训，这可以大大提高所收集数据的

有效性以及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的后续结论。 

结论 

由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严谨研究极少，因

此在这些环境下收集的数据必须尽可能地准确，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须

尽可能准确。缺乏一个标准化的观察工具来监测

和改进调查员质量（以及 终的数据质量）使得该

领域无法相互学习如何实现这一承诺。   

 

尾注 

 1.   数据收集协议包括社会情感能力的儿童报

告测量，测量管理期间儿童行为的调查员报告，

以及执行功能、数学和识字技能的直接表现评

估。 

2.  国际救援委员会在 3EA 中在当地雇用了调查

员和监督员。监督员根据工作职责有不同的职称

和更高的薪酬等级。调查员数据形成性地使用，

但调查员的薪酬并未根据监督员观察的结果而有

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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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难童参与式研究 

 杰西卡·奥迪（Jessica Oddy），英国救助儿童会研究与学习顾问（应急教育） 

 
j.oddy@savethechildren.org.uk 

摘要 

本文以救助儿童会 近在乌干达开展的加速

教育规划（AEP）与加速教育规划后教育机会转变

的研究为例，论述了在人道主义教育研究中运用

儿童参与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关键词 

儿童参与 

乌干达 

参与式研究方法 

加速教育 

 

 

引言 

2018 年，救助儿童会（SC）进行了一项定

性研究，以探讨难民儿童、父母、教师和教育利

益相关者眼中影响乌干达三个难民收容所中加速

教育规划（AEP）周期与实施 AEP 后教育机会

转变的促进和干扰因素。AEP 一般会精简小学课

程，旨在帮助错过受教育机会的大龄儿童在短时

间内跟上学习进度（加速教育工作组，2017）。 

采用参与性研究方法进行这项研究是救助儿

童会国家办事处的首选。在 2016 年的世界人道

主义峰会上，救助儿童会致力于促进与儿童和青

少年的有意义接触，作为人道主义防备和应对的

必备内容（救助儿童会，2016）。倾听儿童的声

音有助于对受影响人口负责（AAP）。AAP 是 

“人道主义行动者和组织负责任地使用权力的积

极承诺，为寻求援助的人口考虑、解释、担责”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8）。儿童参与式研究

方法不仅可以获取流离失所者的教育经验，而且

让儿童可以参与并在影响其生活、福利、尊严和

保护的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研究背景 

2016 年和 2017 年期间，乌干达受到来自南

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和布隆迪武装冲

突的影响（联合国难民署，2018）。乌干达目前

有 110 多万难民，是非洲 大的难民收容国，其

中至少 61%的难民是 18 岁以下的儿童（乌干达

教育和体育部，2018）。由于长期流离失所，许

多儿童在抵达乌干达之前已经错过了接受小学教

育的机会，此外由于教室不足以及社会经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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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入读小学困难，尤其是对于大龄儿童而言。

自 2017 年以来，救助儿童会资助了 2984 名男

孩和女孩进入 AEP 中心学习（Oddy，2019）。 

问题描述 

应当鼓励受突发事件影响的儿童参与识别并

分析他们的处境和前景，但是人道主义应援还没

有转变其模式，将儿童置于人道主义规划周期的

核心位置（O’Kane，2013）。这一转变很重

要，因为儿童的参与可以 小化风险和伦理挑

战，增强道德和方法的精确性，承认儿童作为活

跃参考者的作用（Groundwater-Smith, Dockett 

&Bottrell，2015）。据 Boyden（2018）称，“孩

子们通常能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所处的

困境，他们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必须做出的艰

难决定，他们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救助儿童

会在乌干达开展研究时，尽管有几个机构实施了

AEP，但事先并没有咨询过孩子的想法、经历以

及对于实施 AEP 期间或实施 AEP 后转变的看

法。   

研究方法 

一百四十五名 10-18 岁的女孩和男孩参加了

在瑞诺、鲁瓦万贾和阿朱马尼安置点举办的研讨

会（10-14 岁的有 74 名和 15-18 岁的有 71

名）。其中 36%（n=53）属于孤身和失散儿童

（UASC），这体现了 AEP 规划的目标，即帮

助 边缘化的学习者。这些儿童来自乌干达、卢

旺达、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大多数来自南苏丹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 

设计这项研究时已确定救助儿童会工作人员

负责数据计数。这要求研究方法需要关注利益冲

突可能导致的权力动态和偏差，但研究团队也考

虑了关系结构的重要性。关系结构是指研究人员

相对于数据收集群体的立场或定位

（Groundwater -Smith 等，2015）。让儿童参

与研究时，信任、融洽关系和社会文化能力是关

键（Coghlan& Brydon-Miller，2014 年）。 

此外，儿童参与研究时，必须为参与式行动

研究技能培训提供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以此确保

工作人员具备相应的技能、知识和信心，充分了

解同意内容，了解发生儿童保护事件时的风险和

咨询机制。因此，为本研究制定的为期四天的研

究培训课程旨在确保工作人员有能力和信心根据

不同的现实背景、参与者需求和情况复制和调整

培训。该培训课程旨在帮助成人倾听、理解和根

据儿童和年轻人的观点、经验和信息采取行动。

工作人员还协助设计研究工具，确保研究工具具

有文化适宜性、有效性和相关性（Tuhiwei 

Smith，1998）。 

结合滚雪球抽样法（通过个人认可确定潜在

的研究参与者、研究介绍、研究目标和研究人

员）和交叉参考入学率数据是首选方法。想要研

究名单和相应的抽样范围不详的隐藏群体时，滚

雪球抽样法是公认的唯一可行方法

（Faugier&amp;Sargeant，1997，第 794

页）。考虑到这种方法会导致偏差，研究培训的

整个过程中大力强调选择和把关偏差，工作人员

与学校工作人员进行交叉检查，以确保不同的学

校人群能参与到研究中。此外，工作人员与教

师、家庭和儿童广泛接触，强调参与研究是自愿

的，无年龄限制的，并获得了所有儿童及其父母

/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但是要确保所有群体都参与研究仍然有一些

限制。例如，由于各个定居点使用不同的学生登

记形式，因此没有获得现有的残疾儿童数据。虽

然采访教师后发现，AEP 中心仅收纳了少量（至

少 3%）残疾儿童，但要确保残疾儿童参与研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据收集工具大量借鉴了联合国难民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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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和学习：儿童和青少年的参与式评估”，

促进与适龄、包容和想要提升自我价值感的儿童

展开讨论（Skeels，2012）。这些儿童按性别开

展研讨会，并进一步分为两个年龄组（10-14 岁

组和 15-18 岁组）。每个小组都参加了互动式结

构化活动（包括木偶表演、角色扮演），并留有

一定时间建议由儿童提出解决方案以及结对讨

论。 

研究发现 

儿童研讨会的研究发现让救助儿童会的研究

小组对定居点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经历有了

全面的了解，部分得益于所采用的参与式研究方

法。虽然我们进行的是结构化的研讨会，但是采

用了不具压迫性的方法来让儿童在研究过程中有

更多的自主性和控制权，并结合了让儿童感到更

为舒适的交流方式。其中一项重要发现是，所有

参与该研究的儿童都表示他们参加了 AEP 项目

后就不想再回归正规的小学系统了（Oddy，

2019）。全部女孩都想继续上中学，但是她们在

继续接受教育方面面临诸多挑战（Oddy，

2019）。研究结果不存在种族隔离，所以从研究

发现中能详细了解不同群体的儿童在 AEP 中的

经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虽然应急教育研究

大都考虑了性别问题，但现在该研究仍处于起步

阶段，尚未仔细斟酌“交叉性”政治，即种族、阶

级、性别、年龄、残疾和其他类别的相互作用方

式以及相互作用对权力关系的影响（Hill & 

Bilge，2016）。很少有文献提及女孩、男孩、

能力状况与儿童生活之地之间的细微差别，也很

少有人全面研究儿童机构提供的教育机会、面临

的限制和存在的复杂性。可以说，这反映了难民

研究的总体情况，不同个体被归入“难民儿童”一

类，并且“倾向于用本质主义的方式和二元逻辑

来指称难民，例如受害者/幸存者”（ Doná，

2007，第 221 页）。 

2019 年，救助儿童会将研究编制一份适合

儿童的报告， 好由参与研究的儿童和家庭编制

和共享。如果人道主义行动者全心致力于对受影

响人口负责（AAP），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人

道主义行动者和组织负责任地使用权力的积极承

诺，为寻求援助的人口考虑、解释、担责（机构

间常设委员会，2018）。 

研究结论 

如果实践者要确保其针对儿童的干预措施适

得其所，那么就可以并且应该在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时进行儿童参与式研究。虽然参与式研究可能

耗时更长，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参与机会

将有助于改善儿童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对自己的

生活及生活方式具备专业知识的积极参与者

（Groundwater-Smith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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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讨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危

机和冲突中的教育小组、代表团和执行伙伴开发

的一个创新分析框架 -快速教育与风险分析

（RERA）在南苏丹的应用情况。并进一步研究了

RERA 是如何提供冲突对学校和社区的影响以及

教育部门处理持续冲突相关风险的详细数据从而

形成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教育策略的。 

关键词 

冲突 

教育质量 

快速教育与风险分析（RERA） 

南苏丹 

学生学习 

引言 

自 2013 年南苏丹爆发武装冲突以来，该国教

育部门一直面临重大挑战。过去五年的战争对教

育部门的破坏尤为严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

调厅（2017）、教育小组（2017）、世界银行（2012）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发布的报告称，学

校遭到破坏或被战斗人员占领，国内流离失所人

员、教师和学生被杀害。上学的孩子们遭受性暴力

或被招募到武装组织中，父母对送子女特别是女

孩上学仍然心有余悸。对教育机构的攻击使南苏

丹成为世界上辍学率 高的国家之一，据估计该

国的失学儿童和青少年达到 220 万。 

快速教育与风险分析（RERA1）：三角冲突、风

险和教育 

RERA 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发的一种创新方

法，旨在了解冲突的驱动因素、社区层面的动态和

环境风险（如政治、社会、经济）如何与教育部门

相互作用并对其产生影响。RERA 整合了三个分

析框架的关键要素：冲突、减少灾害风险和恢复

力，并采用快速的自适应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来

促进实时计划决策。  

因此，南苏丹实施 RERA 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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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与多个利益相关者协商，深入了解

