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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中國的科學課程改革是在整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背景下進行的。從 2002
年開始，中國的所有學校開始實施新的國家課程。新課程從目標、結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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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到實施與評價革等方面都與原有的課程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被稱為中

國近五十年來最深刻的一次改革。為什麼要進行這一次改革？主要有兩方面

的原因： 

第一，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有很大的發展，但是也存

在一些問題。從課程的角度看，主要是“精英教育”和“知識中心”的傾向

（高凌飈，2002）。課程以保證學生獲取學科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為最主

要的目標，探究的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創新的精神和能力的培養沒

有得到落實（高凌飈，1998）。全國基本上使用一套統一的教科書，其內容

被普遍地批評為“繁、難、偏、舊”（王湛，2001）。從教學的角度看，傳

授式、訓練式的教學成為最主要的教學方式，考試成為教學的出發點和歸

宿，通過大量的練習訓練使學生善於應付考試，成為教學的實際追求。學習

的最大動力是爭取考入高一級的學校，學生為此而刻苦努力，無所謂樂趣，

甚至沒有自己支配的時間。以紙筆考試作為評價學生的唯一方法，用考試分

數對學生進行排名，加深學生的分化（劉堅，2004）。表 1 列出中國教育部

在 2002 年對全國 10 個省的 2 萬名高中學生進行的一次調查中學生對各學科

的感受排位前 4 位的學科，從表中可以看出，學生對高中物理、化學課的感

受全都是負面的。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學生對科學產生了厭倦和畏難的

情緒，少數學生雖然能夠獲得關於科學的基礎知識，但是他們的創新精神和

探究能力沒有得到適當的發展。 

表 1、高中學生對各學科課程的感受1 

最喜歡的 外語、數學、體育、信息技術 

最不喜歡的 政治、物理、數學、外語 

壓力很大的 數學、物理、外語、化學 

實用性最差的 政治、歷史、美術、數學 

內容偏多的 數學、物理、政治、歷史 

內容太難的 物理、數學、化學、外語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各方面人才的嚴重

短缺，由於國家經濟力量的限制，強調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注意培養選拔

                                                 
1 資料來源見劉堅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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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潛力較大的優秀學生，為國家培養高質量的人才打好基礎，無疑是有積

極意義的。但是，隨著九年義務教育在中國基本普及，基礎教育的任務和側

重點發生了變化。實施素質教育，最大限度地促進全體兒童和青少年的全面

發展，成為所有中小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和根本的目標（王湛，2001）。然而，

現有的課程卻仍是以培養能進入高一級學校學習的學生為主要目標，以學科

為中心，以傳授知識為基本任務，不能適應素質教育的需要。不進行課程改

革，素質教育的目標就會落空，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就是一句空話。  

第二，這一次課程改革還是時代和形勢的要求。當今的時代，科學技術高速

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大量高素質的

勞動力成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國家間的競爭主要呈現為人口素質

的競爭。為此世界各發達國家紛紛進行課程改革。一是調整培養目標，使新

一代國民具有適應 21 世紀社會、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必備素質；二是改變人

才的培養模式，實現學生學習方式的根本改變；三是在課程的內容方面進一

步關注學生的學習經驗，反映社會和科技的最新發展，滿足學生多樣化的發

展要求；四是改革評價方式，使評價成為促進學生發展的積極手段。面對這

樣一種形勢，中國的課程如果不進行改革，就不能應對新世紀的國際競爭和

未來的挑戰。 

二、課程改革的目標和措施 

中國的這次課程改革希望達成六項目標： 

第一，改變課程過於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強調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

度，使獲得知識與技能的過程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的過程。 

第二，改變課程結構過於強調學科本位、門類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狀，

使課程結構具有均衡性、綜合性和選擇性。 

第三，改變課程內容繁、難、窄、舊和偏重書本知識的現狀，加強課程

內容與學生生活以及現代社會科技發展的聯繫，關注學生的學習興趣和

經驗，精選包括信息技術在內的終身學習必備的基礎知識和技能。 

第四，改變過於強調接受學習、死記硬背、機械訓練的現象，倡導學生

主動參與、樂於探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

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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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變過分強調評價的甄別與選拔的功能，發揮評價促進學生發展、

教師提高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功能。 

第六，改變課程管理過於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

管理政策，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及學生的適應性。 

為此，中國對國家課程進行了幾方面的改造：  

1、新課程的目標 

中過去中國雖然實行全國統一的課程，但從未對國家課程的總目標做出明確

的說明，有的只是各學科的教學目標，或國家領導人的言論中有關於課程目

標的闡述，或教育行政部門公佈的政策。新的國家課程明確地公佈的基礎教

育課程的總目標是：“要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熱愛社會主

義，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革命傳統；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意

