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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 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21
都在自身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展开了以提高教育

质量，尤其是中等教育质量为核心的大规模教育

改革。这一全球性教育改革浪潮势必促使各国高

考在观念、制度与行为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与改

革。就我国而言，现行高考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国

家新课程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一大瓶颈。因此，深

入把握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高考制度改革的最新动

向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有利于我国高考制度

改革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地汲取他国

的先进经验。

一、美国：建立教育标准和统一考试，革新

考试内容SAT

美国没有统一规定的中学教学大纲、教科书

和中学毕业考试要求，也缺乏由国家组织的全国

性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在全国范围影响最大

的两项大学入学考试—— 和 ，是由民间SAT ACT
考试机构举办，且由于考试要求不同和参加考试

的考生不同，很难从大学入学考试这一出口保证

中等教育质量。而唯一在全美举行的全国教育评

价测试 ，因为参考人数很少，且多为自愿(NEAP)

性质，对中等教育质量的杠杆作用也非常有限。

这种没有统一要求和衡量标准的考试制度，导致

美国中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为了遏止这种状

况，从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再到今天的小

布什政府，都力图通过教育改革建立可以表明全

美学生学习内容和水平的全国统一教育标准，并

实行统一考试以检查学生是否学完了统一课程和

达到了教育标准。在建立全国教育标准和统一考

试的同时，各州为了解在校生学习情况及统一中

学毕业标准，也对以往由学校或学区分散进行的

中学毕业考试加强了统一要求，并实行州际统一

考试。

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历史最为悠久、 SAT

参考人数最多，并为大多数大学承认的考试方

式。但 以一次学术能力考试定终身的弊端日SAT

益暴露，而它基本维持不变的考试内容更是受到

社会各界的声讨。美国人认为，原有的 本来SAT

是测查学生的学术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全部采用选择题的考试形式导致了考生的死记硬

背，不能有效地考查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更不能

测查出学生的创造能力、表达能力和求异思维能

力。
[1]
为了突破 的这些局限，目前美国取消了SAT

自 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测定智商高低的逻辑1926

类比问题，取而代之的是短文阅读理解；数学部

分去掉了数值比较部分，新增了高等数学的基本

内容，并增加了自由应答题；标准英语部分增设

了单独记分的写作部分，包括作文和语法运用两

项内容；还推出了启发式测验法和论文式测验法

等新的考试方法。总体上看，新的 提高了考SAT

试的标准，增加了可检测性，更能促进学校按照

教学大纲，实施教书育人的强国教育计划。

二、英国：加大“课程作业”占分比例，增

设 考试GCE AS-Level

英国目前仍然实行两次考试制度，包括 岁16
学生参加的中等教育普通证书考试 和 岁(GCS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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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的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 (GCE 
。两次考试虽然起着分流和评价的作用，A-Level)