冲突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  

• 通过研究教育与其他行业的联系并帮

助制定风险缓解策略，识别与接受教育相关的

风险； 

• 通过广泛咨询国家和社区级的人员，更

好地了解他们对于教育如何减轻冲突影响的

看法。 

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咨询组指导下，

我们于 2017 年与国际管理系统（MSI）组织合作

在南苏丹实施 RERA。鉴于南苏丹冲突程度高，

我们进一步调整了 RERA，数据收集方法以机构

间应急教育网络（INEE）的 低教育标准（INEE，

2010 年）为基础，包括：1）学习机会和学习环

境，2）教学和学习，3）教师和其他教育人员，

4）教育政策，以及 5）协调。 

MSI 采用混合法，在 5 个州的 27 个社区点收

集了近 1000 名受访者的看法，包括琼莱州、上尼

罗河州、联合州、西赤道州和中赤道州。定量活动

包括对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进行数学和阅读评估，

记录入学情况的二级数据和学习场所的其他重要

教育统计数据，以及与社区受访者就教育机会、设

施和质量等主题进行调查。定性活动包括采访宗

教和传统领袖、青年和妇女团体领袖、社区成员、

儿童、教师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如教育部官员、

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人员和捐助代表等。 

高冲突环境下的数据收集问题 

在数据收集规划和活动中，根据与各受访者

交流所需的语言技能以及考虑到性别平衡，我们

招募了当地研究团队成员。此外，当地成员在南苏

丹的评估工作经验丰富，这有助于他们为在冲突

环境中收集数据作好充分准备。 

MSI 的首要任务是在整个评估过程中确保团

队的安全。数据收集团队曾遇到两次安全事件，影

响了他们的数据收集能力。一次是与国际非政府

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博尔的社区组织合作的赤道

人受到博尔社区青年协会的威胁， 终由国家当

局出面干预解决。另一次是由于本提乌紧张局势

加剧，先推迟后 终取消了数据收集活动。这些问

题显示了 RERA 方法固有的适应性管理实践，以

及在冲突环境中收集数据的安全挑战。 

使用 RERA 数据进行行动和影响 

来自 RERA 的数据改变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

传统规则，有力地支持了开发署当前对教育采用

的综合基本服务方法的发展。这种方法将人道主

义和发展援助联系起来，使用一种对冲突敏感的

镜头，增强社区韧性，支持南苏丹儿童和青少年的

恢复途径。RERA 发现，冲突加剧了 有可能辍

学群体所面临的挑战：孤儿、失散儿童、女孩和牧

童。冲突导致学校关闭，进一步减少了可就读学校

的数量。正如一位社区领袖所指出的： 

由于战争频发，教育总是被中断。孩子们总是

为生计奔波，然后又开始学习。当孩子[们]听到枪

声，[他们]感到很困惑，甚至从思想上都还没有准

备好学习。孩子们一听到枪声就怕，没法上课（个

人访谈，2017 年 6 月）。 

RERA 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平民保护 2

（POC）场所 和某些周边社区中，种族身份对入

学机会几乎没有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是由

单一种族构成的）。RERA 团队采访的一位校长

解释说，“学校就像医院，没有部落之分。它接受

所有人，只想着把知识传授给每个孩子[未来一代]

（专题小组讨论，201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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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RA 数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对

南苏丹的资助规划，包括教育机会、优质教育服务

供应、服务规模和国家/地方政策。例如，实施

RERA 之前，应急教育项目主要是向儿童和青少

年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和儿童保护服务，以及监测

“教育攻击” 3 。根据 RERA 流程及其结果数据，

美国国际开发署/南苏丹作出增加以保护为导向

的活动深度和水平的决策，提升了儿童和青少年

安全学习空间的重要性。RERA 数据还指出，有

必要对“教育攻击”的趋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确

保及时对攻击作出反应、追究作恶者的责任以及

预防未来攻击。因此在当下的综合性基本应急教

育项目中，美国国际开发署/南苏丹增加了旨在预

防性别暴力的活动，加强了教育和卫生项目之间

的联系，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所有儿童”的需求。该

项目现在还侧重与多个部委就关键立法进行战略

和有效合作，如《教育法》和《安全学校宣言》，

以支持教育恢复并帮助社区和机构建立韧性。 

RERA 这类实践强调社区的重要作用，督促

人道主义部门从新角度思考如何帮助儿童接受优

质教育，包括 贫穷 脆弱地区的儿童。在南苏丹

开展 RREA 研究时广泛咨询了社区成员，超越了

从学生、教师和家长处收集数据的传统需求评估。

在冲突地区实施教育项目必须考虑多方群体的看

法，包括与学校没有直接联系的群体。RERA 方

法灵活，倾听传统和宗教领袖以及妇女和青少年

代表的心声。因此，我们得以直接挖掘社区的价值

观，更好地了解当地机构拥护什么，更重要的是它

们为什么反对为女孩、男孩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机

会。 

尾注 

1.  RERA 是 一 个 开 源 工 具 ， 获 取 地 址

http://eccnetwork.net/resources/rapid 

education risk analysis/。 

2. 平民保护（POC）所是指发生战争时平民在联

合国现有基地寻求保护和庇护。在联合国南苏

丹特派团（UNMISS）的基地上创建如此大规

模的平民保护所在联合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

的。例如，在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1 月

期间，超过 12000 名平民 12 次寻求 UNMISS

基地庇护。更多信息详见联合国维和网站： 

https://peaceeving.un.org/en/protection-of-

commences-truction。 

3. 据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全球联盟（GCPEA）称，

“教育攻击是出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宗

派、种族、宗教或犯罪原因针对学生、教育者

和教育机构的故意威胁或动用武力行为 ”

（GCPEA，日期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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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证据的社区驱动应急教育质量改进实践：共同改善学习环境（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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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个创新的工具 ILET（共同改善

学习环境），它通过一个数据支持和社区驱动流程

来评估和共同改善应急教育质量。ILET 工具包由

指导文档、模板、数据收集工具和网络数据管理平

台组成，可供公众使用。 

关键词 

应急教育 

教育质量 

儿童参与 

社区参与 

线下移动数据采集 

实时分析 

 

引言 

突发事件中的共同改善学习环境（ILET）1 是

一个创新的一揽子计划，通过社区参与和评估来

改善人道主义援助下的学习环境。ILET 实施以数

据驱动和参与程序为基础的学校或临时学习空间

（TLS）改善计划，帮助社区提高学习环境的质量。

ILET 采用五步引导流程，提供一套易于使用的数

据收集工具、实时分析和基于网络平台与离线数

据收集移动应用程序的数据可视化。迄今为止，

ILET 已在叙利亚和乌干达（2017-2018 年）建立

了试点，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尼日尔、马里、刚果

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黎巴嫩实施。 

本文描述了 ILET 所应对的主要问题，然后介绍了

以社区为有效数据收集和分析核心的 ILET 如何

在应急教育（EiE）中建立证据，以共同改善学习

环境。本文还探讨了方法、数据质量以及使用 ILET

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问题分析 

ILET 解决了应急教育质量评估方面的差距、

现有人道主义教育介入范围过于狭窄、很少有儿

童和社区参与循证计划及改善突发事件中的学习

环境等难题。ILET 具体对以下问题做出了回应，

缺乏严谨的需求评估和实施计划、实时数据质量

差、缺乏突发事件素质教育的基准数据以及对评

估数据分析不足（Nicolai 等，2016）。上述应急

教育质量数据所存在的问题限制了人道主义教育

的介入范围，重点关注输出规划和量化成果（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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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数量、培训教师数量等），不会关注改善学习环

境的关键领域。除了上述数据方面的问题，还缺乏

系统和透明的机制来与社区和当地教育部门分享

评估结果，由于不清楚儿童和社区的需求，动员儿

童和社区也困难重重。 

应对问题：建立证据和民主化来改善学习环境质

量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ILET 通过量化优质教育

和民主化来改善学习环境。ILET 实施救助儿童会

的优质学习框架（QLF）来量化优质教育（救助儿

童会，2017），如图 1 所示。ILET 从整体角度、

以儿童为中心和以儿童权利为基础来定义优质教

育，将理论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具体的和可量化

的问题。ILET的前两个步骤注重方案设计和培训。

第三步是采用网络数据管理平台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自动分析，并将其转换为便于学校或临时学

习空间理解的可视化结果卡片。第四步是在学校

社区共享、讨论、验证并使用结果卡片来完成第五

步，即动员社区改善学习环境。 

 
 

 

评估学习环境 

评估学习环境质量的五种数据收集工具如

下： 

1. 学校清单和班主任问卷 

图 1 救助儿童会的优质学习框架（QLF），2017 

 

量化社区驱动的应急学习环境质量：评估、三角

测量、加权和评分 

为了实施优质学习框架，ILET将学习框架的

五项基础内容划分为四个层级：组件、子组件、

问题分类和问题（见图 2）。为了让更多的社区参

与进来，我们向学校社区的多个群体提问。 

 

 

 

 

2. 教师问卷 

3. 学生参与工具 

4. 课堂观察工具 

图 2 ILET 将 QLF 分为五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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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长问卷 

