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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中國內地，科學課程走過了 60年的歷程。如何客觀地評判這半個多世紀的改革與發

展，我們的研究表明，從課程變革本質特徵來考察科學課程的變革，不僅具有歷史意義，

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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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中國內地，近 60年的科學課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為國家的教育改革和發展做出

了重要的貢獻。在進入新世紀的第十個年頭，以世界科學課程的改革為參照體系，認真

探討我國科學課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將有利於熟悉過去，正視現在以及預測未來。從

課程本質特徵來看，60年的變革可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以蘇聯教育為基準，建立中國

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1949-1986）；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

程方式（1986-1996）；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1996- ）。

[1] 

一一一一、、、、以蘇聯教育為基準以蘇聯教育為基準以蘇聯教育為基準以蘇聯教育為基準，，，，建立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建立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建立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建立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

（（（（1949-1986）））） 

1949-1986 年，我國科學課程的建設以蘇聯教育為基準，經歷了學習、借鑒和改造三個

時期，初步建立了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從課程本質特徵來看，這是一種主張固

化信念的課程模式。  

一一一一 

1949-1960 年，我國科學課程的建設基本上全面學習蘇聯經驗。新中國成立前後，東北

人民政府教育部以蘇聯十年制中學科學教科書為藍本，編譯了教科書。[2] 第一次全國

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的“借助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3]等基本理念作為新中國成立初

期科學課程建設的基本依據。據此，教育部頒發了《小學各科課程暫行標準（草案）》

和《中學暫行教學計劃（草案）》，參照蘇聯中小學教學大綱，草擬了小學階段的《小

學高年級自然課程暫行標準初稿》和中學階段的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課程標準草案，

頒佈了第一個以蘇聯教學大綱為藍本的《小學自然教學大綱（草案）》和中學物理、化

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草案）及（修訂草案）。  

在小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和課程目標層面，提出了獲得基本的自然科學常識、初步的生

產常識和破除迷信與偏見等主旨理念，強調了學習“蘇聯偉大科學家米丘林的偉大成

就。”在課程模式和課程內容層面，提出了“第一至三學年通過語文及其他學科進行自然

常識教學；第四、五學年設置自然課。" [4] 分別安排自然現象自然物、淺易物理、簡

單生產製造和生理衛生等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織必需與教學目標相結合，從鄉土教材

出發，適合時令季節，注意城鄉兼顧。中年級以農業常識為主，高年級以工業常識為主，

注意互相兼顧。[5] 

在中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提出了以蘇聯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為藍本的主旨理念。如

物理學科提出了“必須使學生認識到，在蘇聯，物理研究和應用已經有了重大的成就而

且將有更大的成就。”化學學科提出了“吸收蘇聯的先進經驗。”[6]生物學科提出了“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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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鞏固的有系統的米丘林生物學的知識；學習蘇聯科學家改造自然的理論和成果。” [7]

在課程目標層面，如物理學科明確地提出了“以系統的和鞏固的物理學基本知識，奠定

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培養學生把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際問題中的能力，觀察

和研究問題的正確的和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8]等主要目標。客觀地講，這是我們今天倡

導的所謂的三項目標的原型基礎。在課程模式層面，如生物學科形成了植物學、動物學、

人體解剖學和達爾文主義基礎四個板塊；物理學科形成了初中的力學、熱學、電學、光

學與高中的力學、分子物理學和熱學、電學、光學、原子結構的基本架構。這種基於力、

熱、電、光、原子的課程內容，初高中螺旋上升的課程模式，幾乎影響了中國物理課程

半個世紀。  

從課程整體來看，十一年的時間，我們多數教學大綱以蘇聯教學大綱為藍本；多數教科

書或是蘇聯教科書的編譯本，或以蘇聯最新出版的教科書為藍本，結合中國情況適當改

編。這些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在許多方面仍保留了原蘇聯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結構或痕