識，遵守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逐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具有社會責任感，努力為人民服務；具有初步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科學

和人文素養以及環境意識；具有適應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方

法；具有健壯的體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質，養成健康的審美情趣和生活方式，

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一代新人”2 

在這一總目標下，科學各學科課程目標都強調以提高學生對自然和科學的探

索興趣和求知欲，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和創新精神，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科

學觀和價值觀，培養科學的探究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為總目標。學科基礎知

識仍然得到重視，但現在是將知識的學習當成促進學生發展的基礎，當成學

生進行科學活動的必要平臺來加以強調的，與原課程將知識與技能的掌握當

成課程的最重要目標有本質的不同。 

2、新課程的結構 

中國的新課程在結構上有了很大的變化。為了增加課程的彈性，新課程在義

務教育階段不再將課程分為小學與初中兩個階段分別設計，而是九年統籌安

排。1－6 年級的課程以綜合為主，7－9 年級課程分分科課程與綜合課程兩

類，學校可自行決定採用哪種課程。高中（9－12 年級）的課程以分科課程

為主，採用“領域－學科－模塊”結構。表 2 給出義務教育階段的新課程方

案，表 3 給出高中階段的新課程方案。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2001 年 6 月 8 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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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義務教育階段課程設置及比例 

年 級  

1 2 3 4 5 6 7 8 9 
課時比例

（％） 

思想品德 7-9 
品德與社會 

歷史與社會（歷史、地理） 3-4 
品德與生

活 
科      學 科學（生物、物理、化學） 7-9 

 外      語 外      語 6-8 
語      文 20-22 
數      學 13-15 

體      育 體育與健康 10-11 
藝術（音樂、美術） 9-11 

 綜合實踐活動 

課 

程 

門 

類 

地方與學校課程 
16-20 

義務教育的課程方案中，過去從小學 1－6 年級開設的自然課，被 1－2 年級

開設的品德與生活及 3－6 年級開設的科學課所取代；過去初中開設的物

理、化學、生物課現在改為兩種不同的課程，第一種是開設綜合的科學，第

二種是仍然保留分科的物理、化學、生物課，由各地（以地區或市為單位）

決定選用哪種類型的課。由於種種原因，目前除浙江省外，絕大部分地區在

7－9 年級仍選擇分科的課程。新課程中開設了綜合實踐活動課，其中一部

分的活動為研究性學習，即由學生自定課題的探究活動，科學實踐活動是主

要的活動內容之一。 

高中課程改變了原來的學科課程結構，採用“領域－學科－模塊”的結構。

學習領域的設置更好地反映了現代科學綜合化的趨勢，有利於在學習領域的

視野下研製各科課程標準，指導教師教學，防止陷入學科本位。學習領域的

設置也有利於整體規劃課程內容，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體現對高中學生全

面發展的要求。要求學生每一學年在所有學習領域都獲得一定學分，既防止

學生過早偏科，又避免並學科目過多，奠定學生全面發展的基礎。在學習領

域之下設有學科，每一學科由若干模塊構成。每一個模塊都有明確的教育目

標，並圍繞某一特定內容，整合學生經驗和相關內容，構成相對完整的學習

單元。每一個模塊都有對教師教學行為和學生學習方式的要求與建議。模塊

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反映了學科內在的邏輯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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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中階段課程設置及比例 

學習領域 科目 

必修學分 

（共 118 學分，占

總學分的 62.4％）

選修學分Ⅰ 選修學分Ⅱ

語文 10 語言與文

學 外語 10 
數學 數學 10 

政治 8 
歷史 6 

人文與社

會 

地理 6 

物理 6 
化學 6 

科學 

生物 6 
資訊技術 4 

技術 
通用技術 4 

藝術 
藝術或音樂、美

術 

6 

體育與健

康 

體育與健康 10 

共 55 學

分，占總學

分的

29.1%，學生

根據自己的

興趣和未來

走向確定選

修的課程。 

研究性學習 18 
綜合實踐

活動 
社區服務與社會

實踐 

8 
 

共 16 學

分，占總學

分的 8.5%，

學生獲得該

學分的課程

為學校自主

開發的課

程。 

新課程以學分為單位計算學生學業，每 18 個學時為 1 學分，每個模塊通常

為 36 學時。科學共占了 21 個必修學分 ，占必修總學分的 18％。與科學緊

密相關的還有信息技術、通用技術和研究性學習活動，合計與科學技術相關

的必修學分將在 25－30％之間，與原有的課程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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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課程強化了選修課，選修課的類型和份量和原課程比較有了很大的變

