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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之对策的经济学视角研究

江一平

(苏州科技学院成人教lit"学院，江苏苏州215011)

摘 要：从不同年级学生作弊分布来看，其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从课程的分布来看，其中

基础课的比例最大，而专业课则较少。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其直接收益(成绩合格乃至优秀)

和间接收益(奖学金及荣誉等)在作弊者看来是大于风险的。而要消除这种现象，一是要强化学生诚信的道德

观念．二是要改革考试及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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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学生考试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作弊手段

层出不穷，动摇了考试的严肃性、公正性和科学性，甚

至影响到高校的校风、学风。曾有调查表明，高校学生

认为考试舞弊现象相当普遍和较普遍的达27．8％，某

文科院校四年中，有舞弊行为或动机的占78％；高校

中还流行着一句话：“学不在精，作弊则灵，功不在深，

会看则行。”【1降笛大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成为一项十分

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大学考试作弊的相关研究引

起了教育工作者及相关学者的重视。

一、某高校考试作弊现象分析

作弊的学生多为一些平时不爱学习或对考试没

有信心的学生，其中也有部分成绩十分优秀的学生，

希望考分更高而铤而走险。笔者对某高校一学年共

55人次作弊案例进行分析。试图从中寻求一定的规

律。

(一)不同年级学生作弊分布

表1不同年级学生作弊分布

二年级 16 29．0904

三年级 31 56．36％

四年级 4 7．27％

合计 55 一

从表1可见，不同年级的学生作弊频次不同．一

年级和四年级学生较少，各为4人次，二年级和三年

级学生较多，分别为16人次和31人次。原因如下：一

年级的新生刚经过高考的考验．学习的劲头仍然有一

些延续，到大学以后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对考试成绩

并没有太高的期望，加上学校对考试纪律严格要求。

相对来说使用作弊的手段以通过考试或者获取高分

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二年级的学生，对大学的环境比

较了解，并且意识到考试成绩的高低能够跟相应的荣

誉联系到一起，因此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了使用作弊的

手段以顺利通过考试或者获得更高的成绩；而三年级

大多为专业基础课程，要学好课程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并且更加希望通过考试作弊获得更多的利益。作

弊相对而言出现一个高峰；四年级学生的课程相对较

少。大多数学生经过几年大学生活的感悟以及面对毕

业、就业压力，已经意识到只有真材实料才能适应社

会竞争的要求，因此学习的目的有所改变。态度相对

更加端正，除了极少数欠缺课程比较多的学生外一般

不会作弊。

(--)学生作弊与课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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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学生作弊与课程的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课程在作弊案例中

占有不同的比例，其中专业课程的作弊比例最低。占

55人次，是作弊案例中的2％不到，而专业基础课程

作弊比例最高，几乎到了总数的～半。其次政治理论

课及英语类课程所占比例各为20％和21．8％，可见大

多数学生对专业课程的重视程度比较高，而专业基础

课程却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

主动性有所欠缺，这也暴露了部分大学生学习的功利

心理；英语类基础课程在国内教育领域被赋予了相对

较高的地位，然而却成为部分大学生的心病，主要原

因在于教学双方没有做到或充分理解这类课程的应

用性及学习的方法，而英语等级考试的指挥棒也导致

英语类课程教与学的固有模式；政治理论课具有概念

性、逻辑性、关联性和判断性，这些内容需要记忆性，

但理解性、创新性较少，tz,即--01政治理论课程不能引起

学生足够的主动学习的兴趣，出现的结果是考试前突

击记忆，甚至少数学生考试时带小抄进行作弊。

二、大学生考试作弊成本——收益分析

大学生考试作弊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来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在大学，卷面考试作为课程