但也使大学对考生的考察具有了连贯性。这正是

英国没有选拔性考试，而又能保证各大学有效选

拔合格新生的关键之所在。为了全面测查考生的

知识与能力， 考试包括校外考试（以笔试为GCSE
主）和校内测验（又叫“课程作业”）。“课程

作业”包括实验、论文、调查报告等，重点考查

学生的设计、操作、观察、表达能力和组织能

力。
[2]
为了弥补由校外考试机构组织的全国统考之

不足，英国教育和科学部最近颁布的《 国家GCSE
标准》增加了“课程作业”在 考试成绩中的GCSE
占分比例，并按年度分别将课程作业的比例规定

为 至 不等，这些都体现了英国加强校外统20% 40%

考与校内测验联系以及重视考查学生实践能力的

趋势。

在对 考试进行完善的同时，英国加强了GCSE

对 考试的改革力度，其重要举措之一GCE A-Level

就是增设了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补充水平考试  (

。这样，考生可以在GCE AS-Level) GCE A-Level

和 两类考试中按规定选考科目，有 GCE AS-Level

效地改变了过去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考试对学

生要求过高、考试科目过少的缺陷，拓宽了英国

后期中等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范围和考生的选考

范围，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学习更广泛的

内容。与此相关，为了使有较高能力的考生有更

广阔的发挥余地，普通教育证书考试又在部分学

科高级水平考试内新设特殊试卷，便于大学选拔

录取优秀的新生。

三、法国：坚持毕业会考与证书考试传统，

采用大学入学预注册制度

法国一直保留着毕业会考和资格证书考试的

传统。无论是毕业考试，还是升学考试一律实行

会考制和证书制。学生完成三年高中学业，通过

全国统一组织的高中毕业会考，取得资格证书，

便可申请进入一般综合性大学学习。只有对于那

些准备进入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才要求在附设

于普通高中的预备班学习二至三年，然后通过竞

争更为激烈的选拔性考试，才能升入高等专门学

校。由于法国高中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高中毕业

会考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都不尽相同，法国最

近几年一直力图建立国家级的统一考试，并开始

使用全国统一的会考试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高中毕业会考的功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法国

人一直努力将其从单纯的知识测验改变为能力和

智慧的测验，一方面注意拓展考查范围，另一方

面重点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另外，在考试方法

上注意笔试、口试的并用，在评价方法上重视一

次性考试成绩同平时成绩相结合的综合判断，而

学生无论是在后期中等教育还是大学教育阶段，

都必须在一年级结束时经过考试，考试合格者才

能转为正式注册生，从而有效地克服了一次性统

一考试带来的某些不足。

为了提前掌握生源情况，法国高等学校在招

生中采用了入学预注册制度。其具体做法是：在

每年的 、 月间提前让学生登记志愿，登记学生3 4

预读的科系及两所大学；到 月份，学生收到由所5

登记进入大学邮寄来的保留名额登记单； 月间，7

待高中毕业会考成绩下来后，学生便可向预先注

册的大学领取表格正式注册。
[3]
为了方便学生填报

志愿，防止考生因为填报志愿不当而落榜，法国

从 年开始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行新的填报2003

志愿及录取办法。其做法是，让考生在网上填报

一份总报名表，并按自己中意的程度排序，招生

办根据考生的报名顺序依次投档，直到考生的最

后一个志愿。这样既能保证那些知名大学能够选

拔到最优秀的考生，也大大减少了考生因填报志

愿不当而落榜的现象发生。

四、日本：实行新的 考试制度，扩大NCUEE
高校招生自主权

与中国一样，日本建立有全国统一的大学入

学考试制度，并存在激烈的考试与升学竞争。为

了克服“考试地狱”、“学历社会”给学校教育

带来的一些弊端，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个性与

生存能力，日本取消了自 年以来实行的以共1979

同第一次学力考试为重点的 大学入学考试制JFSAT
度，开始实行新的以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为标

志的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NCUEE [4]
新的考试制度

的最大特点是，同时实现了统一考试与单独考试

的结合、考试机会的复数化、考试科目组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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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和入学方式的多样化。按照新的考试制度，

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

由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统一组织的全国统考，第二

阶段是由各大学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全国统考

一年举行两次，考生可得到更多的报考机会。各

大学可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和要求自行决定考生

参加哪些科目的考试，并可根据需要对所考科目

进行分数配点。同时，新的考试制度积极倡导和

推动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包括推荐入学、面

试和写小论文入学、社会人特别选拔入学、“引

入考试” 入学等。(AO)
近年来，日本文部省对高校招生方式进行了

积极的改革，强调从多个方面尊重、保证高校招

生自主权。对于是否利用考生的大学入学考试中

心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决定权完全在大学，

文部省不得直接干预。虽然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中

心提供所有考试科目的“中心命题”，但各大学

有权单方面从“中心命题”中指定考生所需参加

的考试科目。各大学不仅依据考生的大学入学考

试中心考试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而且还根据本

校、本专业的具体情况，自行组织单独考试，对

考生情况做进一步的考查，内容包括专业水平考

试、实际操作能力、面试和小论文写作等。国家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各大学自行组织的单独

