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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利用“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課堂提問調查問卷”，從提問目的、選擇適當問題、正確叫答、

有效回饋、採取支持性措施等方面對普通高中生物學新課程實施中教師課堂提問情況進

行了調查。調查表明，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對課堂提問的認知總體上較好，能夠在一定

程度上使用有效課堂提問策略。在此基礎上提出了相應的建議。 

關鍵字: 普通高中；生物學；課堂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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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關教師課堂提問的研究，已經對 Rowe、Tobin 和 Lemke 的早期研究有所發展。國外

最新研究表明，有效的教師課堂提問促進學生知識建構。[1]有效的課堂提問不僅有利於

學生的知識建構，也有利於教師的職業發展。近年來國內交往教學、理解教學與對話教

學研究受到重視。在課程改革中，已把對話理念引入課堂教學，在交往中對話，在對話

中理解。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當中，教師、學生、文本之間的平等對話。要使對話有成

效，提問是關鍵。提問是使學生參與課堂對話的最直接的方式，提問能夠有效地促進學

生對問題的獨立思考。  

有學者對教師課堂上 15 種教學行為的有效性進行了調查研究，發現提問這種教學行為

低於“經常有效”。 [2]這說明，雖然提問是常用的教學行為，但教師卻不善於提問，也

就是說，提問的有效性不夠，教師缺乏提問的技巧。本研究旨在通過對新課程背景下普

通高中生物學教師課堂提問情況進行調查，瞭解教師對於課堂提問的認知，以及在教學

當中所採用的行為方式，發現問題的所在。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以期有助於普通高中

生物學教師有效地利用提問策略促進學生知識的建構和促進教師的職業發展。 

研究問題 
從問題入手來組織教學，將學科知識隱含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讓學科知識服務于學生

解決實際問題能力的培養。這樣，在教學時通過問題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並為教學定

向就顯得尤其重要了。根據研究目的，本課題要研究的問題是： 

①目前高中生物學教師對於課堂提問的認知如何？ 

②目前高中生物學教師在課堂上提問狀況如何？ 

③教師在運用提問技能開展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困惑是什麼？ 

研究方法 
1．調查工具 

以交往教學、理解教學與對話教學作為普通高中生物學課堂提問的理論基礎，參照湖南

大學姚利民教授編制的“教師課堂教學行為調查卷”中教師提問部分，設計了“普通高中

生物學教師課堂提問調查問卷”。問卷採用封閉性和開放性試題相結合的形式，由四個

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教師的一些基本資訊；第二部分是問教師在教學實踐當中有關提

問的行為；第三部分要求教師就提問的認知方面作出回答，採用的是 Likert 量表。要求

教師根據自己同意有關陳述的程度做出選擇，以瞭解教師對於課堂提問的認知；第四部

分是開放題，要求教師回答“運用提問技能開展教學存在的主要困惑是什麼”。  

本研究根據“教師有效提問”文獻分析，歸納為五個主要向度: ①明確提問目的，②選擇

適當問題，③正確叫答，④有效回饋，⑤採取支持性措施。依此編制“教師有效提問量

表”，徵求專家意後，修訂量表初稿並進行預試，再根據預試結果分析本量表之信度、

效度。此問卷的信度方面，各向度與總量表的內部一致性較高。總量表的 Cronbach 
a=0.8059，各分量表的值介於 0.7351-0.8098 之間，效度方面則經過多位專家及在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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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具有內容效度。此外，由各分量表與總量表之關聯性，可看出本問卷具有建構效

度。  

2．調查方法與實施  

本調查研究，採用的是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先把教師分成兩個相互獨立的組（重點中

學和普通中學），再分別從這兩組中進行簡單隨機抽樣。被抽樣的學校所有高中生物學

教師參與問卷調查。調查在 2008 年 5 月下旬實施，並對收回問卷的資料分析採用

SPSS13.0 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3．調查對象  

調查物件來自安徽省部分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 146 份，收回有效

問卷 132 份。有效率為 90.4%。根據對有效問卷的統計，調查物件基本構成如下（表 1），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有效調查樣本的基本構成 

