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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1. 加強跨學科課程整合研究和實施是當前小學課程改革的重點  

教育部(2001)印發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 (試行) 》指出："改變課

程結構過於強調學科本位，科目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狀，整體設置九年

一貫的課程門類和課時比例，並設置綜合課程，以適應不同地區和學生

的需求，體現課程結構的均衡性、綜合性和選擇性"。 
根據兒童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一般來說，年級越低，課程綜合程度可

以越高。  
對兒童和少年進行自然科學常識啟蒙教育及社會科學常識啟蒙教育適宜

採用整體的、密切聯繫社會生活和兒童自身實際的、活動的方式進行。

廣州市小學科學和社會課程正是根據上述理念而設置的跨學科綜合課

程。  
課程的整合，可以有不同的層次(水平)、模式和方法的。跨學科課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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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除了設置綜合課程外，還可以在更宏觀層次上進行，例如設置綜合

程度更大的課題，開展研究性學習和開展社區綜合實踐活動。 

2. 科學、社會課程的宗旨，應以發展學生科學素養及人文素養為本，對兒

童進行自然科學常識及社會科學常識的啟蒙教  
以學生素養發展為本是構建廣州市小學科學與社會課程目標的基本價值

取向，並以此作為建構課程標準的核心理據，它鮮明地區別於那種以知

識為本，以教師為本的課程觀。  
以學生素養發展為本的課程是注重面向全體，全面發展與個性差異發展

相統一的課程，是注重由師本轉向生本，強調學生是學習活動的主體，

自我發展的主體的課程。 

3. 課程內容選取注重社會化、生活化和本土化  
科學、社會課程內容必須聯繫社會，聯繫學生生活，選擇貼近學生生活

的、符合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發展趨勢的，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和

有利於他們奠定終生發展的基礎所最需要的內容。正確處理好社會需

求、學科體系和學生發展這三者的辯證關係。  
加強課程內容和學習活動方式之間的聯繫和配合，從而提高教學策略和

學習活動方式、方法的有效度，重視課程內容選擇的生活化和本土化，

使學生感覺到學習的內容是熟悉的、親切的，這些都是選擇課程內容時

重要的價值取向。 

4. 課程結構，採用跨學科主題方式整合原分學科知識體系。主題之下，可

有次主題。主題之間，採用模組組合方法形成課程的基本框架  
例如，小學科學課程，由眾多主題組成生命世界、自然世界和科技世界

三個板塊(廣州市教育局教研室，2001 年 12 月)。三個板塊的內容相對獨

立，但又相互滲透和聯繫。這種課程結構，打破了原學科以知識為中心，

按認識的邏輯順序去組織課程內容的結構方式，強調了以問題為中心，

重視跨學科內容和方法的整合，有利於兒童整體地感知和認識世界。 

5. 以豐富多彩的、形式多樣的學習活動設計教學過程  
在教師主導下，學生自主參與的各種學習活動，是小學科學與社會學習

的主要教學形式。這種教學活動設計不但要求形式多樣、生活活潑，而

且以鼓勵學生的主動參與、主動探索、主動思考、主動實踐、自主發展

為基本特徵。這種教學活動設計，著重關注學生在學習活動中體驗科學

或社會實踐活動的歷程，以促進學生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的發展為目的。 
廣州市小學科學和社會課程的教學，將以探究式學習(啟發教學)、討論

式學習(合作教學)、活動式學習(活動教學)為課堂教學主要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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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導上述的教學模式和方法，將有力地衝擊和改革傳統課堂教學。 

6. 發展校本課程  
課程編制時，留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時間，給學校彈性處理。學校

可從本身的條件和特色出發，以師生為主體，補充編制某些課程內容和

專題活動，因材施教，使不同水平與能力的學生都得到發展。 

7. 建設、發展和運用開放的課程資源  
把兒童學習科學、社會課程置於開放的資源環境之中。例如，重視現代

教育技術的應用，通過網路和各種媒體拓展兒童瞭解世界，獲取資訊的

渠道。把學習內容、學習活動、作業和練習、考核和評價等延伸到家庭

和社區，使學生學習置於廣闊的背景之中，使課程內容和學習方式具有

更大的開放性和多元性。 

8. 課程評價應以促進學生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的形成和發展為目的  
要改變過分重視評價的甄別和選拔，激勵和獎懲的功能這種價值取向，