问卷主要由评分的封闭式问题组成，还有一

些作解释用途的不评分的开放式跟进问题。问卷

和清单围绕 QLF 展开，根据机构间应急教育网

络（INEE）的 低教育标准核对内容：准备、

响应、恢复（2010）。 

为了满足应急教育响应的不同需求和数据来

源，ILET 提供了根据全面性、长度和资源需求

区分的各版数据收集工具（见救助儿童会中的分

步指南，2018）。 

三角测量和评分方法 

救助儿童会从多个来源收集数据来获得三角

测量的信息，从而提高数据质量。这意味着视其

相关性，同样的问题可以包含在所有五个数据收

集工具中。例如，我们可以询问教师、家长和学

生在学习当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但是考虑到家

长、教师和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对学校与课堂的不

同参与度，每个信息源都会根据以下两个影响因

素为每个问题加权： 

1.客观性：调查对象的身份，其生活经历与

问题的相关性（判断回答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

偏见）； 

2.完整性：调查对象提供了多少信息量。 

数据输入到网络数据管理平台（救助儿童会，未

注明日期）后，根据分配的权重、三角化测量与

其他工具的相应答案取平均值，自动计算出每个

工具中所有问题的分数，然后将分数汇总获得框

架的第四层问题类别的分数，接着是第三层的分

数，以此类推，直到学校获得五个基础部分（即

第一层）的分数。 

平台计算完分数后，会将计算结果转换成一

种易读格式与社区分享。数据管理平台为每个学

校或临时学习空间生成一张简单的学校调查结果

卡，按五个层级对总分进行分类，包括评论框、

反馈环节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同信息源的比

较表以及下一步行动的建议。为了丰富分析过

程，数据管理平台还允许用户在查看结果仪表板

时进行比较，例如，按问卷、一类问卷内的抽样

组、学校或时间比较。 

采取评价者间信度和各级效度练习等措施和

统计检验来检测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有关检验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 ILET 数据管理手册

（Bashir，2018）。 

改善学习环境 

如前所述，数据收集和分析步骤主要生成便

于各个学校或临时学习空间理解的直观结果卡

（见图 3）。然后在反馈会上社区成员使用这些

卡片追究相关责任、加强透明度、验证调查结

果，并为 后一步建立一个平台：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和实施循证学校改进计划（SIP）。在叙利

亚和乌干达，分别实施学校改进计划两个月和三

个月后进行的第二轮数据收集结果表明，QLF 所

有基础部分的分数都有所提高。  

图 3 学校研究结果卡快照 

 
根据两个试点国家的经验（Bali，2019），

学校社区成员，包括教师、家长、儿童以及当

地、国内和国际机构的应急教育专家，都重视

ILET 流程。确切地说，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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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们都表达了对这样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的

需求，以助力他们定义和探讨优质教育，利用强

大的循证流程调动当地资源，有效利用数据来改

善他们的学习空间。 

两个试点国家的事实证据表明，在社区范围

内分享调查结果可以展开公开透明的讨论。例如

在乌干达，孩子们根据调查结果卡片提出了关于

救助儿童会延迟提供学习材料的问题。调查结果

卡片还开启了与区教委和联合国难民署

（UNHCR）之间的平行对话，因为综合质素教

育评估提供了各界人士所关注的学校的全面意

见。讨论以收集到的儿童和社区观点数据为基

础，会得到更多的承诺和更明确的责任分工。例

如针对 QLF 第二个基础部分（人身保护）发现

的重大问题，区教委和联合国难民署提供了钻

井、厕所和家具。 

限制条件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ILET 依靠定量数据来评估学习环境质量，因

此需注意的是，该工具无法对特定学校或临时学

习空间的教育质量作出详细描述或分析，而是通

过自动化的可视快照（即学校调查结果卡）概述所

评估的学习环境情况。此外，在第四步的反馈和讨

论环节来验证收集到的数据并促成讨论，从而获

取定性数据。 

虽然 ILET 以参与式方法为基础，旨在使学

校社区能够采取循证决策和行动来改善其学习环

境，但无论是本地还是国际支持机构在这一过程

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促成关键决策。此外，这

些机构全权控制了大多数技术和数据，它们会左

右信息共享和 终的学校改进计划。因此，使用

ILET 时需考虑权力动态。 

评估疲劳是在评估过程中将社区纳入应急

环境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但是将调查结果与社

区共享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也是 ILET 的一大特色。

这一方式深受叙利亚和乌干达社区欢迎；在反馈

会上，社区成员告诉项目工作人员他们不相信这

些工作人员还会再回来。 

在乌干达（Bali，2019）采访后发现，在救

助儿童会提供援助前，教师已经在自发组织和倡

导儿童权利。因此 ILET 具有巨大价值，可以生成

数据和证据来支持社区的需求，并将社区的现有

工作纳入权利话语框架中。 

尾注 

1.该软件包可供下载和公众使用。参见救助儿童

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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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据为基础的规划：将基线调查结果纳入即时方案干预措施来减少洪都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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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确保教育

项目在洪都拉斯 66 所学校开展了校园安全研究，

其结果为学校官员、家长和教师提供了一次独一

无二的机会，可制定出减少校园内及其周边暴力

的即时政策和做法。本文提供了洪都拉斯学校的

实例，其中的学校社区制定了即时的、具有成本效

益的政策和做法，以减少校园暴力，这些政策和做

法都是在了解调查结果后的几个月内制定。 

关键词 

校园暴力预防 

调查 

安全学习环境 

洪都拉斯 

研究—实践鸿沟 

 

引言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确保教育 1 

(Asegurando) 项目在洪都拉斯 66 所公立学校开

展了关于校园暴力（SBV）的校园安全研究，研究

结果是一个罕见的案例，其基线调查的结果直接

为减少暴力的实践和决策提供了依据。将研究成

果与实践联系起来仍然具有挑战性，原因有很多，

其中包括主要教育利益相关方无法获得调查结果。

戈尔和吉特林在其 2004 年的文章中提到了科学

教育中的“研究与实践鸿沟”。然而，这种鸿沟也是

教育行业其他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学校安全

领域。在学校层面利用这些研究结果，为学校官

员、家长和教师制定即时政策和做法减少校园内

及其周边暴力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是

世界上杀人率 高且其他形式暴力（如性侵犯和

勒索）高发的国家之一，促进学校安全既是一项挑

战，也是一项亟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本文提供了洪都拉斯学校的实例，其中学校

社区制定了即时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和做法，

以减少校园暴力，这些政策和做法都是在了解调

查结果后的几个月内制定。本项目还与国家当局

（如教育部和安全部）分享其调查结果。我们相信

这些调查结果将促进教育和安全部门之间更强有

力的合作，以及更智能的资源分配，以推动更安全

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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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该调查于 2018 年 4 月和 5 月进行，向洪都

拉斯 5 个城市 66 所学校的 7000 名教育工作者、

校长以及 4~9 年级的学生询问他们对安全和校园

暴力事件类型和强度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导致校

园暴力的外部因素（如武器和毒品）的了解。 

从 2018 年 8 月开始，也就是调查完成仅三

个月后，Asegurando 团队开始向学校社区展示调

查结果。 

从全国来看，24％的洪都拉斯学生经历过同

龄人的某种身体攻击。只有超过 46％的人经历过

某种类型的情绪攻击，而 36％的人报告说，在过

去 30 天内，他们感到悲伤、绝望，并且认为生活

毫无意义。 

当学校社区了解到各个学校的调查结果时，

他们通常制定出预防措施。以下就是具体实例，说

明校园安全数据如何转化为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

续性的实践以促进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身体和言语攻击以及自残 

特拉市（Tela）一所小学的家长和老师了解到，

在过去的 30 天内，60％的男孩和 33％的女孩曾

是口头攻击的受害者，40％的男孩和 24％的女孩

被掌击或拳打。此外，47％的男孩和 24％的女孩

有过某种形式的自残，而 47％的男孩和 29％的女

孩感到生命无意义。 

校长表示，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她说：

“学生通常不会与教师分享自杀或身体暴力事件

的想法”（私下沟通，2018 年 10 月 9 日）。在

Asegurando 的大学研究员的支持下，学校委员会

和教师于 2018 年 10 月进行了该校的第一次反霸

凌研讨会。当月晚些时候，学校社区开展了学校推

动的反霸凌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反霸凌电影，紧接

着是以探究霸凌原因并提供解决方案为目标的讨

论小组。 

在位于桥洛马（Choloma）的一所小学，据报

告 23％的儿童在该调查之前的 30 天内曾是身体

攻击的受害者。据报告 52％的儿童遭到侮辱，近

44％的儿童的个人物品被盗、藏匿或被损坏。对

于少数种族学生来说，调查结果要差得多。唯一的

Lenca 族成员报告说在某些时候遭受身体和情感

的伤害。残疾学生称一直遭受情感欺凌，且其中一

半在过去 30 天内遭受身体攻击。 

由于这些调查结果，教师将反霸凌信息纳入

了学校现有俱乐部的艺术和体育活动中。他们邀

请其他学校班次的学生反霸凌冠军参加俱乐部，

促进团队合作、宽容和社会包容。教师还邀请

Ciudad Mujer（妇女城，一个妇女保护组织）与学

生举行会谈，以提高他们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歧

视的认识。自从采取这些行动以来，教学人员发现

霸凌行为减少了。 

高度的不安全感 

调查发现，在所有五个城市中，洗手间是学生

经历 严重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的地方。在桥洛

马（Choloma）的另一所小学，大约 77％的女孩

表示去洗手间时有不安全感。作为回应，来自学校

社区委员会的家长与学校官员合作，改变了洗手

间监控政策和做法，以确保洗手间始终处于锁定

状态，并且由成人管理钥匙（课间由家长志愿者保

管，课堂期间由保安人员保管）。对这些单个单元

设施的控制的改进以及更好的钥匙管理和问责制，

确保了目前一次只有一个学生能进入。 

当得知在圣佩德罗苏拉的一所学校里，87％

的男孩和 74％的女孩感到去洗手间不安全时，老

师们无法相信这些比例的准确性。“听到这些事件

中的一些事情，我们感到震惊”，一名五年级老师

说。但是一些学生证实了调查结果。“我们将采取

行动与管理部门和家长一起减少这些情况”，老师

说（私下沟通，2018 年 8 月 27 日）。事实上，

教师增加了洗手间监控，并开始让学生结对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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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间。“我感觉好多了，因为老师们明白洗手间里