項目 性別 教齡  (年) 職稱 學校性質 

男 女 ＜5 5-10 11-15 16-20 ＞20 初級 中級 高級 重點 普通

人數 64 68 46 53 15 14 4 44 72 16 51 81 

百分比

% 
48.5 51.5 34.8 40.2 11.4 10.6 3.0 33.3 54.5 12.2 38.6 61.4

調查結果與分析 

1．提問的基本順序  

表 2 教師對提問順序的態度  

序號 題    目 選項 賦值 人數

（%） 

1 在課堂上，您對於這樣提問順序的態

度：提出一個問題 → 停頓 → 叫學

生回答問題 → 學生回答問題 → 
停頓 → 反應、重新引導。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4.174 
5 

0 （0.0）

0 （0.0）

21（16.0）

67（50.7）

4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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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左邊的值表示，調查結果統計顯示等於或高於此值表示較偏向有效，低於

此值表示較偏向無效。“★”右邊的值表示該題實際統計情況，下同。  

最基本的提問順序是組織問題，激發學生思考、回答，並對學生的回答作出回饋。表 2
中資料顯示，教師基本認同這樣的提問順序。Rowe 等人的早期研究集中在提出問題、

停頓、讓學生回答這一過程的重要性。[3] Tobin 發現除了在問完問題之後停頓之外，在

對學生的答案進行回饋，或者讓第二個學生起來回答之前適當停頓一下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教學過程中，具體的提問順序應該由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實際水準決定。有研究

表明，[4]最常見的提問順序往往採用由開放性問題導向封閉性問題的形式。如果學生在

課堂上的思維能夠得到發展，教師在課堂上提出的問題應該以能引出邏輯結論的方式呈

現。  

2．瞭解和明確提問目的  

表 3 對教師課堂提問的統計分析（一）  

序號 題   目 選項 賦值 人數（百分數%） 

2 您對於如下兩類提問的態度： 
①問複習鞏固所學新知識的問

題。②問能夠使學生發生認知衝突

的問題。 

認同① 
認同② 
都認同 

1 
2 
3★2.621 

13（9.8） 
24（18.2） 
95（72.0） 

3 教師在課堂上的提問要和教學的

三維目標相結合。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4.341 
5 

1（0.8） 
4（3.0） 
9（6.8） 
53（40.2） 
65（49.2） 

4 對於在課堂上不遵守紀律的學

生，有時可以對他提問進行懲罰，

讓他感到尷尬。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5 
4★3.144 
3 
2 
1 

23（17.4） 
35（26.5） 
16（12.1） 
54（40.9） 
4（3.0） 

5 老師設置的問題，經過學生探索，

學生的思維能力會有所提高。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4.485 
5 

1（0.8） 
3（2.3） 
4（3.0） 
47（35.6） 
7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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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課程標準當中要求培養學生的

批判性思維能力，提問能夠提高這

種能力。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4.106 
5 

2（1.5） 
5（3.8） 
11（8.3） 
73（55.3） 
41（31.1） 

提問作為有效教學的一種策略，其主要目的是瞭解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理解和掌握程