記。應當指出，它們在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儘快建立自己的課程教材體系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以化學學科為例，從 1949 年起，前東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翻譯了奚尤什金、威爾

霍夫斯基等著的蘇聯十年制化學教科書在東北地區使用，1952 年秋季在全國範圍內推

廣。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奚尤什金、列夫欽科等著的蘇聯十年制教科書為藍本編

譯了中學化學教科書。  

為了全面學習蘇聯經驗，在 1950-1957年間，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大眾書店、新知

識出版社等 13 家出版單位翻譯出版了涉及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技術等 14

個學科的蘇聯中小學教材、教法等書籍不少於 200本（冊）。其中，小學階段如自然教

學（[蘇]梅裏尼科夫編著、王靜等譯）等不少於 70本（冊）；初中階段如物理課堂教學

計劃（[蘇]葉夫羅平等編、汪世清譯）、化學課堂教學計劃（[蘇]果爾金編、王悅祖等

譯）等不少於 130冊。這些教材、教法類書籍對於中國當時的教材建設和教學改革產生

了重要的影響。此後的 1958 年，在中國內地掀起的“教育大革命”曾對科學課程的影響

是有目共睹的。 

二二二二 

1960-1977 年，我國科學課程的建設基本上部分地借鑒蘇聯經驗。1960 年 7 月 16 日，

在華全部蘇聯專家撤回。 [9]在中國內地，進行了全日制中小學“適當縮短年限，適當提

高程度，適當控制學時，適當增加勞動” [10]的大規模試驗。在總結過去制定教學大綱、

編寫教材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優良傳統和當前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合理地吸

取外國（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我有用的東西。” [11]我國修訂了教

學大綱，編寫了教材。 

在小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確立了以“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為重點的主旨理念。在

課程目標方面，提出了兒童學習初步的自然科學常識，擴大兒童的知識領域，培養兒童

愛科學的品德，發展兒童的觀察能力和思維能力等；在課程模式層面，提出了“小學一、

二年級通過語文及其他學科進行自然常識教學，三、四年級設置常識課，五、六年級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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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然課。”如在五年級上學期安排水、空氣和土壤，五年級下學期安排動物和植物，

六年級上學期安排人體保健和礦物，六年級下學期安排機械、電和宇宙；課程內容主要

包括生物常識和無生物常識。如關於糧食、工業原料、蔬菜細菌等植物，家畜、家禽、

野獸等動物，人體保健、水、空氣、金屬、機械、電等的初步常識。 [5]（61、62）  

在中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如物理學科確立了以“雙基”為重點的主旨理念。在課程

目標層面，提出了學習物理的意義、教學目的和要求；在課程模式層面，提出了部分調

整的方案：初中二年級：力學初步知識，聲學初步知識，光學初步知識；初中三年級：

熱學初步知識，電學初步知識。高中一年級力學；高中二年級 力學（續）， 分子物理

學和熱學，電學；高中三年級電學（續），光學，原子物理。與 10 年前的比起，未發

生質性變革。只是加強了實驗和課堂練習，並在每個相對獨立單元內容的背後，都注明

了學生實驗、演示實驗和附注等內容。  

從課程整體來看，十七年的時間，我國以蘇聯十年制教學大綱和學校教科書為參照，“注

意了基礎知識的充實和基本訓練的加強；適當反映了科學技術的新成就；注意了切合當

前的教學實際。” [11]（309）不容置疑，我們多數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在許多方面仍然含

有原蘇聯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框架或印記。當然，作為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

期，對科學課程的影響是眾所周知的。  

三三三三 

1977-1986年，我國科學課程的建設開始了整體改造蘇聯經驗。1977年 8月至 1978年 2

月，我國先後從美國、英國、西德、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引進了大、中、小學教材達

2200冊，其中小學教材占 15%，中學教材占 20%，大學教材占 65%。[10]（496）從 1977 

年 12 月起，相繼頒發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和全日制十年制中

小學各學科教學大綱（試行草案）。  

在小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確立了以“愛科學、講科學和用科學”為重點的主旨理念。