考试以及考生平时情况调查的结合，保证了日本

各大学、各系科、各专业可以充分选拔自己需要

的新生。

五、德国：统一考试要求，实行限额招生与

竞争入学办法

在德国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大学入学考试

形式是中等教育第二阶段毕业证书考试。经考试

获得中等教育第二阶段毕业证书的考生，同时获

得了升入大学的资格。但近些年来，毕业资格证

书考试的主观性、考分缺乏统一尺度而“含金

量”存在地区和学校间的差异、考试成绩与大学

学习成绩相关度低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

烈不满，引发了是否将全国的毕业资格证书考试

统一起来的激烈争论。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教育

部门虽然对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保持谨慎的态度，

但规定了完全中学全部科目毕业考试的统一考试

要求和评分标准，并对完全中学的知识范围、教

学方式和考试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保证毕业

生有能力掌握高等学校的现代科技知识。

德国重视每个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平等权

利，学生只要具备了大学入学条件，都可自由地

进入大学学习。然而，随着普通民众教育需求的

激增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申请进入大学学习的

人数猛增，远远超出了大学的接收能力，从而产

生了考生自由入学与大学接收能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德国政府被迫实行一种“限额招生”办

法，并成立“中央学额分配机构”，专门负责学

额分配事宜。限额招生的学科范围起初是医学、

药学，目前又发展到人文、电子、生物等学科。

对于这些学科，各大学一是根据中学毕业证书考

试的成绩和申请者等待录取年限长短来选拔录取

新生，二是除中学毕业考试以外，增加学术性向

测试来淘汰选拔新生。
[5]
直到今天，“限额招生”

制度已经成为德国大学入学制度体系中的一种合

法化制度。由于实行限额招生，自然地使大学自

由入学转变为竞争入学，而中等教育第二阶段毕

业证书考试也就开始带有较强的竞争性成分，这

又给德国中学教育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如何

通过新的课程改革，稳步推进“限额招生”制度

改革，同时促使学生全面完成中学阶段的全部学

习任务，成为德国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六、俄罗斯：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实行全国

统一考试

进入新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将目光投向了以

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的教育改革。而俄罗斯近几

年教育质量持续下降，使得它在科学、文化、技

术等各个方面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

大，影响了它的世界大国形象。在这种背景下，

俄罗斯紧随世界教育改革浪潮，并首先将矛盾指

向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决心实行全国统一考

试，以彻底根除原有高考制度的种种弊端。

客观地看，原有的两次考试制度确实存在诸

多不足。首先，每届中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两次大

的高校招生考试，一次是中学毕业考试，另一次

是大学入学考试。这两次考试的范围很不一致，

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而且对学生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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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精神压力。其次，中学毕业考试由任课教