考核的最主要手段。成绩成了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工

具，它直接关系着大学生的评优、奖学金、提干、入党、

就业及个人价值的体现。而一些教育考试、高校组织

的社会性证书考试．也都直接跟大学生的个人利益挂

钩。因此，大学生考试是选择作弊还是不作弊，就有一

个对作弊付出的成本和因做作弊而获得的收益进行

比较的过程。

(一)大学生考试作弊成本分析

从大学生考试作弊成本的结构来看。成本可以表

示为：

C=P(R+M1)+M2。

对C、P、R、Ml、M2的定义为：C是大学生考试作

弊的总成本。P是大学生作弊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也

就是说大学生考试作弊会有多大可能被学校发现并

给予处罚。一般情况下考试秩序要靠一个好的考试制

度来维持。在此前提下主要来源于监考人员的监考水

平和责任心。

R是大学生作弊的风险成本，表示大学生考试作

弊所承担的风险。简单的说就是当考试作弊被发现后

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包括根据教育考试相关法规和学

校相关规章制度要受到的处罚。以及因为考试作弊而

造成的失去参加各种荣誉评选的机会。现在一般高校

对作弊的处罚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

开除学籍．大学生作弊视情节轻重要受到相应处分；

另外高校一般规定如果考试作弊就要取消评奖学金

及相应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学生等荣誉的资格。这些

都是大学生作弊的风险成本。

Ml表示大学生考试作弊的信誉和道德成本，也

就是因为考试作弊被发现而造成的不良信誉评价和

周围人群或社会对其的道德指责。大学生作弊来自通

过考试、取得高分等各方面的压力。也受到社会不良

风气的影响．属于大学生的一种价值取向的偏差，因

此要受到一定的信誉质疑和道德谴责。

M2表示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实施成本，即为了进

行作弊行为而付出的精神和物质的代价。大学为了作

弊。受着高度的精神压力，有的为了实施作弊要购置

协助工具。甚至有的要给协助作弊者一定的经济贿

赂．这就是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实施成本。

(二)大学生考试作弊追求收益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任何行为的实施都是为追求

自身利益的，之所以有众多大学生不惜付出惨痛代价

实施作弊是因为作弊一旦成功学生本人能从中获益。

大学生考试作弊收益可以分为直謦收益和超额

收益：直接收益即利用作弊通过课程考核或取得高

分，这样可以省去进行课程补考或重修的成本，还有

就是免去高度的精神上的压力。

考试作为教学的一个环节，仅是检测和衡量教与

学效果的一种手段。考试成绩高低只是衡量个人在本

科学习效果与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l"即*-rl然而有些大

学的功利性指导目标，使考试成绩作为一种指挥棒，

考试成绩成了衡量一个学生好坏、优劣的标准。在高

校里。入党、评奖学金、推优等各方面都要符合学习成

绩的硬性指标，高分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同学和老

师的好感和褒扬，甚至不论获得高分的手段如何。因

此这就成为了考试作弊的超额收益．它包括由考试作

弊拿到高分而取得的相应荣誉。

三、大学生考试作弊原因分析

大学生考试作弊是对成本和收益的一个自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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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评价。也是大学生与考试制度及监考教师之间的经

济博奔行为。之所以有很多大学生实施或参与考试作

弊。是因为当今社会和高校教育的整体状况及相应措

施不够健全。

(一)作弊成本小而收益大

作弊的总成本取决于实施成本、风险成本、信誉

成本及作弊被发现的概率等多个方面因素。首先。目

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的信誉成本几乎为零。现今社会上

一些不良风气十分盛行。致使出现了一定的信誉危

机，大学生也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大家一直期

待的个人信誉档案体系仍没有建立完善，甚至有人认

为考试作弊取得高分是个人能力的象征，因此大学生

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几乎不需要为信誉付成本。

其次作弊的被发现概率及风险成本较低。考试作

弊的风险成本取决于高校的考试管理制度，其中包括

监考老师的业务水平及对考试制度的执行能力。高校

对大学生作弊进行处理的出发点是以对学生本身进

行教育挽救为目的，惩罚的力度仍比较小，再加上部

分监考教师业务水平不高，甚至在遇到考场有作弊学

生时存在妥协心理，制止及处理不及时和不尽合理。

以上原因导致作弊的被发现概率及风险成本大大降

低。

(二)学习机会成本大。课堂学习收益小

大学生为了考试顺利通过要对课程进行全面的

复习，然而因为认真学习必须放弃娱乐、休息、社交、

看课外书籍等。从经济学上来说这属于学习而带来的

机会成本。再者有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上至天文、下

至地理，口若悬河却没有多少实质内容。更加与课程

的本身相去甚远；而有些老师照本宣科，一点不讲究

课堂的艺术性，不能吸引受众的兴趣。因此，部分学生

感觉学习的机会成本大，又没有太多的收益。对学习

失去兴趣。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部分大学生的功利

性心理，加上专业课程比较接近实践领域，因此作弊

较少；而公共基础课程及专业基础课程比较枯燥，因

此部分大学生选择作弊的“捷径”通过考试。

四、预防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对策研究

大学生敢于在考场上作弊。从经济学观念看也是

考生经过“科学”决策的理性行为，是经过权衡成

本——收益后实施的。鲫肛啪因此。要从根本上预防大

学考试作弊，就要相应增加作弊的成本，减少作弊的

收益；减少学习的机会成本，增加课程学习的收益。总

的来说应该从社会、学校、学生本人三个层面上寻找

突破点，预防和减少大学生作弊。

(一)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增加大学生考试作

弊的信誉成本

首先，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

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单自己远离作弊、

恪守诚信，还要积极与不诚信行为做斗争。成为社会

优良风气的倡导者和守护者。其次。学校管理人员和

教育工作者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树立诚实守信的

榜样。再次，全社会共同努力，塑造一个良好诚信的氛

围。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应该牵头创建针对每一个公

民的诚信档案信息，记录下大到违法犯罪、小到考试

作弊等相关诚信缺失行为的电子信息网络。让全社会

成员互相监督并自我监督。

(--)加快课程教学改革。减少学习的机会成本，

增加课堂学习的收益

首先，优化现有专业课程体系，在课程教学安排

上遵循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并注重大学生专业实践

能力培养，让专业教学更贴近现代专业科技前沿，以

消除大学生学习无用论。

其次，加强高校教师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培训，

彻底排除上课说书或上课背书甚至上课照书读的授

课形式，让课堂教学更能调动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再次，积极推行弹性学制管理，早日实行完全学