在課程目標層面，提出了學習淺近的自然科學知識，初步認識自然界和人對自然界的利

用改造；開闊學生的眼界，豐富學生的知識，培養學生的觀察、分析等初步技能等。在

課程模式層面，提出了小學一至三年級通過語文及其他學科進行自然常識的教學；四、

五年級設置自然課。如在四年級第一學期安排水、空氣，四年級第二學期安排植物、動

物，五年級第一學期安排人體保健、機械、聲光熱，五年級第二學期安排岩石礦物、電、

宇宙等方面的常識。  

在中學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確立了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重點的主旨理念；在課程

目標層面，強調了比較系統地掌握進一步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需要的基礎知識，瞭解這些

知識的實際應用；培養學生的實驗技能、思維能力和運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

生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等基本目標。在課程模式層面，與文革前期的科學課程相比，在

內容的現代化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例如，物理課程“注意反映現代物理學的成

就、加強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的培養”；化學課程“適當安排工農業生產、國防、科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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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所需的化學基礎知識”；生物課程“初中主要安排植物、動物和生物進化，高中安排遺

傳變異等基礎知識”。 [4]（328）在始於 20 世紀 80 年代延長學制的改革中，高中設置

了單課性選修課程和分科性選修課程，提出了基本要求和較高要求。例如，物理學科關

於斜拋運動的問題，在基本要求中，只作定性討論；在較高要求中，要求會計算飛行時

間、射高和水平射程。[12]與之相應，編制了適應於基本要求的乙種本教材和適應於較

高要求的甲種本教材。  

在總結課程改革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我國調整了教學計劃，修訂了教學大綱。1986

年發佈了自 1949年建國以來的第一個不冠有“草案”、“修訂草案”或“試行草案”的教學大

綱。 [13]在課程理念層面，強調了“為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並為培養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各級各類人才奠定基礎”等的

基本理念。在課程目標層面，突出了“系統地掌握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和從事社會主義建

設需要的科學基礎知識，瞭解這些知識的實際應用；”強調了“培養學生的觀察、實驗能

力，思維能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注意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重視科學態度和科學

方法的教育；鼓勵獨立思考和創造精神等。這與我們今天提倡的三項目標相近。  

從課程整體來看，近十年的時間，我們在原有部分借鑒蘇聯課程經驗的基礎上，開始引

薦、吸收、借鑒了美國、英國、西德、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課程教材改革的經驗或教

訓。應當看到，在整體改造蘇聯經驗的同時，我們有些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在某些方面仍

然難免隱含原蘇聯教學大綱和教科書的印記。 

二二二二、、、、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式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式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式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式

（（（（1986-1996）））） 

1986-1996 年，我國科學課程的改革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

式。從課程本質特徵來看，這是一種強調動態觀念的課程方式。  

一一一一 

在中國內地，從 1986 年 4 月起，在國家教育層面，開始以九年義務教育為基礎，整體

構建中國特色的基礎教育課程。先後制定了《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初級中學教學計劃

（試行草案）》和 24個學科教學大綱（初審稿）。  

在小學教育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確立了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為

重點的主旨理念；在課程目標方面，提出了培養學生熱愛科學和學科學、用科學的能力

等；在課程模式層面，安排了植物、動物、人體、水和空氣、力和機械、聲、光、熱現

象、電磁現象、地球和地殼變動、宇宙，提出了按照低年級、中年級和高年級直線或螺

旋上升的課程教材體系。以“動物”內容為例，在低年級階段，學習常見的動物（要點包

括）：幾種常見動物的外形特徵、吃食情況和活動方式；在中年級階段，學習各種動物

的特徵（要點包括）：昆蟲外形的共同特徵、魚類外形和繁殖的共同特徵、爬行類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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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繁殖的共同特徵、鳥類外形和繁殖的共同特徵、哺乳類外形和繁殖的共同特徵等；在

