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九期，第一冊，文章六，第一頁(二零零八年六月)
白秀麗、朱紅紅、解希順
淺談考試內容改革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以大學物理考試中的一道開放性試題為例

淺談考試內容改革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
——以大學物理考試中的一道開放性試題為例
白秀麗、朱紅紅、解希順
東南大學物理系
中國 南京 210096
電郵︰xiexishun@seu.edu.cn
收稿日期︰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於六月十三日再修定)

內容
o
o
o
o

o
o

摘要
引言
對國內外考試內容的對比研究
考試內容改革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
o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
o
改革考試內容，培養學生的探究性學習能力
o
點評
結論
參考資料

摘要
通過對國內外考試內容的對比研究，作者認為應該改革現有的考試內容，構建適合於素
質教育的考試內容。並以一道改編的開放性試題為例，運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詳細闡述
了這種新型試題對學生探究性學習能力的培養，從而來啟發、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
研究、學會創新。

關鍵字: 考試內容改革；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探究性學習能力

引言
教育的本質是提高人的素質和能力，而不是讓大腦記住多少知識。記住的知識再多，如
果不能運用這些知識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那將是一種失敗的教育。《中共中央國務
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也提出了：“高等教育要重視大學生的
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業精神，普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要重視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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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收集處理資訊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語言文字表達
能力以及團結協作和社會活動的能力。”由此可見，堅持教育創新，全面推進素質教育
是當前我國高校教育改革的主旋律。考試制度改革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環節，對其起
著“指揮棒”的導向作用。許多教育專家、學者認為，考試制度改革的滯後是教育改革實
施過程中主要的問題和障礙所在，這種制度的滯後性也影響了教育改革的順利推進。考
試內容作為考試制度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已經落後於新的教育改革理念對其所做的要
求。[1]因此，改革現有的考試內容，構建適合於素質教育的考試內容，對於高校考試制
度改革的成敗至關重要。

對國內外考試內容的對比研究
通過閱讀大量文獻和對國外一些試題的研究分析，作者認為國外的一些考題的優勢大多
體現在其科學性和實用性方面，考題大多來源於現實。比如：請說一下修補如何如何的
一個池子需要多少料?加工一樣東西要用多少錢?而且國外一些大學的高校教育也注重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比如英國的大學考試層次、類別多樣化，注重學生多方面能力
的考查；美國的大學考試重視試題編制的科學性，在考試試題中加有學生興趣問卷,注重
激發學生的興趣；日本的大學考試內容重能力的測試，等等。[2]
而在我們國內，長期以來，雖然一直都在提倡素質教育、創新教育，但是在傳統教育模
式的影響下，國內的高校考試制度中仍存在著一些背離素質教育培養目標的弊端。縱觀
傳統的考試內容，不難發現傳統的考試主要以名詞解釋、填空題、選擇題、論述題、計
算題等題型為主，這些考試方式是以課本作為唯一內容，忽視了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創新
能力的培養。這樣的考試內容過分注重書本知識，大多數題目都能在書上找到標準答
案，屬於知識的再現，從而忽視了學生應用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考查。因
此，在國內的高校裏要深化素質教育，就要改革現行的考試內容，多設計一些新穎獨特、
科學性、趣味性更強的題目，以激發學生學習的熱情，使他們能夠主動去探索、創新。
而且我國高校教育考試內容改革還要有國際視野，借鑒國外一些成功的經驗，在基於我
國的國情的基礎上，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考試制度，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考試內容改革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大學生學習的啟示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3]認為，學習不是簡單地由教師把知識傳遞給學生， 而是學生自己建
構知識的過程。學習過程應該包含兩方面的建構：一方面是對新資訊的意義建構過程，
是指弄清事物的性質、規律以及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要把當前學習內容所反映的新資
訊儘量與原有的認知結構相聯繫，並對這種聯繫認真地思考，而“聯繫”與“思考 ”是意義
構建的關鍵。另一方面是對原來經驗的改造和重組，即學生在原有經驗的基礎上對知識
的再理解和再創造過程，這種過程需要學生自己去完成，是別人不能替代的。完成任何
學科的學習和理解都不像在白紙上畫畫，學習總要涉及到學習者原有的認識結構， 學
習者也總是以其自身的經驗， 來理解和建構新的知識和資訊。
在我國長期應試教育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一直到大學，評價他們
能力的標準普遍還是考試成績。這樣一來，他們雖已具備了扎實的知識基礎，對解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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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常見問題也遊刃有餘，但對老師的依賴性較大，缺乏知識的自我建構能力，一旦遇到
新問題、新情境的時候，又會束手無策。如果說， 在進入大學以前， 學生的學習在很
大程度上依賴于教師的指導與安排，而跨入大學校園則意味著將逐步離開老師的庇護，
轉由學生承擔更多的自我管理任務， 逐漸成為一個自我控制的學習者，從一個知識的
被動接受者變成主動建構者。充分發揮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性，體現現代主體教育的要
求。[4]
現代主體教育思想強調了學生是自身生活、學習和發展的主體， 現代教育應把發揮和
培養學生的主體性作為一項核心目標， 建構主義學習方法正是現代主體教育思想的具
體體現。當代大學生要認真吸收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使自己善於學習，學會學習。從
而使自己更加認識到學習是探究問題的過程， 而不僅僅是為了瞭解問題的答案； 是批
判性思維， 而不僅僅是為了記憶；是在情境中理解並學會應用， 而不僅僅是獲得一點
資訊。
改革考試內容，培養學生的探究性學習能力[5]
傳統的考試試題大多數都是知識再現型，主要考察學生的記憶能力，不能體現學生對知
識的自我建構能力和創新能力。通過分析與研究國內外一些創新型的考試試題，作者認
為可以在國內的傳統考試中引入一種新題型——開放性試題。這是一類以考查學生的探
究能力為主要目標的題目，它不僅有利於培養學生的自我建構能力和創新能力，而且還
可以培養學生的探究性學習能力。開放性試題是一種新的題型，它的出現給傳統教學帶
來了強烈的衝擊。它能提供給學生廣闊的空間，鼓勵學生開闊思路、自由發揮；有利於
啟發創造思維， 挖掘學生潛能；能夠引導學生由消極等待條件發展為主動地獲取條件，
有利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傳統的考試試題非常注重答題的嚴密與準確， 往往容易將學生的思維引入一個封閉的
圈套，使學生的能力無法自由發揮， 創新精神得不到體現，而且不利於啟發學生的思
維。因此對於某些彈性較大的試題，我們可以對其進行合理的改造，適當地解開束縛、
放寬條件， 採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增加答題的自由度， 鼓勵學生主動去探究、
去創新，得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下面以一道改編的開放性物理試題為例，來詳細闡述這種新型試題對學生探究性學習能
力的培養。
原題：飛輪的半徑為 r = 50cm，今在飛輪上繞一細繩，繩的末端掛一品質為 m1 = 8kg 的
重錘，讓重錘自高度 h = 2m 處落下，測得下落時間 t1 = 16s。為消除軸承摩擦引起的
摩擦力矩的影響，再用品質為 m2 = 4kg 的重錘做第二次試驗，此重錘自同一高度下落
的時間 t2 = 25s。假設摩擦力矩是個常量，與重錘的重量無關。求飛輪的轉動慣量。[6]
改編（1）：已知實驗器材：品質為 4kg 和 8kg 的兩個重錘，一根細繩，直尺（cm），
秒錶。
請運用以上器材設計一方案，用實驗的方法測定一半徑為 50cm 的飛輪（如下圖一所示）
對於其轉軸的轉動慣量 J，寫出具體的方案和涉及到的物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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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2）：請利用所學的知識設計一方案，用實驗的方法測定一半徑為 50cm 的飛輪對
於其轉軸的轉動慣量 J，實驗器材可自行選取。寫出具體的方案、涉及到的物理原理及
所選取的實驗器材。