分制。完全学分制是允许学生在修满必备学分的前提

下提前毕业。也可中途休学或延期毕业的一种灵活的

教学管理制度。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选择课程、选择

授课教师、选择学习进程的权利，这充分考虑了学生

的个性和差异，突出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成才的特点，

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聊一

(三)规范和完善关于考试作弊的规章制度。增加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风险成本

倡议国家设立《考试法>，对考试作弊行为针对情

节进行明确界定。作弊情节严重者不但要受到行政处

罚，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立法中还可以适当引入私法

范畴。让作弊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通过立法加大

考试作弊处罚力度，并在执行过程中严格把关。杜绝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侥幸心理。由此增加大学生考试作

弊的风险成本，以至有效控制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

蔓延。

(四)加强考务管理、增强监考人员责任心，提高

考试监督力度，增加大学生考试作弊被发现的概率

加强考试过程管理是防治的有效手段。在考试之

前应该明确宣布细致、严格的考试纪律。并有效提高

监考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大考试过程的巡查力度，只

有实行规范化的管理才是良好考试秩序的长效保证。

另外要加强监考人员的责任心。监考人员是考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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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执法人员，是神圣考场纪律的守卫者，是公平考试

准则的裁判员，也是考试作弊行为的第一责任人。

(五)使用高科技工具预防大学生考试作弊．增加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实施成本

现在考试作弊的手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夹带、抄

袭，而是呈现多样化、数字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些

高科技数字化产品走进考场充当了作弊的工具．如手

机、无线耳机、电子摄像笔等。针对这种情况，在考试

管理中也应该使用高科技的手段进行预防和打击．如

使用金属探测器、使用通信信号探测器、在考试区域

和考场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在考试区域实行通讯信

号屏蔽、使用二代身份证识别仪等。通过使用高科技

手段，致使考试作弊的投入更大，实施成本的增加必

将带来作弊现象的减少。

(六)改革对大学生素质的评价标准，减少大学生

考试作弊的额外收益

部分高校将学习成绩作为大学生素质评定的唯

一标准，用学习成绩作为大学生评定奖学金、优秀、入

党等荣誉的硬性指标。这些就成为大学生考试作弊而

取得高分的额外收益，因此部分大学生前仆后继、铤

而走险加入考试作弊者大军。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应

该综合评价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对学生一年来在校

期间德、智、体诸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并以综合

评定作为大学生荣誉评比和推优的标准。这样才能打

破学习成绩是唯一标准的惯性思维。减少大学生考试

作弊的额外收益。

(七)实行科学、合理的综合性课程考核形式，减

少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直接收益

新的人才标准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的

要求．因此考核应该侧重于过程性评价、侧重于以能

力为主的综合性考核模式，应该根据不同课程的性

质，设计运用口试、笔试、实践操作等不同的考核形

式，以开放的、学用结合的高效能考核模式代替传统

的考核形式。在老的考核形式下，大学生可以通过简

单的作弊手段将相关知识点材料带人考场实现作弊，

而在新的考核模式下就算使用作弊的方式也无法取

得预期的收益。因此，通过实行科学、合理的综合性课

程考核形式来减少大学生作弊的直接收益切实可行。

(八)在课程考核中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学生间的

互相监督

由于大学课程考核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导致

大学生之间互相监督的失灵，考试规则也会处于无效

状态，加上监考力度的欠缺，大学生作弊现象不可避

免。如果在课程考核中引入竞争性原则，参照选拔考

试的模式确定合格比率或实行后几名淘汰制，这样不

单可以使大多数学生有理由拒绝被别人抄袭，还可以

充分发挥大学生之间互相监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玲玲．从博弈论看考试作弊的现象阴．武汉冶金管理干部

学院学报，2005，(4)．

【2】李基，刘长惹．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多维透视与探析U】，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王健．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多视角探因与对策【J】．高校教育管

理，2007，(4)．

【4】黄小梅．从成本——收益分析维度看大学生考试作弊咖．职

业圈，2007，(t2)．

【5】刘贵富．大学考试作弊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田．吉林工程技

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2)．

责任编辑：曲晓红

College Students’Cheating in Examinations and its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Jiang Yiping

(School of Adult Education，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21501 1，China)

Abstract：Seen from the grade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ents cheating in exams，it shapes like an olive

with”two small tips and a huge body”．Seen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urses．basic courses constitute

the largest proportion，while the proportion is comparatively small with the specialized COUrses．Seen from

the Cost-Benefit perspective in Economics，the direct benefits(such as qualified or even excellent perfor-

mance on tests)，酗well as the indirect benefits(scholarships and honors，etc．)from the cheating seem to

be greater than the risk．In order to eliminate this phenomenon，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moral value of integrity and what，s more，it is also urgent to reform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s and teach-

ing．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cheating in the exaa]s；economics；benefi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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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陶恩前 试论当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
    当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考试作弊一直是困扰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和广大教师的一个难题.也已经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大

学生考试作弊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本文分别从大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及社会的

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预防考试作弊的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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