強調評價的導向和調控的價值取向，發揮評價促進學生發展、教師提高

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功能。  

課程目標 

 1. 建構依據  
社會發展需要、科學發展的要求、兒童自身發展的需要三者的辯證統一是

建構廣州市小學科學和社會課程目標的根本理念和客觀依據。  
國家教育部編制和頒發的義務教育相關的學科課程標準是編制廣州市小學

科學和社會課程目標的操作標準。 

2. 目標體系  
科學和社會課程目標，由總目標(課程宗旨)和學習目標(可再分解為不同領

域的目標，常採用行為動詞來表述)構成完整的目標、指標體系。例如： 
科學課程：以發展學生的科學素養為本，包括進行必要的科學知識、科學

方法、科學態度和科學意識的啟蒙教育，並注意加強它們之間的滲透和整

合，培養學生能力、情感，發展健康人格，建構發展學生科學素養的目標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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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程：以發展學生的人文素質為本，它是通過人文文化教育和人文精

神培養，行為習得，發展學生健康人格來達成的。其基本的目標框架如下：

 

課程結構 

 採用主題模式組合方式，組構跨學科的教學內容。  

一個較大的學習主題可分解為若干次主題，有關聯的主題組成模組，採用模

組組合方法形成教材結構。模組之間或主題之間是滲透的、相互聯繫的。  

1. 科學課程結構：整合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宇宙科學的一

些最初步、最簡單的知識和兒童生活接觸到的社會、科學常識，分成三個

板塊--生命世界、自然世界、科技世界，每個板塊再由若干主題(主題之下

有次主題)組成，其結構圖如下： 

  
生物世界以生物的生命性和動態性為主線組構教學內容；自然世界以人地

關係為主線，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組構教學內容；科技世界以兒童生活接

觸到的科技為切入口，以能量及其轉換為主線，從生活中的科學技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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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主題組構教學內容。  
教材內容的表述均以主題方式，聯繫兒童生活實際，突出各種不同形式的

實踐活動。教材組構時，注意對傳統的自然常識進行篩選、重組，並在現

代科技，例如能源、交通、通訊、太空、海洋和環境等領域，選擇切入口，

形成若干主題，以對學生進行現代科技知識的啟蒙教育，以達到傳統的自

然常識與現代科技知識的整合，跨學科之間的整合。教材內容注意以知識

為載體，但不以知識學習為目的，對學生進行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和科學

意識的啟蒙。下面是一個課程組構的例子。 

科學課程《生命世界》的教學內容概覽表 

板塊 主題 次主題 

 生物的多樣性

110 觀察生物體 
111 多種多樣的動植物 
112 微生物 

生物的共同性 

120 生物的生存條件 
121 動植物的生活 
122 生物的基本構造和作用 
123 動植物的繁殖 
124 遺傳現象 

生物與環境 
130 生物與環境的依存關係 
131 人類與生物的依存關係 
132 生物的進化 

生命世界 

生活與健康 

140 我們的身體 
141 良好的生活習慣 
142 人類的食物 
143 生理與健康 
144 人的生長發育 

2. 社會課程結構：從社會科學有關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

學、地理學和心理學等學科中選取了最初步、最顯淺、最重要的，具有內

在聯繫的概念、命題及社會生活中一些規範原則組成三條主線--社會發

展、思想品德、政治文化和一條暗線--健康心理組構成基本內容，其結構

如圖：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第三期，第二冊，文章四，第六頁(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麥曦

廣州市小學跨學科課程發展的理念與架構

 

 
Copyright (C) 2002 HKIEd APFSLT. Volume 3, Issue 2, Article 4 (Dec.,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簡稱四線貫穿(三明一暗)  
社會課程內容呈現方式，採取由近及遠，由簡到繁，由具體到較抽象的認

識途徑，以家庭→學校→社會(家鄉)→國家→國際社會為序逐步展開。如

圖：  

 
社會課程內容選取和組構，還強調了以下的若干原則，以此作為課程編制

的理據：  
以社會角色發展需要進行思品、社會及其它社會科學常識的整合；  
以上述的社會結構為序呈現課程內容；  
社會課程學習以學生學習活動為主線，強調兒童在活動中的感受、體驗、