度，鞏固已經學習過的知識、技能，從而促進和支持學生的學習。表 3 中的資料顯示教

師基本明確提問的目的。第 2、4 兩題的均分小於界值，表示偏向無效。第 3、5、6 三

題的均分都高於界值，表示偏向有效。教師是否應該使用問題作為一種課堂管理手段，

有學者認為不能有一個明確的回答，應該依情境而定。如果這些問題既可以促進學習又

有助於維持紀律，“為什麼不使用它們”。但對於題 4 的回答，表明有近一半的教師在教

學當中使用提問對學生進行懲罰。教師應該明白：課堂當中使用的問題只是教學的工

具，只用於特定的教學目標。錯誤地使用問題或把問題用於其他目的可能會影響到學生

看待問題的態度。[5]這種心理的衝突會消耗學生的精力以及他們的注意力，而且會一直

讓教師的動機受到懷疑。  

3．選擇適當問題  

表 4 對教師課堂提問的統計分析（二）  

序號 題目 選項 賦值 人數（百分比%） 

7 您用 PPT 課件顯示過問

題嗎？  
從不 
有時 
經常 
總是 

1 
2★2.500 
3 
4 

3 （2.3） 
63 （47.7） 
63 （47.7） 
3 （2.3） 

8 您要求學生在黑板上回

答過您的問題嗎？ 
從不 
有時 
經常 

1 
2★2.401 
3 

4 （3.0） 
113 （85.6） 
15 （11.4） 

9 在您提出的問題中，有

多少問題的答案能夠直

接從教材中找到。 

完全找不到 
大部分找不到 
找到與找不到一樣

多 

1 
2★1.879 
3 

45 （34.1） 
58 （43.9） 
29 （22.0） 

10 布魯姆的目標分類理論

對教師在課堂上提問時

有指導意義。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1 
2 
3★2.848 

9 （6.8） 
27 （20.5） 
71 （53.8） 



亞太科學教育論壇，第十期，第一冊，文章八，第六頁(二零零九年六月) 
方鹹圍、陳志偉 

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課堂提問現狀調查與分析 
                                                                                  

 

 
Copyright (C) 2009 HKIEd APFSLT. Volume 10, Issue1, Article 8 (Jun.,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非常贊同 4 25 （18.9） 

11 教師提出的問題，有些

問題的答案應該不能直

接從書中找到，需要學

生自己思考整理。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3.598 
4 

3 （2.3） 
3 （2.3） 
38 （28.7） 
88 （66.7） 

12 老師在提問時應該較多

地使用簡單句表述問

題。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4.197 
5 

3 （2.3） 
8 （6.1） 
10 （ 7.6） 
50 （37.8） 
61 （46.2） 

13 教師在備課過程當中，

應該將若干要在課堂上

提問的關鍵問題寫入教

案當中。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3.492 
4 

3 （2.3） 
9 （6.8） 
40 （30.3） 
80 （60.6） 

並不是所有的問題都能讓學生積極地參與學習過程，教師提出的問題應該能夠引起學生

的認知衝突。這樣，教師要在選擇問題時，就要考慮問題的類型，是開放性的問題還是

封閉性的問題。另外，問題太難或者太容易都不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也不利於問題的

解決。表 4 中的資料顯示：第 9、10 兩題的均分小於界值，表示偏向無效。第 7、8、11、

12、13 五題的均分都高於界值，表示偏向有效。這些結果表明，教師認識到：上課前，

對於要在課堂上提出的問題應該認真地進行設計。教師基本上能夠選擇適當的問題。但

是，對於布魯姆的目標分類理論能夠指導課堂提問，一小部分教師認識不足。布魯姆創

建的分類法，對於普遍發生在教育領域的問題進行抽象的分類，以解決關於行為成分界

定中模棱兩可的問題。教師應該把布魯姆的目標分類理論有效地應用於課堂提問過程

中。  

4．正確叫答  

表 5 對教師課堂提問的統計分析（三）  

序號 題目 選項 賦值 人數（百分比%） 

14 您在提問時，提出問題與叫

學生回答的先後順序。  
先點名後提問 
先提問後點名 
兩種情況都有 

1 
3 
2★2.606 

2（1.5） 
82（62.1） 
48（36.4） 

15 您提問後叫自願回答的學生 總是這樣 1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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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經常是這樣 2★1.939 124（93.9） 