会发生什么......结对去洗手间会有所帮助，”学生

说道（私下沟通，2018 年 8 月 27 日）。 

校园暴力的外部因素 

在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的一所中学，

85％的教师报告说，在学校外面即可找到大麻或

可卡因等毒品。七分之三的人表示学校内可买到

毒品，而七分之四的人表示在学校可买到酒精饮

品。七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目睹了学生在学校吸

毒或饮酒，这都是在学年的前三、四个月。虽然学

校官员知道毒品问题，但他们害怕提及滥用药物

这一问题，因为销售非法毒品的学生经常将咨询

误认为是执法。 

在 Asegurando 分享基线调查结果后，学校

官员向国家社会干预局（DINIS，负责社会保护的

政府机构）寻求帮助。此后，DINIS 在学校启动了

一项计划，旨在培训教师如何进行关于药物滥用

的实践课程，同时不会引起毒贩的怀疑。DINIS 现

在也为受药物滥用影响 严重的学生提供临床治

疗。“我们现在能够就吸毒的危险向学生们进行谈

话，”老师说（私下沟通，2018 年 10 月 10 日）。 

结论 

在看到基线调查结果后，学校社区反应如此

迅速——建立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和做法以减少

校园暴力行为，这一事实表明，教育工作者、家长、

学生和当局必须致力于为学校提供安全的学习空

间。这些措施——监控洗手间、让学生成对去洗手

间、警察在高峰时段在学校周围巡逻，反霸凌运动

以及利用政府的社会保护支持等等——也代表着

可在其他学校复制公共教育系统的低成本、可持

续性的模式。 

随着二月份 2019 学年的开始，Asegurando

将与教育秘书处合作，将其校园安全调查扩展到

125 所新学校。该项目将与教师、家长和学生一起

系统地解决这些调查结果，并作出反应，将恐惧、

暴力、创伤和霸凌等不确定环境转变为安全的学

习空间。该项目还与安全秘书处和美国国际开发

署等其他主要相关方分享调查结果，以强化那些

可使所有 Asegurando 干预学校更安全的规程和

制度，并制定出覆盖全国的指南和政策。我们相

信，这些政策和做法将促进教育和安全部门之间

更强有力的合作，且资源分配更智能，以促进更安

全的学习环境，不仅仅对 Asegurando 合作学校

而言，更是针对洪都拉斯 23,000 多所公立学校。 

尾注 

1.     Asegurando 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资助的一个五年期项目，旨在通过减少帮派

和毒品相关暴力事件发生率 高的五个主要

城市（特古西加尔巴、圣佩德罗苏拉、桥洛马、

特拉、拉塞瓦）的校园暴力，改善实现优质教

育的机会——在学率、毕业率和学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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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无国界图书馆创意箱创新的评估，提供了

相关证据，证明教育技术如何促进受紧急情况影

响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减轻其心理创伤并加

强积极的社会行为。此外，这些研究提供了经验教

训和见解，为将来评估紧急情况下类似举措提供

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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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 

创新和技术 

布隆迪 

 
 

 

 

 

 

 

 

 

 

 

 

 

 

 

 

 

 

 

 

 

 

引言 

冲突和长期紧急情况会伤害儿童和青少年，

具体方式包括限制他们的流动性、获得学习机会

的途径和做出生活选择的能力，这将显著影响他

们的个性形成、心理健康和整体的未来前景。  

在紧急情况下，获取常规信息和优质学习材

料的途径可能有限，因此有一种信念，即通信技

术和移动学习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为受危机影响

的人群提供学习和个人发展的支持（Miao 等，

2018）。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有许多倡议试图

将基于技术的教育实践纳入人道主义响应和项目

中。然而，调查这些实践有效性的研究仍然有限

（Miao 等，2018）。为了填补教育技术有效性

方面的研究空白，无国界图书馆（LWB）一直致

力于开展一系列的影响研究，以展示“创意箱”

（一种融合线下和数字教育资源的创新）在难民

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效果和社会心理健康方面的

有效性。 

教育和心理社会适应力是紧急情况下儿童和青少

年的首要事项 

无国界图书馆认为，对于受紧急情况影响的

儿童和青少年，一旦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生存所

需（食物、水、住所和衣物），人道主义行动者

应着力满足他们的智力和心理需求。无国界图书

馆秉持这样的论点是基于三个关键原因。首先，

在社会心理支持方面的投入能够帮助儿童减轻紧

急情况的负面心理后果（例如创伤后疾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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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弥补了辍学导致的儿童知

识差距，因此，一旦紧急情况得到缓解，就可以

支持学习者重新入学。第三，学生的幸福感并不

仅仅取决于他们的认知结果，还取决于他们将这

些认知结果用于个人利益的能力。这些能力通常

被称为心理社会或非认知技能，它们构成合乎社

会需求的特征和行为，如坚持不懈、有效沟通和

团队合作（Kattan，2017；Zhou，2016），从

长期来看它们利用认知教育影响学生的幸福感。 

创意箱创新 

无国界图书馆的“创意箱”（IDB）是一个

便携式多媒体中心，包含服务器、发生器、平板

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电影院、游戏、艺术和手工

艺品，以及音乐和戏剧舞台（LWB，2018）。

创意箱的典型时间表包括每周五次免费访问日，

每天七小时。 

创意箱包含一个离线服务器，因此能够覆盖

偏远地区的人群并使其受益。即使在线连接受

限或完全无连接，该服务器也允许用户访问数字

教育资料。创意箱不是取代政府和人道主义行动

者为应对紧急情况而制定的教育干预措施。相

反，它是一个补充工具包，可以定制，以支持紧

急情况下的任何类型的教育方案。 

创意箱对认知和心理社会结果的影响 

经过三年的试验期后，进行了两项混合法的

研究，以证明创意箱对心理社会幸福感

（PSW）和学习效果的结果。第一项定性研究

由位于布隆迪的 Kavumu 和 Bwagiriza 难民营的

一名专业精神病学家进行。该评估是在两个难民

营中部署创意箱一年后进行的，其中包括对 180

名难民的访谈（15 个焦点小组和 18 个个人访

谈）（Lachal，2015 年）。刚果儿童和青少年

（1 至 17 岁）约占受访者的 47％。通过采访 1

至 3 岁儿童的母亲，对这些儿童的心理社会幸福

感（PSW）需求进行了测试。评估强调，包括

儿童在内的刚果难民（难民营的主要居民）受到

各种心理创伤和痛苦的影响。例如，难民营的居

民很容易重演他们曾逃离的种族紧张局势，并互

相采取暴力行为（Lachal，2015）。 

该研究显示，创意箱对儿童的心理社会幸福

感具有积极意义（Lachal，2015）。创意箱为儿

童和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他们可以自

由地表达和说出自己的经历，而不会遭受偏见、

虐待或任何形式的社会暴力的威胁（Lachal，

2015）。配备合格的项目协调员（主要是从当地

社区招募）以及提供安全和保护性学习和娱乐

（在线/离线）资源和材料，加强了这一安全空

间。创意箱通过其内容，致力于激发想象力、鼓

励对积极和消极体验的自我反思，并帮助孩子设

想不同的未来，充满他们想要追求的前景

（Lachal，2015）。该研究表明，这促进了儿童

的自我形象，包括提高自我意识、希望和对未来

的信任。此外，创意箱为提高青少年的自信心做

出了贡献，体现在与同龄人、教师和项目协调人

公开表达和讨论他们的观点和个人想法。 

事后定性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从创意

箱用户处收集并分析主要证据和直接证词，研究

创意箱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社会幸福感的动力

学原理。然而，由于缺乏对照组或基线数据，使

研究失去了一个可对创意箱的效果大小进行更有

力评估的参考框架。此外，主要数据收集方法是

焦点小组讨论（FGD），其本身也可能产生偏

见。由于焦点小组讨论从其定义来看就缺乏匿名

性，因此某些证词可能会因同伴压力或社会期望

反应而受污染，导致一些调查结果出现偏斜。为

了解决这些限制，无国界图书馆应考虑在未来使

用更实质性的社会幸福感测量方法。自研究以

来，无国界图书馆已经开始测试“优势和难度问

卷”（SDQ）的使用，SDQ 是衡量儿童和青少

年社会幸福感发展的标准化量化指标。该工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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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较低的管理成本获得更大的创意箱用户/

非用户样本，并提供一致且可比较的跨文化结

果。 

第二项研究使用随机实验来调查布隆迪

Bwagiriza 营地学校的刚果难民的数学和法语语

言测试分数与其创意箱参与度之间的关联

（Peich，2016）。学校每个教育水平都有两个

班，其中一个是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另一个是

中学二年级的一个班，这两个班被随机挑选为治

疗教室，并在创意箱内开办为期 12 周的数学和

法语课程。由于是在学年开始时进行实验，无国

界图书馆和营地学校可以随机将教师分配到班

上，以减少选择偏差的可能性，如果以非随机的

方式分配教师，可能会因教师的不变特点导致选

择偏差。总共有 120 名小学生（治疗组 60 名和

对照组 60 名），68 名中学生（治疗组 38 名和

对照组 30 名）（Peich，2016）。低年级阅读

评估（EGRA）和低年级数学评估（EGMA）被

用于衡量教育结果，因为它们具有广泛的有效性

和可接受性。 

试验结果证实，学生因在创意箱空间内接受

课程而受益；平均来看，上过课的学生其测试成

绩比对照组高出 23％（Peich，2016）。在使用

创意箱之前测试分数排在后四分之一的学生是

有改进的学生（Peich，2016）。与教师的访谈

使我们对考试成绩的提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教

师们指出，在创意箱空间上课的学生的好奇心、

课堂参与度和互动性有所提高。该研究表明，提

供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并根据学生和教育者的需求

定制内容，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

度（Peich，2016）。此外，教师报告说，创意

箱提供的内容有助于他们备课，使他们能够在课

堂上引入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材料。 

尽管该实验具有相对重要性，但在未来进行

评估时，必须注意一些考虑因素，以加强关于创

意箱有效性的结论。例如，该研究假设治疗组和

对照组班级之间唯一的结构差异是上课的环境。

如果没有考虑到教师资格和动机的差异，结果可

能不会成立。在这方面，教师的随机分配可能仍

会产生偏差，因为小样本（n = 4）不足以对教

师特征的结构差异进行平均。此外，该研究没有

明确报告实验的统计效力以及结果的统计学意

义。 后，未来的评估应该探讨分数的提高是由

于创意箱的数字和传统内容，还是因为学生对创

意箱的引入和新颖性感到兴奋。这可以揭示创意

箱影响的可持续性以及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减弱。 

结论 

两项评估研究证明了创意箱创新的使用是如

何改善流离失所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和教育

效果。这两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可以

为将来紧急情况下创意箱和类似创新措施的评估

提供信息。它对于进一步研究心理社会幸福感与

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性，以量化促进心理社会幸

福感对流离失所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效果的影响，

也可能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Kattan,	R.	B.	(2017).	Non-cognitive	skills:	What	are	

they	and	why	should	we	care?	Retrieved	from	

http://blogs.worldbank.org/education/non-

cognitive-skills-what-are-they-and-why-should-we-

care	 	

	