熏陶和習得。  

課程實施 

 1. 課程實施突出學生的主體參與，以"活動--建構"為主要的教學範式 
課程編制有多種不同模式，或側重目標、或側重過程、或側重情意、或側

重研究。廣州小學科學、社會課程，依其宗旨，課程實施應突出學生主體

參與，以"活動--建構"為主要的教學範式。學生自主參與的各種教學活動，

是小學科學、社會課程學習的主要教學形式。這裏指出的教學活動，既包

括感性的實踐活動，又包括學生內部心理活動兩類，二者相互作用，相互

轉化，保持著內化和外化的雙重關係。  
建構主義學習觀科學地揭示了學習的本質，強調了學習是一個積極主動的

建構過程：新的學習不但依靠原有的經驗，不同的學習者由於自身的特點、

經驗不同，建構活動的方式也不同，因而，有效的學習，成功的學習應強

調以學生為本，強調兒童對科學知識、方法、態度的主動探求，主動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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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動建構。  
例如：科學課程常用的教學活動包括：觀察、資訊收集、現場考察、調查、

科學欣賞、演示、實驗、情景類比、仿真、科技製作、飼養和栽培、遊戲、

競賽、家庭和社區科技活動等不同方式。  
社會課程，重視以情感激勵、討論探究、行為習得來設計教學過程。課文

呈現大體按"問題系統--圖像系統--課文系統--引導系統"來安排，其教學實

施可採用如下程式： 

 

2. 課程實施的關鍵是大面積優化教學過程，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課程實施要控制兩個"落差"，一是課程理念、目標--教材的落差；二是教材

--學生學習結果的落差。解決前者關鍵是教材編制水平，解決後者關鍵是

大面積優化教學過程，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如果把教學過程視作系統，系統功能的優化，解決的策略和途徑可以有多

種。廣州科學、社會課程實施選取了優化教學過程各階段的工作狀態作為

操作重點，包括優化教學設計、優化課堂教學和改革教學評價，加強教學

過程反饋調控等三部分工作內容。  
在科學、社會課的課堂教學改革中，啟發-探究式的教學，討論-合作式的

教學與活動式的教學成為基本的、主要的教學方式和方法。  
要研究和總結小學科學、社會課程實施的基本教學結構、常用的課型和教

學模式，為廣大教師提供理論-實踐之間可操作的方法體系。  

3. 課程實施依循的教學原則和教學策略：主體性、活動性和開放性 

(1) 主體性：既是價值取向，又是教學原則、策略和方法；主體性的實施

有多種層次和水平；主體性原則反映課程是以學生素養發展為本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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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2) 活動性：學生自主參與的各種教學活動是實施課程的基本途徑，要營

造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教學活動方式和方法，使學生學習過程充滿

童真、童趣，認真、求實，和諧、合作，求異、創新的特色。   

(3) 開放性：包括課程資源的開放性，教學活動在時空、內容、環境、形

式上的開放性，從而為不同的學生提供不同的發展條件和可能性。 

4. 把課程評價貫串始終  
課程評價要全面，課程評價要抓住三個水準進行，即課程的設計水準、實

施水準和結果水準。 

(1) 設計水準評價一方面要從課程的理念、宗旨、目標體系、課程架構、

內容選擇和編排、呈現方式等來評判其方向性、創新性、科學性和整

體性，另一方面要從學校實施該課程時評判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2) 實施水準的評價，著重通過教學過程的觀察和調查，判斷學校能否按

原定的設計，有效地執行，能否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揮評價的診斷、

導向和調控功能，達到預期的課程目標。  

(3) 結果水準的評價，主要看預期的課程目標的到達度。小學科學和社會

的課程評價應著重過程評價，著重學生群體素質發展狀況及個體個性

特長和健康人格發展的狀況。要改革評價的方式和方法。課程實施的

效果評價，還要有效能觀的要求。 

5. 加強領導，逐步完善課程實施的保障條件 

(1) 教師隊伍的素質是影響課程實施的關鍵性因素，是最重要的保障條件。

(2) 加強課程資源開發和建設，為課程實施提供開放的物質和環境的條件。

(3) 加強課程的三級管理，當前尤需加強校本課程的建設。學校在執行國

家頒發的課程標準，實施廣州市地方編制的科學和社會課程的同時，

要結合當地和本校實際情況，特別是本校的傳統和優勢、學生的興趣

和需要，選用和開發適合本校的課程，以此作為補充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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