16 您提問後叫非自願回答的學

生回答。  
有時是這樣 
經常是這樣 

2★1.742 
1 

98（74.2） 
34（25.8） 

17 對於低層次的問題，提問後

等待 3-5 秒的時間再叫學生

回答。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371 
5 

11（8.3） 
28（21.2） 
17（12.9） 
53（40.2） 
23（17.4） 

18 對於高層次的問題，提問後

等待 15 秒左右的時間再叫

學生回答。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886 
5 

2（1.5） 
18（13.6） 
8（6.1） 
69（52.3） 
35（26.5） 

19 給優秀學生更多回答問題的

機會。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5 
4 
3★3.538 
2 
1 

17（12.9） 
59（44.7） 
36（27.3） 
18（13.6） 
2（1.5） 

20 課堂上老師要隨機點名提

問。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477 
5 

7（5.3） 
26（19.7） 
21（15.9） 
53（40.2） 
25（18.9） 

21 回答提問時，教師傾向于先

叫後進生，回答不出時再叫

優等生。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045 
5 

3（2.3） 
46（34.8） 
30（22.7） 
48（36.4） 
5（3.8） 

提出問題後，叫學生回答時，要考慮提問的等候時間。同時，要注意提問的等距離原則，

即給所有的學生同等的機會回答。表 5 中資料顯示：第 15、16、17、18、20、21 六題

的均分小於界值，表示偏向無效。第 14、19 兩題的均分都高於界值，表示偏向有效。

表明教師在提問的“等待時間”方面認識不足。認知心理學認為，[6]學生在解決問題時，

必然地把新資訊與已有的知識聯繫起來。如果教師在提問後和學生做出回答以後，能留



亞太科學教育論壇，第十期，第一冊，文章八，第八頁(二零零九年六月) 
方鹹圍、陳志偉 

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課堂提問現狀調查與分析 
                                                                                  

 

 
Copyright (C) 2009 HKIEd APFSLT. Volume 10, Issue1, Article 8 (Jun.,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出至少三秒鐘的時間間隔，那麼，學生有更多的時間從長時記憶中提取資訊以加工課堂

教學內容，進而也能夠提高師生討論的有效性。在向全班學生提出問題後，應該給學生

共同思考時間，至少三秒鐘的等待，使不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夠積極參與學習。教師應根

據具體問題的類型、學生的實際水準及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來確定具體的等待時間。另

外，教師在“正確叫答”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問題。沒有做到提問的隨機性，沒有很好地體

現教學要面向全體學生。  

5．有效回饋  

表 6 對教師課堂提問的統計分析（四）  

序號 題目 選項 賦值 人數（百分比

%） 

22 對於學生在課

堂上提出的問

題，您經常如

何處理： 

我自己回答 
學生回答後我再歸納出答案

引導學生尋找答案 

1 
2★2.174
3 

23（17.4） 
63（47.8） 
46（34.8） 

23 教師對學生回

答的不良回饋

可能是使課堂

上的提問成為

脅迫學生的原

因。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341
5 

13（9.8） 
27（20.5） 
14（10.6） 
58（43.9） 
20（15.2） 

24 對學生的回答

應及時作出簡

潔回饋。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3.379
4 

6（4.5） 
3（2.3） 
58（43.9） 
65（49.2） 

有效的回饋對於提問來說是重要的，對學生的回答起到促進和支持的作用。對於正確的

回答，教師要給予肯定。對於部分正確或不正確的回答，教師要提供線索引導學生進一

步的思考。表 6 中資料顯示：第 23 題的均分小於界值，表示偏向無效。第 22、24 兩題

的均分都高於界值，表示偏向有效。這些結果表明，教師在學生回答問題時，能夠在一

定程度上，進行有效地回饋，促進學生的思考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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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採取支持性措施  

表 7 對教師課堂提問的統計分析（五） 

序號 題目 選項 賦值 人數（百分比%）

25 當您叫某位學生回答問題

時，其他同學認真傾聽。 
完全不是這樣

有時是這樣 
經常是這樣 
總是這樣 

1 
2 
3★2.811 
4 

3（2.3） 
30（22.7） 
88（66.7） 
11（8.3） 

26 在學生回答後，教師不立即評

論，而是留下時間讓學生繼續

補充、完善回答。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3.326 
4 

5（3.8） 
4（3.0） 
66（50.0） 
57（43.2） 

27 學生回答錯誤時，教師就繼續

叫其他的學生回答問題。 

  

