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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紹廣東省第一屆中學生物理實驗設計大賽背景，分析了部分一等獎作品的特

點，並對此項活動的意義進行探討及對未來發展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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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賽背景 

2001 年 4 月，教育部印發《普通高中"研究性學習"實施指南》的通知，要求有條

件的學校結合本地實際，遵循分步實施，分類指導的原則，開展研究性學習，並

要求各省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層次學校提出實施策略與方案。所謂研究性學習，

其目的在於培養學生開放的思維，個體的自信，挖掘學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它

並不要求學生研究出什麼新科技，而重點是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希望學生每

一步都有追求，有思考，在參與、發現與體驗中學習成長。為配合這一研究性學

習的開展，廣東省教育廳提出在各級中學進行學生創意物理實驗設計活動，並於

2001 年 11 月舉辦第一屆廣東省中學生創意物理實驗設計大賽。 

創意物理實驗活動要求學生可以組隊或以個人參加，由學生設計出一個物理實驗

去驗證某個物理定理或定律，同時能夠對實驗有一個正確的物理解釋。從選題到

實驗器具的製作都要求學生自己獨立完成，並在指導老師不在場的情況下，向評

委演示並對評委提出的問題進行答辯。整個活動中老師只是一個組織者、指導者

和評價者。創意物理實驗活動的目的是給學生一個張開思維翅膀的空間，使他們

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能在這項活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由於廣大中學生正處在長

身體，長智力，心理逐步成熟的時期，他們在觀察思考有趣的物理現像的過程中，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對未知結果的探究會產生濃厚的興趣，從而激發其研究學習

的熱情，而"創意"這一要求又會令學生走一條不同於教科書上的路子去發掘新的

知識，使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得到發揮和提高，借助活動

中極高的自由度，不僅能大大提高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能增強學生

的自主性和合作性。創意物理實驗設計目前已被看成是在物理學科開展研究性學

習的一種最好的形式之一。[1]-[4]  

以往內地也有很多類似的大賽，例如廣州市在 95 年、97 年、98 年分別組織了廣

州市中學生創意科技活動設計比賽。[5]首先由各學校先在校內廣泛組織學生自行

設計與生活學習相適應的創意科技活動或創意科技實驗、遊戲，選撥出水平高的

代表學校參加全市比賽。參賽的學生要寫出活動的過程、攜帶自製用具、儀器現

埸表演及答辯，聘請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專家任裁判。這是一項對學生綜合能力全

面鍛煉的活動。類似的活動還有"科技夏令營"、"頭腦奧林匹克活動"、"無線電工

程比賽"、"無線電定向測向比賽"、"發明創造比賽"等。這些創意科技活動設計比

賽與本次的創意物理實驗大賽相比，形式上都比較相像，但本次大賽是由廣東省

教育廳主辦的，是在全省內開展的，可以說是規模最大，範圍更廣，形式最靈活，

水平也是最高的一次。而且，科技活動設計比賽的作品更多的是課外的知識，而

創意物理實驗大賽卻更貼近課本，更能激發學生對物理課程的興趣。這次比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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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賽和決賽兩個階段，初賽是在各市進行，然後按一定的比例推薦作品進入決賽。