圖一 飛輪圖
r

飛輪

點評
原題是一道常見的試題，涉及到的知識是剛體的轉動慣量，只要是學過剛體知識的大一
學生都可以解答。題目已經給出了所需要的量，只要求學生寫出相應的物理原理（轉動
定律和牛頓定律）， 帶入求解即可得到答案。同樣一個題材，改編（1）換用另一種設
問方式，相對來說則給予了學生更大的思維空間， 題目中已經告訴了實驗器材但並沒
有告訴學生具體的實驗方案，要求學生運用這些器材，自己去探究實驗方法，找出恰當
的方案並解決問題， 充分體現了學生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而改
編（2） 則是一道開放程度更加充分的試題。此題完全突破傳統， 讓學生任意選取器
材，任意設計實驗方案，只要能求解所提出的物理問題即可， 其目的在於鼓勵學生勤
加思考、開拓思維、開放視野， 使他們的思維不只是局限於已有的知識範圍，還可以
向未知的空間發展。學生要想設計出合適的方案，不僅涉及到學習者原有的認知結構，
還要求學習者要以原有的知識經驗來理解和建構出新的知識和資訊。在科學探究過程
中，自我建構出新的知識往往比從別人那裏直接獲取新知識更加重要，也更能培養和啟
發學生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可以說，改編（2）更有利於培養學生的探究性學習能力和
創新能力。
開放性試題有利於培養學生從一個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向一個主動建構者轉變，逐漸成為
一個自我控制的學習者，有利於培養學生的探究性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開放性試題的
出現給傳統教學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我們必須抓住這類試題的特點，充分發揮學生的主
體作用，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強化學生的創新意識，不斷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作為
當代的大學生，也應該在老師的適當引導下， 在注重吸納新知識的同時，儘量使原有
知識儲備條理化、結構化、組織化， 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建構知識，並非簡單地存儲知
識，從而充分體現學生自身的獨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那些能夠在學習中不斷建
構自身知識體系的大學生才能成為真正善於學習的終身學習者，才能夠自我控制學習過
程；同時又具有自我分析和評價能力， 具有反思與批判能力和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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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Toffler）曾經指出：“未來的文盲不再是目不
識丁的人，而是沒有學會如何學習的人”。 [7]在未來社會，學會如何學習是每一個人都
要面對的時代課題，它既是打開終身學習之門的鑰匙，也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通行
證。現代教育也把發揮和培養學生的主體性作為一項核心目標，強調了學生是自身生
活、學習和發展的主體，要求學生不僅要學會學習，還要學會研究、學會創新。
基於現代高校教育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學校考試制度應該進行相應的改革，適當改革現
有的考試內容。多設計一些創新、開放性的題目，也可以對原有的傳統試題進行適當的
改編，給傳統的考試內容注入新的活力，從不同的角度來考查學生的知識結構，啟發、
引導學生在解題的過程中培養自己獨立思考、探究創新的精神，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
性、主動性。考試內容改革已成為國內高校考試制度改革的重要部分，相信設計、改編
出能夠考查學生的創新探究能力的新型試題也將成為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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