Lachal,	C.	(2015).	Ideas	box:	An	innovating	

psychosocial	tool	for	emergency	situations:	Impact	

study	in	the	Kavumu	and	Bwagirisa	camps	-	

Burundi.	Bujumbur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ibliosansfrontier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7/08/BSF_Report-IDB-

Psychosocial-Impact-2015-ENG.pdf	

35



 

	

Libraries	Without	Borders	(LWB).	(2018).	Education	

information	culture:	Annual	report	2017.	Montreu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ibliosansfrontier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8/07/Rapport-annuel-2017-

EN_planches.pdf	

	

Miao,	F.,	Pagano,	M.,	West,	M.,	Pimmer,	C.,	

Gröhbiel,	U.,	&	Zelezny-Green,	R.	(2018).	A	Lifeline	

to	learning:	Leveraging	mobile	technology	to	

support	education	for	refugees.	Paris:		UNESCO.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1

278	

	
Peich,	M.	C.	(2016).	Reinforc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Ideas	Box	

increase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2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ibliosansfrontieres.org/wp-

content/uploads/2016/04/etude_IDB_Burundi_en_

15042016.pdf	

	

Zhou,	K.	(2016).	Non-cognitive	skills:	Definitions,	

measurement	and	malleability.	Background	paper	

commissioned	for	the	2016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UNESCO.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5

576	

	

36



 

 

特殊难民儿童的数据需求 

 塞拉·阿卡（Serra Acar）博士，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助理教授 

   serra.acar@umb.edu 

 

 奥兹登·皮纳尔·伊尔马克（Ozden Pinar-Irmak），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文学硕士和博士生 

   Ozden.PinarIrmak001@umb.edu 

 

 史黛西·B·马丁（Staci B. Martin），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育学博士和兼任助理教授 

   mar24@pdx.edu 

 

 

摘要 

本文研究了土耳其特殊难童的认别和评估工

作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为难民环境中的数据采集

及学习者评估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难童 

特殊学习者 

数据采集 

早期干预 

早期儿童特殊教育 

引言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ICEF，1989）

规定，每一个儿童都有接受免费优质教育的权利。

另外，《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24 条同样要求政府

确保“残疾人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在与其他

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包容性的优质免费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联合国，2016）。然而，突发

事件发生时，有特殊需求的难童却常常被忽视（难

民妇女和儿童委员会，2008）。 

土耳其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也

是世界上 大的难民收容国，收容了约 360 万难

民，包括 140 万难童（联合国难民署，2017）。

虽然 2011 年 3 月爆发了叙利亚冲突，但土耳其

有特殊需要的难童的具体人口统计数据有限（联

合国难民署，2016）。本文研究了各难民收容国，

尤其是土耳其，在确认有特殊需要的难童时所面

临的各种挑战，包括训练有素的从业人员短缺，有

良好心理测试特性的评估工具有限以及语言障碍。 

我们对土耳其有特殊需要的难童了解多少？ 

本文献综述采用的方法为检索关键词，在

下列网站或数据库检索“有特殊需要的难童”和

“残疾难童”：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Academic Search Premier），联合国难民署

（UNHC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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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妇女难民委员会。同时，本文还查阅了土耳

其教育部（MoNE）和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报

告，这些报告只有土耳其语版本。这是了解更多

有关土耳其有特殊需要的难童现状的关键一步。 

根据土耳其家庭和社会政策部（MoFSP）

的规定，作为对受益人的临时保护，无论是有还

是无特殊需求的难童都拥有在土耳其公立学校注

册的权利。叙利亚已注册的难民中， 110 多万是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5-17 岁）（Carlier，

2018）。2017-2018 学年，7025 名 5 岁难民儿

童在难民营中未经授权的临时中心接受了教育

（教育部，2018）。同一学年，36601 名 5 岁

难民儿童就读土耳其公立学校（教育部，

2018）。然而，这些机构中有特殊需要的难童

（0-5 岁）的入学率却并未公开，成为早期儿童

教育体系中的巨大漏洞。  

自 2016 年起，家庭和社会政策部已为居住

在难民营外的残疾难童创建了儿童中心、活动中

心和幼儿园（ASPB，2016）。另外，家庭和社

会政策部还为康复中心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

心理社会支持、预防性和保护性护理服务

（ASPB，2016）。教育部正在提供特殊教育教

室以满足难民营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需求。但

是，还需要监测和评估这些服务项目的质量（庇

护信息数据库，2015）。 

文献综述显示，有关土耳其特殊需要难童

的详细个人数据，如年龄、性别、出生地、出生

及病史、伤残类别或移交早期干预/早期儿童特

殊教育（EI/ECSE）的服务时间等数据无法获

得。在 EI/ECSE 领域，计算一个儿童的实际年

龄（细化到年、月、天）是评估方案的第一步工

作。实际年龄计算错误将导致解释和评分错误。

因此，在测试时确定一个儿童的实际年龄是非常

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家人的陪同，很多儿童不清

楚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或无法提供准确的信

息。 

研究调查发现，目前尚缺乏用于确认有特殊

需要的难童的标准数据采集方案（Rohwerder，

2018）。并且，有关特殊难童服务的文献资料也

比较匮乏（Curtis&Geagan，2016；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2018）。例如，如果对儿童进行评估以

确认其教育优势和需求，则需要记录评估日期、

儿童的实际年龄、使用的测试工具、测试工具语

言、评估结果是用土耳其语还是儿童的母语记

录、使用测试工具的人员（比如，早期干预人员

/专家、家庭成员、翻译、和/或文化中介人）和

每一个儿童的评估结果。如果有特殊需求的难童

接受了 EI/ECSE 服务，则需要记录教育服务的

重要信息，包括儿童成人比、一个教室中特殊儿

童的数量、教师的教育背景、项目使用的语言、

持续时间和日程表。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服务提供

者、决策者和研究人员了解有特殊需求难童的现

有资源以及指导他们未来的工作以满足这类儿童

的需求。 

对相关领域的影响 

在土耳其，特殊难童教育是一大挑战。确认

有特殊需求的儿童（0 到 5 岁）并为这些儿童提

供 EI/ECSE 服务以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潜力

是很有必要的。在孩童发展早期阶段介入是至关

重要的。EI/ECSE 服务可影响一个儿童的发展轨

迹，并改善儿童、家庭甚至社区的发展结果。虽

然土耳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它突出强调了有

特殊需要难童的教育需求，为该方面工作提供了

一个重要示例 。 

为更好地满足土耳其有特殊需要难民儿童的

需求，提出如下建议：1）确立一个更加严谨的数

据采集方案，允许公众访问；2）为有特殊需求的

儿童开发一套通用评估系统；3）在有特殊需求儿

童的评估工作方面，对教育工作者提供持续的培

训。首先，应改善数据采集方案。制定一个针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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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难童的系统性的全国数据采集流程将有利于组

织和协调有效的 EI/ECSE 服务。另外，还需要设

计一套通用评估系统，这对于了解难民儿童的优

势和需求是关键的一步。比如，土耳其可以考虑扩

大国际发展与早期学习评估（IDELA）的覆盖范围。

IDELA 旨在测定 3.5 到 6 岁儿童在下面四个方面

的发育程度：运动发育、早期语言和读写能力、早

期计算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交情感技能

（Pisani、Borisova&Dowd，2015）。目前，可供

教育工作者用来评估有特殊需求儿童的具有良好

心理测试性能的评估工具有限。针对特别注重与

家庭成员、翻译和文化联络员/中介人合作的评估

工作，还需要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系统的在岗培训。 

结论 

未来以残疾难童为重点的工作可能会改变所

有接受应急教育儿童的生活。比如，一个听力受

损的儿童可能需要隐藏式字幕或者视频说明，隐

藏式字幕或者视频说明也可以让学习另一门语言

的儿童在听的同时看屏幕上的文字。了解并满足

特殊难童的需求是一项迫切需要，否则，这些儿

童将无法获得需要的服务、资助和/或帮助。我

们的调查研究仅限于居住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

民。虽然有此局限性，但调查显示，目前尚没有

可靠数据表明已确认特殊难童且/或他们接受了

儿童权利范围内的服务（联合国，2016）。这不

仅是土耳其所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关注且

造福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全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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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埃塞俄比亚难民教师的现有数据。

通过回顾一项大型研究的初步调查结果，本文发

现了在难民背景下阻碍有效的教师管理的一些重

大证据问题。 

关键词 

难民教育 

教师管理 

政策 

 

引言 

作为非洲 大的难民国，埃塞俄比亚通过

2016 年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所作的一系

列承诺，确认其将致力于保护难民及其福利（联合

国难民署，2016）。其中一些改革涉及到教育部

门，包括拟向包括教师在内的难民发放工作许可

证，努力扩大难民儿童入学率，以及大范围地为难

民提供和改善基本服务。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有

望改善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教育问题。尽管有研究

表明，受政策影响的因素中，教师及其教学质量是

影响学生成绩的 重要因素，但关于埃塞俄比亚

难民教师以及政策变化对这些教师的影响的数据

相对较少。本文以一项大型研究的初步反思为基

础，旨在概述我们已经了解和需要了解的有关埃

塞俄比亚小学难民教师的信息，以便为有效的教

师管理提供支持。 

埃塞俄比亚的初等教育 

埃塞俄比亚的初等教育分为两个阶段：1 至

4 年级为初小（7 至 10 岁），5 至 8 年级为高小

（11 至 14 岁）。埃塞俄比亚的小学适龄人口规

模庞大（超过 1600 万），虽然近年有所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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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教育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较高