高年級階段，學習動物的生活、進化、馴化、仿生知識（要點包括）：動物怎樣果凍、

動物怎樣保護自己、家畜和家禽是由野生動物長期馴化來的、仿生知識的應用等。  

在初中教育階段，在課程理念層面，確立了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為

重點的主旨理念；在課程目標方面，提出了引導學生學習初步的科學知識及其實際應

用，培養學生初步的觀察實驗能力和學習科學的興趣、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等。在課程

模式層面，以物理學科為例，幾乎涵蓋了力學、熱學、光學、聲學、電學等所有方面的

基礎知識。在課程內容中，強調了“選取最常用的、基礎的、學生能接受的物理知識，

重視物理知識與實際的聯繫，難以適度、負擔合理”[8]（344、345）等。  

從課程整體來看，伴隨課程的實施，國家教委於 1992 年制定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

小學、初級中學課程方案（試行）》。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將沿用 40年的“教

學計劃”更名為“課程計劃”且將小學課程與初中課程統一規劃設計，頒發了 24個學科教

學大綱（試用）。在地方層面，上海市於 1986 年開始了綜合科學課程改革試驗。國家

教委於 1988年確定上海市和浙江省實行義務教育階段科學課程改革。在這前後，北京、

上海、吉林、廣東等省市的部分學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科學課程教材試驗。我們看到，

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地方層面，綜合科學課程的改革與實施，都為九年義務教育

科學課程的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為 2001 年開始的義務教育課程改革起到了很

好的借鑒作用。  

二二二二 

在高中教育階段，為了制訂與九年義務教育相銜接的高中課程計劃（擬於 1997年試驗，

2000年全國試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受國家教委的委託，於 1989年 9月起對北京、

江蘇、甘肅等九個省市進行前期調查論證工作。 [14]隨後教育部相繼印發了《現行普通

高中教學計劃的調整意見（徵求意見稿）》（1989 年 11 月）、《現行普通高中教學計

劃的調整意見》（1990年 3月）和全日制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修訂

本）（1990年 3月）等。在課程理念和課程目標層面，除了個別文字稍加改動外，沒有

大的變化。在課程模式層面，提出了科學類課程分高一、高二年級為必修，高三年級為

選修。在課程內容層面，每個單元的內容，除了注明學生實驗、演示實驗外，還專門做

了具體說明。在必修和選修的兩個階段，分別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  

伴隨與九年義務教育相銜接的普通高中課程實施，教育部相繼頒發了如《全日制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計劃（試驗）》 [15]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

綱（供試驗用）。在課程理念層面，突出了比較全面的科學知識的學習，科學思想和科

學方法的訓練，科學態度和科學作風的薰陶等基本理念。在課程目標層面，強調了學習

比較全面的科學基礎知識及其實際應用，瞭解科學與其它學科以及科學與技術進步和社

會發展的關係。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培養觀察和實驗能力、科學思維能力、分析和解

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志趣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等基本目標。在課程模式層面，設置了

必修課程、必選課程和限選課程，增加了課題研究等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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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為了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教育部於 2000 年先後頒發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物

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試

驗修訂稿）》和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

等。  

在初中教育階段，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試

用修訂版）基本繼承了 1988年以來版本的良好傳統。在課程理念層面，進一步強調了“培

養學生科學探究精神，獲得觀察、實驗的基本技能，逐步形成科學的世界觀”等基本理

念；在課程目標層面，進一步強調了“創新精神”的培養；在課程模式層面，增設了科學

實踐活動和科普講座等具體內容；在課程實施層面，強化了“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和“落

實科學實踐活動”等基本理念。這些都為新一輪課程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高中教育階段，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

基本繼承了 1996年版本的良好傳統。在課程理念和課程目標層面，強調了“樹立創新意

識”的基本理念和目標；在課程模式層面，設置了必修、必修加選修兩類課程。其中必

修課程屬於基本要求的課程，是全體學生必須學習的課程；必修加選修課程屬於較高要

求的課程，適合於基礎較好的學生學習的課程。在課程實施層面，強調了“學生不僅要

學到科學知識的結論，而且應該瞭解知識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強調了“落實課題研究，