非常反對 
有點反對 
一般 
有點贊同 
非常贊同 

1 
2 
3 
4★3.409 
5 

8（6.1） 
30（22.7） 
12（9.1） 
64（48.5） 
18（13.6） 

學生的回答偏離問題或教學方向時，為了保證教學的有效性，教師應採取支持性措施。

同時，確保學生在回答問題時，其他學生認真傾聽。表 7 中資料顯示：第 25、27 兩題

的均分小於界值，表示偏向無效。第 26 題的均分都高於界值，表示偏向有效。調查顯

示，教師在學生回答問題時，基本上能夠採用支持性措施，促進學生回答問題。  

7．教師在運用提問技能開展教學中存在的主要困惑  

通過設置開放型試題“您認為運用提問技能開展教學時，存在的的困惑是什麼？”的調

查，歸納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根據教學的“三維目標”創設情境、設計問題，提高

問題的有效性，不僅僅是理論問題，而且對於技術性的要求也很高。學生間個體差異大，

在課堂提出的問題要兼顧不同水準學生的需要，如果做不到這點，將會導致課堂提問效

率低下。教師在課堂提問過程中對於生成性問題的處理。很難把握課堂教學的時間，有

時不能按時完成預先設計的教學內容。高中學生對教師提出的問題往往不願意積極的回

答，如何提高他們回答問題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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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與建議 