师命题评分，而大学入学考试由高校自主命题。

这不仅增加了考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也为高考

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6]
最后，考生为了考取一

所好的大学，必须亲自到所报考大学参加入学考

试，而且首先应该报考该大学举办的考前培训

班。一些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考生因为不能到所报

考大学参加入学考试，不得不放弃进入名牌大学

学习的机会。而大学举办的考前培训班一般都开

设有针对性的课程计划和模拟考试，不能参加考

前培训班学习的考生就很难考进重点大学。这就

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考的公平性原则。所有这

些弊端，都是俄罗斯启动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具

体原因。而高校单独招生所引起的统一标准问

题、考试管理问题，又坚定了俄罗斯政府加快高

校招生制度改革的决心。为了彻底根除这些高考

弊端，确保高校入学考试的公平、公正与客观，

以促进俄罗斯教育质量的提高，俄罗斯政府以全

国统考取代以前的中学毕业考试和大学入学考

试。经过几年的试点，俄罗斯政府已于 年正2004

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并

得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

七、澳大利亚：实行“全澳等级考试”，强

调平时学习成绩

为了有效地改变“一试定终身”的考试弊

端，澳大利亚近年废除了全国高中毕业会考制

度，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高中两年的综合成绩加

上一次地区性的“全澳等级考试”成绩来决定考

生是否被录取，而不是以一次会考成绩作为高校

新生录取的唯一标准。很明显，新的高考制度旨

在克服考试所带来的偶然性，强调考生平时学习

的表现，因而也受到了学校、考生和家长的普遍

欢迎。

按照新的高考制度，学生每门功课的综合成

绩是根据其高中两年期末考试、课外作业、作文

和演讲 项成绩来评定的，学校选取学生成绩最好4

的 门课合成个人原始分，作为大学录取的依据。4
与以前的全国高中毕业会考相比，这种录取制度

有四个方面的优点：

、不以一考定终身。1

学生必须认真对待平时的每一次考试和作

业，打消临时抱佛脚和碰运气的侥幸心理。

、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形成竞争机制。2

“全澳等级考试”是衡量一个学校教育水平

高低的试金石，学校只有精选教材，精心教学，

引进高质量师资，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吸引更多

的学生。各校之间的良性竞争促进了整体教育水

平的提高。

、强调综合运用的能力。3
要求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为将来深造

打下坚实基础。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形成健康的学4
习。

[7]         
然而，由于没有统一教材，也取消了全国统 

一考试，各校的试题有易有难，因此，个人原始

分的“含金量”各不相同，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

中学教育质量和高考本身的合理性。这又是澳大

利亚今后高考改革必须解决的课题。

八、韩国：完善联合考试制度，实行考试分

数等级制

经过几十年的高考制度改革，韩国在 年1986

确立了大学入学学力测试、论文式测验和中学成

绩并用的联合考试制度，其基本框架一直沿用到

年。虽然这种考试制度基本上克服了韩国高1995

考改革经常在政府控制考试与高校掌握考试之间

来回摇摆这种现象，但还是存在侵犯大学自主招

生和选拔自由的原则，因而受到了来自大学方面

的批评。为此，韩国政府确立了新一轮高考制度

改革的基本原则，即为充分保持和发扬政府统一

考试的优越性，同时十分重视扩大高校的自主

权，避免统考、统招带来的统得过死的弊病，以

促进大学招生过程的科学化。而改革的主要内容

是：

、将大学学力测试改为大学修学能力测试。1

新的改革方案提出，废除学力考试而举行学

能考试，将过去分别在 个学科中进行的知识性考9
试变为由语言学、数学原理和英语组成的学习能

力考试。
[8]

、扩大评价中学成绩的范围，提高中学成绩2

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占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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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明确指出，中学成绩不仅指学习成

绩，社会活动能力也是重要的方面，同时规定中

学成绩占大学招生录取总成绩的 或更多。40%

、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允许各高校进行单独3
考试选拔。

新的改革方案指出，各大学在统一组织学能

测试的基础上，可以举行不多于两科的笔试，并

规定笔试不得超出中学教学内容的范围，但至少

有 的主观题或论文题。50%
为了打破以分数为主的招生制度，引导学生

从注意高考分数转向对自己专长和特殊才能的关

注，韩国教育部又在近几年实施考试分数等级

制，即对考试成绩不再计算总分，而是将各科目

的考试成绩分别打分，然后依据分数段确定各科

目的等级以及综合等级。等级分为 等，每年的等9

级比例根据当年的考生数量而定。实行分数等级

制，改变了过去以总分成绩录取新生的招生方

式，成绩在同一等级的考生在大学招生录取时享

有同样的机会，这提高了考生参加大学初选的可

能性，也减轻了学生的高考负担。

九、启示：保持中国特色，吸收国际经验

为了适应国内新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教

育形势，教育部明确提出我国现在和今后的高考

改革要有利于高校科学、便捷地选拔合格人才，

有利于高校自主招生和自主办学，有利于中等教

育实施素质教育，集中表明了我国新一轮高考改

革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准确

把握国外高考改革的最新动向及其一般趋势，无

疑将为我国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点。

、提高中学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学会发展，1

是各国高考改革的核心目标。

面对当今世界呈现的新的竞争态势，各国都

不约而同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基础教育，核心的

目标是通过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高

素质的人才苗子，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趋激烈的

科技与人才竞争。对作为扼守基础教育质量出口

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也就自然地成为各国政府

推行教育改革工程的重点。而各国高考制度改革

的共同趋势则是：在发挥高考选拔、评价功能的

同时，注意挖掘高考对教育、教学和学生发展的

促进、发展功能，力求通过高考制度改革，提高

中学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学会发展。

、立足于本国特色，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综2
合、灵活运用他国经验，是各国高考改革的重要