發揮科學類課程在觀念、態度領域的教育功能。”這些都為新一輪課程的改革起到了很

好的借鑒作用。  

從課程整體來看，科學探究的課程理念、三個領域的課程目標和必修選修的課程模式等

都在新一輪課程的改革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三三三三、、、、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

（（（（1996- ）））） 

1996-2009 年，我國科學課程的發展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

式。從課程本質特徵來看，這是一種提倡開放理念的課程範式。  

一一一一 

從 1995年 11月起，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受國家教委的委託和華夏基金會的資助，開始

進行《普通高中課程中遠期發展研究》；自 1996 年 6 月始，教育部組織了中央教育科

學研究所和北京師大、華東師大等 6 所師範大學的研究人員，對 1993 年秋在全國施行

的九年義務教育課程的實施狀況進行了調研。我們主持的教育部《面向 21 世紀基礎教

育課程教材改革研究》課題中的課程目標研究，也曾自 1997年 9月至 1999年 7月，在

有關方面協助下，先後對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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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大等 80 多所高校的專家、一般教師以及在校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作過關于

科學課程與教學的調研。此外，我們還對包括港、台在內的三十個省、市的教育署、教

研室、教科院（所）、教育學院以及工作在第一線的校長和教師進行了廣泛調研。[16]  

例如，在課程目標層面，我們分別從課程的特殊性、時代性、多元性、階段性和開放性

等幾個層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17]在特殊性來看，懂得科學的價值，即懂得科學在人

類文明、科技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形成崇尚科學、追求真理、正直誠實的道德品質，能

用科學的概念、方法、態度去觀察、分析、解釋現象，形成良好的感知能力、唯物的世

界觀、科學的方法論；學會科學的語言，即掌握科學的主幹知識，建立科學的認知結構，

形成科學的思維範式，實現理論實際的結合；掌握科學的方法，即注意科學概念的提出

和形成過程，科學規律的建立和發展過程，科學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過程；學會科學的語

言，即初步應用簡潔、準確、深刻的科學語言進行科學表達與交流。[18]  

二二二二 

在義務教育階段，從 1999 年 6 月起，我國開始在國家層面上整體構建九年一貫制義務

教育課程，相繼編制了各學科國家課程標準。2001年 7月，教育部頒佈了全日制義務教

育科學（3-6年級、7-9年級）、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課程標準（實驗稿）。  

例如，在課程理念層面，提出了“注重全體學生的發展、改變學科本位的觀念，注重科

學探究、提倡學習方式多樣化，注重學科滲透、關心科技發展，構建新的評價體系”等

基本理念。在課程目標層面，以全面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為基本目標，突出了“知識與

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領域目標。  

又如，在課程模式層面，小學階段以綜合性課程為主（科學 3-6年級）；初中階段分科

課程（物理、化學、生物、自然地理等學科）與綜合課程（科學 7-9年級）結合。如 3-6

年級的科學課程提出了“生命世界，物質世界，地球與宇宙等”幾個主題；7-9 年級的科

學課程提出了“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地球、宇宙和空間科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

係等”幾個主題；分科科學課程類如物理課程提出了“物質，運動和相互作用，能量”三

個主題。主要涉及：物質結構、運動形式、能量轉化、能源與可持續發展等。[19] 

從課程整體來看，義務教育階段的科學課程從 2001年 9月起在全國 38個實驗區開始試

驗。 伴隨試驗面的逐步擴大，各學科的課程標準、教材等也在接受檢驗，目前正在修

訂之中。  

三三三三 

在高中教育階段，為了做好與九年義務教育相銜接的高中課程改革，教育部於 2003年 3

月 31 日頒佈了與之銜接的《普通高中新課程方案（實驗）》和普通高中物理、化學、

生物等學科課程標準（實驗稿）等。  

例如，在課程理念層面，提出了注重提高全體學生科學素養的課程目標，重視基礎、體

現選擇性的課程結構，體現時代性、基礎性、選擇性的課程內容，注重自主學習、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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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多樣化的課程實施等基本理念。[18]（11）在課程目標層面，以進一步提升公