的复读率、辍学率、超龄入学率，大量失学儿童以

及相对较低的毕业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

究所，2018）。 

除了为本国公民提供教育外，埃塞俄比亚政

府还承诺为居住在其境内的近 350000 名难民儿

童提供教育，其中一半以上为初等教育适龄儿童

（埃塞俄比亚教育部，2016/2017）。然而，难民

教育目前并不归属教育部（MoE）负责，而是由独

立的政府实体（即难民和回返事务局（ARRA））

负责管理难民营的初等教育。难民和回返事务局

隶属和平部，其任命体现了埃塞俄比亚“收容难民

的悠久传统”（难民和回返事务局，2018）。事实

上，难民和回返事务局称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欢迎

难民的国家”，并且大力倡导国家致力于难民福祉。 

换句话说，教育部和难民和回返事务局目前

运行两个平行的初等教育系统，分别执行教师管

理和资源分配。埃塞俄比亚的学校由教育部聘用

的国内教师组成，而难民学校的教师则由难民和

回返事务局雇用的难民（“奖励性”）教师和国家教

师组成。有时当地的区办事处和地区教育局也会

支持难民教育，但由于没有教育部的指令，这种支

持时有时无（联合国难民署，2015）。 

努力将难民数据纳入国家体系 

埃塞俄比亚教育部称应对危机下和流离失所

儿童教育需求相对较弱的一个原因是“从学校到

地区或联邦层面的信息收集和共享不足”（埃塞俄

比亚教育部，2015 年，第 28 页）。为解决这一

问题，自 2014 年底以来，联合国难民署与难民和

回返事务局与教育部展开合作来建立和实施难民

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EMIS）（埃塞俄比亚教育

部，2016/2017）。此外，近几年教育部发布了《教

育统计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全面概述了整

个埃塞俄比亚的基础教育指标，旨在为有效的教

育管理提供支持。 

2016/2017 年报中首次加入难民教育章节。

但是，所讨论的指标非常有限，尤其是教师相关指

标。其中包括： 

• 学生教师比率（PTRs） 

• 合格教师人数/百分比 

• 国家教师和难民教师的人数/百分比 

从 2016/2017 年的数据来看，教师明显短缺，

某些难民教室的学生教师比例超过 100：1。此外，

在难民小学工作的 1290 名教师中，只有 718 名

（55.5％）符合规定的 低初等教育资格（具有教

师培训机构的证书）。资格问题主要发生在难民教

师身上：800 名难民教师中只有 240 名（30％）

合格，而 490 名全国教师中有 478 名（97.5％）

合格。 

相反，年报中有关国家教师的信息更多。除了

学生教师比的信息外，年报中还包括两个与教师

管理主题直接相关的章节，即“通识教育教师”和

“师范学院”章节，涉及教师分布、资格水平、流失

率（来自专业和教师教育）、师范学院入学率以及

特殊需求教师人数的信息。年报中还提供了受过

特殊需求教育培训的教师人数信息。 

研究简介 

埃塞俄比亚难民学校教师的现有指标简要概

述与 近的文献综述结果一致，说明不仅师资短

缺的教育统计数据有限，难民教师的数据也相对

较少（Richardson，Naylor＆MacEwen，2018）。

因此，迫切需要就埃塞俄比亚难民教师管理进行

全面研究，获取国家教师以外的数据。这些研究应

当考虑教师的生活经历以及如何在区域、地区和

学校层面“理解、调解和争取被忽视的教育政策，

即如何落实教育政策”（Ball，Maguire＆Braun，

2012，第 3 页）。 

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

所、教育发展信托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了一

项多层次、多阶段、混合方法的研究，其中包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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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调查、学校案例研究、访谈、以及与教师、政府

官员、联合国代表、社区成员和其他主要教育利益

相关方的专题小组讨论。接下来我们将回顾第一

次数据收集考察情况。 

研究地反馈 

了解教师去留是有效教师管理的基础

（Avalos＆Valenzuela，2016），并为我们的初

步分析提供有益的切入点。关于教师流失的官方

数据目前仅适用于在埃塞俄比亚本国学校的教师。

除了实际流失率，年报还提供了离职原因的信息。

这些信息非常宝贵，能够让政策制定者据此起草

和实施相关政策方案。 

虽然我们在首次数据收集考察期间无法获得

确切数据，但地方一级的受访者报告说，难民学校

中奖励型教师的流失率很高。他们指出，难民教师

离职的主要原因是薪酬过低，特别是与难民和回

返事务局雇佣的国家教师相比，国家教师的收入

是难民教师收入的十倍。此外，我们发现难民教师

采用适用于所谓“熟练”难民工的单一奖励薪酬制，

不区分资格、专业知识或工作量，这意味着没有晋

升机会，如果表现良好就奖励诸如雨伞和教师工

具包等物品。来自提格雷地区的一位教育人员称：

“难民教师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在难民营

的生活舒适性极差。教学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是

一种牺牲行为。”（采访提格雷地区的教育人员） 

有意思的是，尽管我们的研究地点工资很低，

但教师教学动力十足，许多奖励型教师在专题小

组讨论中解释说，他们之所以选择教学是为了给

孩子和社区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其中许多人

表示希望从难民和收容社区获得更多专业发展的

机会和支持。 

一个特别有趣的发现是，研究地点的埃塞俄

比亚民众大都积极支持难民，如下所述：“众所周

知我们是个贫穷的国家，但这不是难民的错。即使

没有难民，我们的学校也乏善可陈。难民在这里可

以创造就业机会。现在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采

访难民和回返事务局人员 Benishangul-Gumuz） 

但是，各层级的受访者均强调了为难民和收

容社区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的重要性。 

结论 

在过去几年中，埃塞俄比亚难民初等教育数

据的质量、可用性和分享情况均有所改善，这在很

大程度上归功于教育部与难民和回返事务局之间

加强了合作。但是，目前难民收容地区的教师数据

在可用性和质量方面仍然有限。此外，难民教育数

据仅作为增补信息，并没有充分纳入教育管理信

息系统（EMIS）。全面收集难民收容社区所有教

师的定量和定性数据将会让难民和收容社区受益，

因为教育规划人员可以据此优化和制定相关的政

策和规划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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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在冲突以及危机环境中进行研究

时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我们认为，越来越多的各种

应急教育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基本的伦理敏感性和

研究人员专业发展需求的问题。 

关键词 

研究伦理 

教育和冲突 

人道主义 

责任 

 

引言 

在受冲突或受灾害影响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时，

在伦理和方法方面将面临包括参与者和研究人员

脆弱性相关的巨大挑战。危机环境中的研究参与

者可能会因反复要求参与研究而感到痛苦

（ Collogan 、 Tuma 、 Dolan-Sewell 、 Borja ＆

Fleischman，2004），研究访谈可能会令参与者

遭受 “二次创伤 ”风险（Newman＆Kaloupek，

2004），人们对此表示担忧。危机情境中的参与

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会受到创伤和焦虑的影响，而

这可能会干扰他们的决策（Collogan 等，2004）

或是否同意参与研究（  Alderson＆Morrow， 

2014）。其他伦理问题则涉及到年龄或其他环境

因素对参与者是否同意参与研究的影响（Furey＆

Kay，2010）。特别是儿童参与人道主义教育研究

时，伦理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如果儿童曾有过暴

力或灾难经历以及危机环境下恶劣生活条件的体

验，参与研究活动可能会让他们面临身体和社会

心理风险。此外，如果研究人员不具备相应知识和

伦理复杂性认识，在与受危机影响的儿童讨论敏

感问题时，可能会无意中采用侵入式、专制式和压

迫式的方式。虽然定性研究对于更好地实施救生

干预措施至关重要，但保护调查对象应当是减轻

安全风险和人道主义环境动荡时优先考虑的伦理

问题（Wood，2006）。 

相关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正式批文对于涉及人

类参与的严谨实地研究极其重要，仅授予学术用

途（Beauchamp＆Childress，2001）。在此机制

下，即使伦理审查涉及研究参与者的安全性、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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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匿名性，但重点主要还在于保护机构（例如声