本次調查結果表明，普通高中生物學教師對課堂提問的認知總體上較好，能夠在一定的

程度上使用有效提問策略。這可能與自新課程改革以來，教師通過各種管道學習和瞭解

新課改理念有關。但是，這並不表示教師在實際課堂教學時，能夠有效地使用課堂提問

策略。因為受實際情況的限制，在課堂上教師的實際行為往往與他們對提問的理解和信

念不一致。鑒於此，結合以上調查中的結果與高中生物學教學實際，提出以下建議：  

1.瞭解提問目的，注重提高提問的有效性  

教師在提問時要根據教學的實際需要，圍繞教學目標，從學生的認知結構、認知能力出

發，使提問直接或間接指向教學目標。從調查中，我們瞭解到教師在運用提問策略時還

存在一些不足。這與教師對於提問功能的認識不夠充分有關。Redfield 和 Ronsseau 對於

提問的研究表明：教師運用較高水準的問題會促進學生較高水準的思考。[7]也就是說，

提問不論是在組織、檢測教學，還是在優化教學方面，其主要的功能是啟動學生的思維。

課堂提問要立足于如何啟動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品質。教師掌握一定的

提問策略是能夠在課堂上有效地運用提問進行教學的前提。提問的目的是以觸發或形成

學習者的響應為目標。因此，一個好問題應該是一個高級組織者，它為緊隨其後的回應

提供一個框架。教師在提問時應該明確提問的目的，也就是說，要思考“為什麼要問這

個問題”。課堂提問要和教學目標結合起來。在課堂教學中，針對不同時間、不同場境、

不同教學內容以及不同的物件，提問的目的可能不同，教師要善於使提問的目的特殊

化。對於生物學教師來說，要瞭解和明確課堂提問目的、選擇適當問題、正確叫答、有

效回饋和採取支持性措施。同時，在提問的過程中，注重師生之間的對話、交流與理解。

教師具有了這樣的教育視野，就有助於有效地進行課堂教學。  

2.基於“三維目標”設計問題，提高問題的有效性  

以教學目標作為提問的基礎能使教師預測出需要評估能力，不同的能力要求不同類型的

問題。因此，為了達到提問的有效性，教師設計的問題應該反映出每個教學目標包含的

能力類型。高中生物學新課程具體目標中的知識、情感態度與價值觀、能力三個維度，

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也就構成了學習評價的基本框架。可以說，“三

維目標”彰顯了課程的深層文化價值及其對學生精神生命的關照與滋養，而不僅僅是知

識、技能的掌握或單純的智力培養。課堂提問作為非正式評估是有效課堂教學的重要組

成部分。在教學當中，力爭能夠做到評價與教學一體化，即重視評價在整個教學過程中

的作用，使評價有效地促進教學，使教師維持對於有效教學的自覺性。教師根據三維教

學目標設置課堂提問的具體內容，從 “三維目標”出發設定標準，借助課堂提問的評價

方法去把握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效果。教師再基於所把握的資訊，聯繫“三維目標”作出判

斷，旨在進一步促進與支持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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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視問題的開放性，做到學以致用  

根據現實生活和科技發展創設實際的問題情境，使學生置身于現實中去解決實際問題。

具有不同生活背景的學生，在知識結構和思維方式方面具有異質性和互補性。因此，可

以通過設置開放性問題的方式，在師生、生生之間展開對話與溝通。在某種程度上彌補

單個學生經驗的不足和視野的局限，大大豐富學生的經驗和認識。同時，可以充分發揮

學生的主體性，有效地利用學生的差異資源以及課堂上生成的資源。通過設置問題不僅

直接檢測學生在課堂對新知識掌握情況，以及相關的背景性知識和能力水準，也間接考

查了學生的情感、態度和價值觀。這就要求我們在日常教學當中，必須全面準確地理解

和把握課程標準的要求，努力促進學生在知識與能力以及情感、態度和價值觀等方面的

和諧發展，使學生在靈活地遷移知識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切實地提高自己的生物科學

素養。  

4.有效地創設問題情境，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力  

批評性思維技能的發展是教育過程的核心。[8]批評性思維技能的發展應該成為基礎教育

的重要組成部分。高中生物課程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求學生具備批判性思維的能力。

[9]這樣，對學生進行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就顯得尤其重要。教師可以選擇一個有爭論的話

題，以問題的形式設計課程。這將幫助學生瞭解到爭論問題的各個方面，理解不同的觀

點，並體會爭論問題的複雜性。同時，學生在爭論的過程當中也表現出批判性思維能力。

教師在日常教學當中應該創設問題情境對學生進行批判性思維的培養，增強學生的批判

性思維意識，提高思維水準。  

5.進行差異教學，體現課堂提問的效率和公平  

根據學生的實際水準來提問，是因材施教的重要方法。學生差異是客觀存在的。從差異

出發，學生原有的個體差異是教學活動的起點或前提，一切有效的教學都必須充分尊重

學生原有的個體差異，[10]同時，學生之間豐富的個體差異也是一種巨大的可供利用的

教育資源。學生因學習基礎及個性心理特徵等方面發展的不平衡性，在學習方面呈現不

同程度的差異。教師要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學生，讓每一個層次的學生都學有所得，而不

能期望所有的學生都能在一定時間內掌握相同的內容，回答出相同的問題。  

在課堂上，對容易的問題，隨機提問；對高層次的問題，要在學生充分思考的基礎上，

先讓“學困生”回答，如果回答不夠理想，再叫“學優生”回答。其實，“學困生”與“學優生”
是發展的、變化的。由於學生個體發展的不平衡性，在某個階段是“學困生”，在另一階

段可能是“學優生”，反之亦然。這樣，先 “學困生”回答，再讓“學優生”回答，能夠促進

全體學生的發展，也能夠體現課堂提問的效率和公平。要提高教育品質，達到教育結果

公平，應在教育過程中實施差異教學，[11]也就是要立足于學生的個體差異，滿足學生

個別學習的需要，促進每個學生在原有基礎上得到充分的發展。同時，這也體現了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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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全體學生而不是少數“學優生”的思想，這對於我國目前的大班額授課具有現實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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