經各市推薦進入決賽的作品有接近二百件，其中有四十件作品獲得了一等獎，有

六十件作品獲得了二等獎，其餘的進入決賽的作品均獲得了三等獎。其中，在一

等獎的作品中有十四件來自廣州地區，占一等獎數量的 35％，可見以往幾年廣州

在開展創意科技活動的成果是顯著的。而隨著創意物理實驗大賽在全省的開展，

相信我省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能力也將會得到不斷地提高。 

二. 部份獲獎作品分析 

1. 改良實驗 

在這次大賽中，對一些課本的實驗進行改良而獲得一等獎的數量是最多的。這類

作品共有二十九個獲得了一等獎,占一等獎總數的 72.5%，是這次比賽的大蠃家。

這類實驗設計通常都是將原來笨重的儀器改為容易獲得的一些廢品來做實驗。例

如珠海南屏中學的作品"用廢棄抽液器進行大氣壓實驗"就是利用了廢棄的抽液器

代替了平時使用的笨重的抽氣機進行大氣壓的幾個實驗。再有就是用一些更加複

雜、先進的儀器代替原有設備進行更加精確的實驗。例如肇慶中學的"用光電門研

究自由落體運動"以及東莞中學的"向心力測定儀"都是這一類的作品。 

更多的改良則是針對實驗儀器的改良。由於中學的實驗基本上幾十年不變，其中

有很多儀器的缺陷也都是眾所周知的，所以改良實驗儀器也占了相當大的一部

分。例如肇慶中學的"電火花計時器的改進"，潮陽谷饒中學的"電子驗電器"都是這

一類的作品。 

在改良實驗作品中最讓人感覺眼前一亮的，是廣州五中的"測量空氣密度"和華南

師範大學附中的"驗證動量定理實驗"。這兩個作品都並不是單純對實驗方法或實

驗儀器進行改良，而是另辟途徑採取了一種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方法進行，而所使

用的儀器也更簡單，更易於找到，最重要的是實驗效果都非常好，不像某些作品

給人有畫蛇添足的感覺。 

2. 學生創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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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等獎的作品裏也有一定數量的作品是用實驗演示出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現

像，而這個現像是用中學生所學過的知識能夠解釋的。在這類實驗中有些實驗非

常簡單，卻能體現出一定的學生創意。如深圳田東中學的"懸崖勒馬"，只是用一

塊積木拉著一輛積木小車，由於積木受到重力的作用拉著小車前進，拉車的繩子

不斷改變角度使車子受到的摩擦力不斷增大，最後使車子在就要掉下桌子前停下

來。這個實驗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但它能擊敗如此多對手而脫穎而出，正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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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學生的自主思維的一個例子。在這個作品裏幾乎看不到有太多老師的痕跡，

從作者對這個作品的答辯上也可以感覺到整個作品的構思充滿了學生的思維。作

者好象是在無意中發現了這個現像，然後經過慢慢的不斷試驗找到了一個最理想

的配置，使車子能夠做到剛好在桌子邊緣停下來，最後從他所學的摩擦力的知識

去解釋這個現像。 

3. 類似小製作的實驗 

所謂的小製作是指做出一個有一定用途的小玩意，這些小玩意有些是十分有現實

意義的，而有些則是非常有趣的。就像廣州五中的"爬坡小車"利用了空氣反沖的

動力讓小車能在豎直的牆壁上自由走動，非常有趣。還有深圳上步中學的"盲人飲

水機"，它利用大氣壓控制水的自動進出，實現了不用眼看而能夠及時自動開關水

制，和以往利用電來控制水的開關有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法，也體現了一定的實

用價值。事實上，在這類小製作的過程中，學生不僅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更從中

體會到了釋放創意潛能能的無窮樂趣。 

三. 小結 

本次大賽的開展，使創意物理實驗設計這項活動在全省各地的中學中得到了很好

的推廣，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我們認為，其價值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由於本次大賽將題目的限制條件減到最少，使參賽者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能夠得

到最大的發揮。 

2. 要求學生獨立完成整個實驗有利於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使同學們明白如何用

已有的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提高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 

3. 大賽鼓勵學生組隊參加，有利於使學生懂得什麼是團隊協助及其重要性，培養

了團隊意識。 

4. 要求學生答辯有助於提高同學的口頭表達能力及邏輯思維能力，也能更清楚地

考察參賽者的物理功底。 

綜觀總體我們感覺到，大賽對於中學生素質的提高具有積極作用，是一條適應現

代教育要求的路子，而這個大賽也將會繼續舉辦下去。為使以後的大賽能越辦越

好，有些問題亦應該值得組織者考慮改進，例如在評獎的過程中應更加重視創新

性；如何杜絕有抄襲的作品蒙混過關；如何防止老師代勞的情況出現等等。最後，

就是最好評委能對獲獎作品的作者給出評價的反饋，說明作品的優勢和不足，這

樣能使參賽者學到更多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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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部份作品的多媒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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