誉损害风险、工作人员安全和责任问题）。稳定环

境中所采用的传统研究方法往往没有充分体现出

对危机背景下伦理困境和实地敏感性的理解。此

外，考虑到需要快速作出反应以及受影响人口的

迫切需要，人道主义组织和机构进行的实地研究

可能不会总是优先考虑伦理责任。知情同意、平衡

负担和利益、参与者选择以及潜在的胁迫是人道

主义研究人员在实地工作中可能面临的一些 常

见的问题（O'Mathuna，2009）。这就意味着需要

为实地团队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培训，并与专家

密切合作，以便为研究的设计、实施和分析提供支

持（Ford、Mills、Zachariah&Upshur，2009）。

然而，由于保障协议有限以及明确的伦理义务准

则缺失，只会让研究参与者、研究人员的安全以及

资助者声誉面临更大的潜在危害风险（Ford 等，

2009）。 

在冲突和长期危机环境进行教育研究面临如

下挑战：研究区域的准入、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

的安全、记录受危机影响人口创伤经历面临的伦

理困境。本文旨在研究教育研究人员在危机环境

中收集数据活动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

他们在保护研究参与者中起到的作用与他们在人

道主义背景下进行伦理研究的专业水平（或不足）

之间的矛盾。我们讨论了教育研究人员在复杂、偏

远和危险地方工作时遇到的各种限制因素、不安

全因素、财务限制以及时间压力。在迫切需要获取

经验证据以便为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信息的过程中，

这些压力可能会威胁到参与者的利益。在本文的

后，我们强调了当地研究人员在制定危机环境

中研究日程和研究方法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不稳定环境下的伦理研究障碍 

如今，认识到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宣传、

人道主义政策以及提供包括教育在内的援助，人

道主义机构开展的冲突环境下的研究日益增多。

但是，与研究顾问单位合作的国际组织不能采取

足够的安全措施保障现场安全（Gallagher、

Haywood、Jones＆Milne，2010）。在重点关注

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情况下，研究合同可能授予那

些未接受过危机环境中研究伦理评估培训的研究

人员。一个机构的核心任务并不是确保人道主义

研究的高伦理标准（Ford 等，2009）。然而，研

究人员可能会被要求进入有人身危险、政局不稳

或传染病爆发的地区。 

在偏远、不稳定的环境中工作时，研究人员不

能时时向其直接主管汇报新的研究问题，即便可

以，可能也无法获得及时反馈。有时迫于时间压

力，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工具方面他们不得不

作出存在伦理问题的决策。例如，未给受访者提供

充足的时间、资源以及特定支持的情况下让其参

与研究可能会导致无效参与。此外，缺乏经验的调

查人员处理敏感话题时可能会导致参与者在数据

收集活动期间或之后面临人身伤害、羞辱和报复

的风险，特别是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因此，研究

人员不够专业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其研究侵犯权力

动态（Goodhand，2000），使自身、研究参与者

以及整个教育社区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 

后，教育研究者在进行实地研究和适应新

的文化环境时，往往会经历长时间的孤独。在观察

人道主义危机对受影响人群的影响时，他们可能

会面临包括恐惧和怜悯在内的情绪问题（Wood，

2006）。在冲突和紧急环境中产生的孤立感有时

会影响研究人员的信息保密能力（Jacobsen 和

Landau，2003）。在面对时间压力以及与捐助者

就具体流程和效果措施的要求进行商讨时，他们

也可能会感到紧张和压力，不确定是否能满足受

援者的实际需求、意愿和看法（Stockton，2006）。 

 文献研究严谨地探讨了研究人员和研究社

区所面临的背景、文化和实际风险，但并没有明确

说明如何保障研究人员的安全和福利（Good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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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除此之外，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并不总是

有效的措施，必须与之前的冲突和紧急环境中的

专业经验结合考虑。虽然让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

独自参与人道主义救助是不符合伦理的，但即使

是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在参与新的应急项目之

前也需要持续进行专业提升并具备对特定利弊的

批判意识（Goodhand，2000）。 

来自民事或军事部门的国家代表可以为实地

研究提供助力。当地行动人员深谙当地背景及复

杂性，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确定值得研究的相关

问题。不断与教育部协调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进入

受危机影响的教育区域；在某些冲突地区，如果没

有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和支持，进行实地工作可能

会适得其反。然而同时要注意，由于政治、宗教和

种族差异等各种原因，国家部门有时可能会对受

危机影响的人口持敌视态度。在任何情况下，精心

挑选当地人员创建研究团队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

地了解当地情况与伦理实践以及试用研究工具。

这种合作方式可以避免因无意的文化上的失礼而

冒犯当地社区，从而让研究获益（O'Mathuna，

2009）。 

尽管国际研究人员和本地研究人员之间的合

作可以发挥团队作用，但是和其他人一样，“内部”

研究人员可能会对危机持支持或反对的政治立场。

过于依赖本地研究人员的另一个风险是，如果依

靠他们的个人关系选择特定研究地点和社区，研

究中可能就听不到其他不同声音。尽管很难完全

避免这种情况，但可以如实汇报研究人员的关系

结构、先入之见以及主观偏见以尽量保证研究的

中立性和严谨性。总之，当地研究人员的参与可以

帮助“外部”研究人员通过对话和团队合作深入了

解当地历史、文化和社会动态，取得参与者的信

任，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获得知情同意。同时，我

们还认为“外部”研究人员可以质疑“内部”研究人

员所持有的某些文化预设和社会政治偏见，有助

于独立发现关键问题。 

结论 

正直、诚实和严谨的方法是人道主义环境下

高质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探讨危机背景

下教育难题的研究机构越来越多，但如何评估和

降低研究风险以及如何在研究中保持较高伦理标

准的相关知识仍然极其匮乏，亟需为在危机环境

下工作的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专业提升机会。和

其他人类参与的研究一样，人道主义环境下的教

育研究也应当采用严谨的方法并遵循高伦理标准。

由于参与冲突和危机环境研究的独立顾问单位日

益增多，对于应急教育研究的伦理程序审查并不

充分。因此，委托机构必须针对委托出去的研究工

作建立独立的伦理评估机制，并且个体研究人员

必须明确出示其研究中遵循的相关伦理准则。

后一点，研究流程培训有助于研究人员预测和解

决各种困境，但伦理研究 终还要依赖研究人员

对复杂情况的经验、判断和理解（Wood，2006）。

我们反思之后认为，教育研究人员在危机环境中

进行研究时需要严格遵循高伦理标准并采用无伤

害的实地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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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看似）不可能之任务：合乎伦理要求的叙利亚高质量教育数据收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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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 2018 年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资助国际诚信组织领导的提高叙利亚教学质量的

研究项目为例，介绍了精心设计的研究方法如何

在冲突频发期间以安全、合乎伦理的方式收集数

据。 

关键词 

应急教育研究 

冲突频发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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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资助了一个

研究项目，项目由国际诚信组织 1领导，旨在提高

叙利亚教学质量。该项目对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

习环境及其对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学习和福祉所造

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尽管只能在叙利亚非政府

（GoS）控制地区收集实地数据，但项目从熟悉总

部位于大马士革的教育部的受访者处获得了大量

数据。尤其重要的是，处于政府控制范围以外的地

区是叙利亚境内 贫穷人群及流离失所人口 集

中的地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8）。

通过为该项研究创建理论和方法框架、进行批判

性文献和实时情境分析，国际诚信组织团队得以

在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中平衡合乎伦理的数据收

集实践的严谨参数。 

以应急教育（EiE）政治经济学视角构建理论框

架 

了解环境政治经济学对研究至关重要。

Novelli、Higgins、Ugur 和 Valiente（2014）的

相关论文为研究团队提供了分析框架。议程设置

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内容相关度 高，因为其阐明

了包括传统和非传统捐助者、叙利亚政府

（GoS）和武装团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和冲突各

方的优先事项对研究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

数据收集、数据安全要求以及研究传播指南等方

面。 

研究伊始，工作环境的性质即发生重大变

化。例如，叙利亚政府乘胜追击，继续夺回长期

由反对派占据的部分地区。因此，捐助者开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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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筹资策略并减少资金额度。这些改变影响了受

访者与调查员之间的关系、数据收集点的可达性

以及提问的性质。例如，诸如教师培训或学生学

习能否获得认证等迁徙教师和学生所面临的潜在

挑战或机遇类问题就变得具有意义了。 

为了应对与工作环境相关的挑战和风险，团

队
2
采取了以下措施来提升数据质量以及受访者

和调查员的安全：a）确保仅研究团队的核心成

员掌握受访者的身份、地址和联系方式; b）确

定明确规定调查员、受访者和数据收集点的协

议，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c）确定收集数据的

使用方式和使用者; 
3
 d）确保研究范围需考虑

教育部门当前和研究完成后的投资方向; e）确

保利益相关方持续参与研究，以获得广泛支持和

后期采纳; f）确保“西方”人眼中的优先事项

和观点不会主导调查领域。例如，向儿童询问为

什么害怕上学时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而不

是公开询问西方的体罚或口头惩罚的概念。 

基于人类研究伦理的灵活方法框架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团队需透彻了解利益

相关方的利益。采访了大约 350 名来自全球、地

区和/或叙利亚的人员对于研究主题的看法，其

中包括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政策实施者。该团队

还对叙利亚项目报告、应急教育（EiE） 佳实

践背景评估等 150 多份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文

献进行了书面审查。对此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参

与了研讨会，并根据隶属关系和/或地理位置对

他们的身份采取了彼此保护措施。该研讨会为团

队和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契机来共同评估研究进展

以及发现可能影响研究的实时信息。比如，实时

信息包括新近从叙利亚南部搬迁到北部研究区域

的（潜在）受访者的联系信息。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经由安全分析和预

测、书面研究和利益相关方指导，该团队 终确

定了一手数据收集方法。从特定背景的角度来

看， 优先考虑的是基本的伦理问题，这些考虑

超越了“无伤害”原则，转向经过深思熟虑的迭

代抽样和知情同意实践方式（ Mackenzie、

McDowell &Pittaway，2007），以及努力获得个

人和社区的同意（Gostin，1991）。此外，选址

和时间安排需考虑潜在受访者和调查员的疲劳问

题，避开其他研究已经采访过的地点，并确保对

调查员的管理包括定期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采

用以下方法确保受访者和调查员的安全以及所获

取数据的质量。
4 
 

基于证据的数据收集工具包：为了确保提

供基于证据和心理健全的工具包，该团队审查了

32 个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工具，并从中抽取

并确定 适合的背景及研究问题。 后形成一个

由 339 个问题（大多是定量问题）组成的矩阵。

为了方便记录常见答案，每个定量问题设有响应

编码，并对答案进行加权以便进行定量分析。重

要的是，还留有定性输入空间让数据集更加完

整。 

三角验证：该团队同时使用三角验证来构

建其数据采集和分析框架。每周由四名团队成员

对定量和定性数据进行清理、审查、编码和/或

交叉分析，如此团队可以采取各种格式从多元受

访者处获取多个数据点的数据，并可在调查员在

场时对信息进行三角验证并验证调查结果。因

此，团队通过分层分析可以发现受访者中的明显

偏差，并准确发现有效教学实践中的潜在问题。 

基于背景的严谨抽样标准：尽管当地的安

全局势导致无法进行随机抽样，但该项目仍然尽

可能获得代表性样本。该团队确定了重点区域的

代表性抽样目标 
5
，然后确定当前背景和资源情

况下的可行性。因此，该团队能够显示每个受访

组样本量与代表性样本的接近程度，从而通过受

访者类型分层来确立数据集幂的基准。该项目使

用了教育公平研究倡议（2018 年）W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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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rnacki（1989 年）确定的方法接触难以接近