形式。 
在对待国外高考改革经验时，人们可以采取

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消化吸收再利用，二是在

多样综合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三是突出特色，强

调原创。统观主要发达国家高考改革的最新动

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各国都在消化吸收的

基础上综合、灵活运用别国经验，进而形成具有

本国特色的高考体系。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加强

政府对高考的统一控制，日本和韩国推行学习能

力测试，韩国允许高校举行单独考试，等等。这

些做法明显带有别国的影子，但同时又是基于本

国国情，力图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

、加强国家统一考试，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3

权，增加学生的选择自由，是各国高考改革的基

本框架。

表面上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高考制度似乎

处于国家统一考试与高校自主招生的两极。但最

近的高考改革动向表明，各国都在尊重自身历史

传统的基础上，对原有高考制度的不合理成分进

行革新，其基本趋势是：原先高度分权的国家正

在加强对高考的控制和管理，而实行统考的国家

正在逐渐增大地方和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同时，

各国都努力通过增加考试次数、组合考试科目和

丰富招生形式，尽量增加考生的选择自由。可以

预见，加强国家统一考试、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

权与增加学生的选择自由，将是当今各国高考改

革的基本框架。

、在注重基础知识考查的基础上完善考试方4

法与试题形式，重点考查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实际

能力，是各国高考改革的共同课题。

美国改革 考试内容，强调对学生创造能SAT

力、表达能力和求异思维能力的考查；英国通过

“课程作业”评定项目，重点考查学生的设计、

操作、观察、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日本允许高

校自行组织单独考试，进一步考查（下转第 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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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2005

　　 [2] Serpell,Zewe.(2000).Beginning Teacher Induc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许英美．日本新任教师研修制度的现状 ．比较教[3] [J]

育研究， ， ： ．2002 (3) 53-54

　　 [4]Hendrick,Linda Scott,& Childress,Linda J.(2002).The 

TIMS Beginning Teacher Support and Assessment Partnership:

A Study of Eight Years of Collabor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New Orleans,LA.

　　 ．[5]Serpell,Zewe (2000).Beginning Teacher Induc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杨涛．中日小学新任教师培训比较 ．辽宁教育研[6] [J]

究， ， ．2005 (11)

　　 许英美．日本新任教师研修制度的现状 ．比较教[7] [J]

育研究， ， ： ．2002 (3) 55-56

　　 周明．初任教师的入门新捷径——试析美国佐治亚[8] 

州初任教师的教学辅导教师制度 ．中小学教师培训，[J]

， ．2006 (3)

（上接第 页）5 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德

国除中学毕业考试以外，增加对学生的学习性向

测试；韩国将过去的知识性考试转变为大学修学

能力测试，等等。这些动向说明：当今世界各国

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和教育改革要求，都

力图通过完善考试方法与试卷形式，全面地考查

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实际能力。

、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允许高校组织单独考5

试，强调学生的平时学习，是各国防止“一试定

终身”的有效途径。

针对“一试定终身”的高考弊端，美国采用

以高中成绩、 或 测试成绩、高中教师评SAT ACT
语及推荐信为综合依据的录取办法；英国增加

“课程作业”的占分比例，增设普通教育证书高

级补充水平考试和特殊试卷；法国采用统一考试

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综合判断，并根据考生在大

学试读期一年后的考试情况决定是否正式注册；

日本的全国统考一年举行两次，并允许高校举行

单独考试；澳大利亚废除高考毕业会考制度，以

学生高中两年的综合成绩加上一次“全澳等级考

试”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依据。可见，增加统一

考试机会，允许高校组织单独考试，增大平时学

习的占分比例，都是防止“一试定终身”的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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