民的科學素養為基本目標，突出了“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

領域目標。如物理課程主要包括：學習核心概念，掌握研究技能，關注與其它學科的聯

繫；培養科學探究、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等多方面能力；激發學習的興趣，養成科學的

態度，形成科學的觀念等。  

又如，在課程模式層面，高中階段以分科課程為主。設置了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其中

共同必修模塊是為全體學生設計的，旨在引導學生學習基本的課程內容，瞭解科學的思

想和研究方法，初步認識科學對技術、經濟、社會的影響。選修模塊是在共同必修的基

礎上為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而設計的。在選修課程中既考慮了學生的基本學習需求，又

為學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空間；既為學生設計了適合其興趣愛好和能力傾向的不同模

塊，又考慮了不同模塊的相互聯繫和共同要求。  

從課程整體來看，新的高中課程已於 2004 年秋季在廣東省、山東省、海南省和寧夏回

族自治區進行首批試驗。伴隨試驗範圍的逐步擴大，各學科的課程標準、教材等也在接

受著檢驗。 

應當指出，在中國內地，60年來的科學課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為國家的教育改革和

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進入新世紀的第十個年頭，我們從課程本質變革特徵出發，

以世界科學課程為參照體系，認真總結我國科學課程變革的經驗和教訓，不僅有利於瞭

解過去與正視現在，而且有益於預測和把握將來。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楊寶山. 課程標準與教學大綱對比分析[M].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8.  

[2]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C]. 北京:教育科學

出版社，1983.9.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教育文獻法令彙編[C] .（1949—1952）.14. 

[4] 課程教材研究所. 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 教學大綱彙編 課程教學計劃卷[C]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02.． 

[5] 課程教材研究所. 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 教學大綱彙編 自然、社會、常識卷

[C]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4-49.  

[6]課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 化學卷[C].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1.144. 

[7]課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 生物卷[C].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1.134.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十期，第二冊，文章十，第一○頁(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楊寶山 

我國科學課程變革 60年 

                                                                                  

 

 
Copyright (C) 2009 HKIEd APFSLT. Volume 10, Issue2, Article 10 (Dec.,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8]課程教材研究所.20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彙編 物理卷[C].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2001.144、145. 

[9]卓晴君，李仲漢．中小學教育史[M].海口：海南教育出版社，2000．13. 

[1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C]. 北京:教育科學

出版社，1983 .272. 

[11]江山野. 中國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C].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309. 

[12]《關於頒發高中數學、物理、化學三科兩種要求》的教學綱要的通知.（83）教中字

013號. 

[13]楊寶山，胡炳元等. 高中物理教學評價[M]. 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1. 

[14]馬立 ,潘仲茗. 普通高中課程計劃問題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4.13. 

[15]關於印發《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計劃（試驗）》的通知. 教基司[1996] 13號. 

[16]高孝傳, 楊寶山, 劉明才. 課程目標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234、235. 

[17]楊寶山, 吳錦裕. 新世紀中學物理課程目標的基本構想[J]. 物理教學,2000.，(9)：8-10. 

[18]楊寶山. 我國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改革 30年[J]. 物理教學,2008. (9)，10.  

[19]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全日制義務教育物理課程標準（實驗稿）.北京:北京師範大

學出版社，2001. 

 

 

http://www.ied.edu.hk/apfslt/
http://www.ied.edu.hk/apfslt/

	內容
	摘要
	引言
	一、以蘇聯教育為基準，建立中國新教育的科學課程模式
	二、以義務教育法為基礎，探索中國特色的科學課程方式（1986-1996）
	三、以面向新世紀為目標，創建面向全球的科學課程範式（1996- ）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