的人群，包括时间地点抽样、滚雪球抽样和目标

人群抽样。这些方法通过寻找受访者的自然聚集

地以及依靠可信网站的推荐而确保受访者更加安

全。 

安全协议层：调查员通过项目专用智能手机

上的 KoBo Toolbox 平台收集所有数据。电子平

台可以减少调查员偏差和人为错误，并能够在短

时间内收集大量数据。该平台还可将数据上传到

安全服务器，并在收集完成数小时后从手机中清

除数据，以便在武装团体或其附属机构查获硬件

时保护调查员。由于采用实时安全监控以及合理

且灵活的调查员应急方案，因此能够在长时间不

安全的环境下继续展开数据收集工作。 

进一步应用的成果和教训 

该研究耗时六个星期从三个省约 300 所学

校获得了近 6,000 份记录。受访者约 50％为女

性，30％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确立停止数据收集

的条件有助于从项目一开始就确保研究的可行性

以及何时中止研究。停止条件受到团队成员对于

该地区（充斥着各种武装团体以及带有歧视的社

会文化习俗）人际关系和工作挑战熟悉程度的影

响。尽管该项研究涉及政府（武装）和非政府团

体
6
，但接触的所有受访者均同意参与研究，没

有人员受到威胁，也不存在儿童保护问题。

Hawala 
7
网络、离线数据收集工具、低带宽通信

协议和可信网络为安全行动、数据收集和数据聚

合提供了有效手段。 

外国援助“市场”的特点之一是资金不断减

少，对问责制的要求越来越高。依靠现有的资源

和方法能够制定循证政策，在冲突不断的地区也

不例外。因此，对有限的资源和较高伦理期望加

以平衡，以确保获得 可靠来源（援助资金的

终使用者）的数据并非没有可能。 

尾注 

1. 诚信组织提供全球脆弱、冲突和复杂环境

下的国际咨询服务。通过提供研究、证据

和分析（REA）以及监测、评估和学习

（MEL）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的独特组合，

终提升上述环境下教育规划和政策的证

据基础。如需要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grityglobal.com。	

2. 出于安全考虑，叙利亚国家小组成员不愿

透露姓名，他们为该研究的实施方法提供

了大量信息。	

3. 例如，评估关键利益相关方是否会因研究

的地理情况或受访者情况对研究结果不感

兴趣，并确定如何保护受访者和团队成员

信息不受非预期受众的影响。	

4. 本文未介绍标准方法框架的其他元素，例

如创建标准工作程序和调查员培训方案。	

5. 采用具有代表性抽样方法计算，置信水平

为 95%，误差范围为 5%。	

6. 之所以聘用小组调查员的部分原因是他们

能够安全进入数据收集点，不会让自己或

受访者涉险。但是还是有一些团体或其附

属机构发现了这项研究。	

7. 一种非正式的自助资金转移方式，在不确

定性环境下实现有效的资金流动。参见

Schaeffe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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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灾害会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

甚至会影响青少年未来一生的发展。因此，做好灾

后青少年的心理创伤评估工作，根据评估情况及

时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对于帮助青少

年尽快走出灾后阴影、完成心理重建与恢复工作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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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出现至今，自然灾害就如影相随。各种突

发的灾难事件，会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产生严重

的不良影响。我国历来重视灾后心理重建和精神

重建工作。早在 2002 年国务院下发的《中国精神

卫生工作规划（2002 年—2010 年）》中就提出“发

生重大灾难后，当地应进行精神卫生干预，并开展

受灾人群心理应急救援工作”，要“加快制定《灾后

精神卫生救援预案》”。2006 年出台的《国家突发

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一步细化了灾后救助

重点人群，规定“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伤亡人员、

应急处置工作人员，要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

补偿，并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杨其其，2011）。 

我国最早的灾后心理援助出现在 1994 年的新疆

克拉玛依大火后（张侃，2008）。  

青少年处于特殊的心理发育阶段，并且青少

年心理发展不够成熟，相比成年人来说更加脆弱

易受影响。灾后青少年的身心情况存在如下特点：

虽然内心基本平复，但是内心的创伤并未完全痊

愈；知、情、意失衡，日常行为退化；内心矛盾交

织，价值冲突变化（杨其其，2011）。 因此，目

前相关领域内针对青少年灾后心理援助、心理建

设以及危机恢复的研究比较多，成为当前关于灾

后恢复与重建的研究热点。 

灾后青少年心理创伤的评估 

一些重大灾害之后，受创伤的儿童其心理和

身体都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不同儿童受创伤

的程度和情况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并且在灾害

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将会变得更加具有内隐性，

甚至影响他们一生的生活。因此，需要有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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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来精确识别受创伤的青少年，心理评估工作

就成为灾后青少年心理重建和恢复的前提与基

础。 

一般来说，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四周内，是当

事人最为惊慌、混乱的阶段，相关工作机构与人

员（诸如学校）可分别利用不同的方式筛选需要

特别辅导的学生：（1）使用压力反应评量工具

（如“自我评估表”）对儿童所受的压力进行测

量；（2）参考先前学校通过家访对受创伤儿童

所收集的资料，了解儿童、双亲、家人、好友以

及同伴死亡或重伤的情况，以及家园损毁的情

况；（3）也可以通过小组活动，结合自编的简

易症状检测表，让儿童积极主动谈论自己的心理

以及家庭情况（袁红, 郑静晨, 曹力等， 

2008）。  

此外，评定量表是评定个人行为的重要工

具，在重大灾难性事件后心理危机评估中使用量

表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评估与创伤事件直接相

关的症状；二是评估灾难幸存者的一般心理状

况；三是评估个体的易感倾向和社会资源，如个

性特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等。适用于儿童和

青少年心理危机评估的量表较多，主要有：

（1）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2）儿童

和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CPTSD-RI）；

（3）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

（4）事件冲击量表（IES）；（5）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SSQ）等等（贾兆宝，2013）。  

青少年灾后心理创伤的主要表现 

儿童和青少年常见的灾后反应包括各种睡

眠问题、学习能力丧失、注意力下降、创伤情境

激发的闯入性画面和思维、对创伤回忆的恐惧、

对危险的过度警觉、自我效能感降低、不安全感

加剧、丧失对日常活动的兴趣等（刘斌志,沈

黎，2009）； 类似四川汶川大地震，作为一种

重大自然灾害，对亲身体验的当地青少年的身心

就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创伤，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PTSD 的主要特征是指暴露于极端压力事件后所

发展出来的特殊症状，其核心症状包括持续经验

创伤、持续逃避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或麻木反应，

以及持续性的过度警觉。研究资料显示儿童青少

年 PTSD 发生率约在 30%-60%（Yule，2001）。  

此外，灾后青少年的行为和适应能力方面

还可能出现如下问题：68%有下意识动作，83%坐

立不安，16%举止僵硬，24%有暴饮暴食倾向，

95%难以入睡，83%注意力不集中，另外 37%有过

度的警惕心理倾向（朱鲲鹏, 舒曙光, 陈孔祥，

2010）。这些现象都表明青少年的正常心理状态

在灾后是很难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的，需要专业的

心理重建和恢复工作的帮助。 

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的主要干预措施 

 在经历灾难后，受创伤的儿童往往处于混乱

的思维状态以及消极的情绪之中，很难自己掌控

情绪。确定了解儿童的需求以及付出足够的关怀

协助他们应对巨大变迁和失落，是灾后儿童辅导

工作的重要责任。因此，尽快让儿童回复到日常生

活状态是最重要的，首先就是要尝试让他们接受

现实的状态，抚平情绪的伤痛并照顾身体的不适，

达到地震灾后心理创伤的康复，在此基础上通过

不同的策略和活动达到心理重建的目标（许建阳, 

孙波, 李卫华，2008）。  

对于受到地震创伤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心理

重建是一条漫长的路，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就恢复，

其后衍生出来的问题很多，如家庭暴力、青少年犯

罪、自杀等。针对儿童心理创伤的康复与重建需要

遵循一个基本的策略，即首先要针对震灾后所引

发的儿童心理反应进行分析、筛选、了解并做相应

的评估；其次要通过专业人员 (受过训练的教师、

医师、护理人员、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师、社会

工作者等) 的协助，为儿童进行危机介入处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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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建立灾后心理反应处置机制，包括建立健康

行为、疾病行为、创伤后心理反应以及医疗等方面

的处置机制；最后要为儿童建立跟踪服务系统以

及照顾系统（刘斌志,沈黎，2009）。  

    同时，针对儿童心理的特殊性及其认识问题

的直接性和灵活性，在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灾后心

理康复与重建的过程中，需要在关怀以及支持的

氛围中因应儿童的真实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开展活动，具体可以包括：（1）写作活动；（2）

美术与劳动；（3）为逝世者举办纪念仪式；（4）

为小孩的宠物举办丧礼；（5）种植花草树木寄托

哀思；（6）放气球；（7）捐款为他人提供帮助；

（8）游戏以及角色扮演；（9）阅读关于死亡与哀

伤方面的书籍，让儿童表达忧虑，等等（罗增让,

张昕，2008）。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专家学者从社

会支持、积极心理学、艺术治疗、粘贴画疗法、团

体音乐治疗、阅读治疗、叙事治疗、美术治疗以及

体育心理调控疗法等不同的角度，探索青少年心

理恢复和重建的新途径和新方向。 

目前，我国关于灾难的心理卫生服务与发达

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专业人

才、专业培训匮乏。志愿者的热情值得肯定，但缺

乏严谨训练，加上人员流动太大，少数情况中，对

受灾群众的心理健康不仅毫无帮助反而带来更大

的伤害；二是未建立专门的组织系统，目前对灾区

进行心理援助工作，基本上是由医院的精神科/心

理科医生、高校/研究所的心理咨询与研究人员，

以及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与个人组成。人员构

成复杂，且缺乏统一的组织与管理。三是相关研究

少。目前大部分集中于对灾难后心理影响的调查

研究，关于心理援助的研究很少（钱铭怡，2005）。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和恢复

的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多

数研究是基于地震灾害尤其是汶川地震的相关研

究，研究主题比较单一，研究对象也具有较高的同

一性。因此，在青少年心理重建工作方面，我国的

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化和系统化发展。对于

灾后心理重建和恢复工作的研究，是对生命意义

的重要思考。尤其对于“青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来说

更是意义重大，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主力军和接班人，确保国家的发展进

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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