化。過去的課程都是直線型發展的，新的高中物理課程採用了“2 必修模塊

＋3 並列選修系列”的結構（見圖 1）；學生在學完共同必修的 2 個模塊後，

還必須從 3 個選修系列中選一個模塊才修滿必修學分，然後根據自己的興趣

選修不同的系列，也可以不再選修。化學採用了“2 必修模塊＋6 並列選修

模組”的結構（見圖 2）；學生在學習 2 個共同必修模塊後必須在 6 個選修

模塊中任選一個模塊進行學習，然後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修不同的選修模塊，

或不再選修。生物採用了“3 必修模塊＋3 並列選修模塊”的結構（見圖 3）；

學生在學習共同必修模塊後，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修不同的選修模塊，或

不再選修。 

 

3、新課程的內容 

新課程強調教學內容的時代性、基礎性和選擇性。課程的時代性要求新課程

的內容體現當代社會進步和科技發展，及時反映各學科的發展趨勢；要關注

學生的經驗，增強課程內容與社會生活的聯繫；要根據時代發展需要，及時

調整、更新。課程的基礎性強調掌握必需的經典知識及靈活運用的能力；注

重培養學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旺盛的求知欲、積極的探索精神、堅持真理的

態度；注重培養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

 
圖 2、高中化學課程圖 1、高中物理課程結構 

圖 3、高中生物課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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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能力、交流與合作的能力。課程內容既要進一步提升所有學生的共同基

礎，同時更應為每一位學生的發展奠定不同基礎。為適應社會對多樣化人才

的需求，滿足不同學生的發展需要，新課程在保證每個學生達到共同基礎的

前提下，各學科分層次、分類別設計了多樣的、可供不同發展潛能學生選擇

的課程內容，以滿足學生對課程的不同需求，體現了課程的選擇性。 

在義務教育 3-6 年級（小學階段），科學定位為一門啟蒙課程。課程的目標

在於：①瞭解日常生活中簡單的科學事實和現象；②感受科學過程與方法，

像科學家一樣思考和行為，讚賞科學探究；③初步瞭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

關係；④培養學生的興趣、好奇心、科學態度和價值觀。 

3－6 年級科學課程的內容： 

⑴ 生命世界：多樣的生物，生命的共同特徵，生物與環境，健康生活； 

⑵ 物質世界：物體與物質，運動和力，能量的表現形式； 

⑶ 地球與宇宙：地球的概貌與地球的物質，地球運動與所引起的變化，天空中

的星體。 

義務教育 7-9 年級（初中階段）的科學課程定位為科學的入門課程，其目標

在於：①對科學的興趣與好奇心；②科學的精神、態度和價值觀；③基礎的

知識和技能；④對科學過程與方法的初步瞭解；⑤科學探究能力；⑥懂得以

科學的方式解決日常生活問題；⑦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觀念及可持續發展的

觀念。課程分為綜合課程和分科課程兩類，由學校選擇開設其中的一類。 

以綜合形式出現的科學課程（7－9 年級）的內容： 

⑴ 科學探究：科學探究的目標和要求，進行科學探究所需要的實驗技能； 

⑵ 生命科學：生命系統的構成層次，生物的新陳代謝，生命活動的調節，生命

的延續與進化，人，健康與環境； 

⑶ 物質科學：常見的物質，物質的結構，物質的運動與相互作用，能量與能源；

⑷ 地球、宇宙和空間科學：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人類生存的地球； 

⑸ 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科學史，技術設計，當代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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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科形式出現的物理（7－9 年級）課程的內容： 

⑴ 物質：物質的形態和變化，物質的屬性，物質的結構與物體的尺度，新材料

及其應用； 

⑵ 運動和相互作用：多種多樣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和力，聲和光，電和磁；

⑶ 能量：能量、能量的轉化和轉移，機械能，內能，電磁能，能量守恆，能源

與可持續發展。 

以分科形式出現的化學（7－9 年級）課程的內容： 

⑴ 科學探究：增進對科學探究的理解，發展科學探究能力，學習基本的實驗技

能； 

⑵ 身邊的化學物質：地球周圍的空氣，水與常見溶液，金屬與金屬礦物，生活

中常見的化合物； 

⑶ 物質構成的奧秘：化學物質的多樣性，微粒構成物質，認識化學元素，物質

組成的表示； 

⑷ 物質的化學變化：化學變化的基本特徵，認識幾種化學反應，質量守恆定律；

⑸ 化學與社會發展：化學與能源、資源利用，常見的化學合成材料，化學物質

與健康，保護好我們的環境。 

以分科形式出現的生物（7－9 年級）課程的內容： 

⑴ 科學探究：理解科學探究，發展科學探究能力；  

⑵ 生物體的結構層次：細胞是生命活動的基本單位，細胞分裂、分化形成組織，

多細胞生物體的結構層次；  

⑶ 生物與環境：生物的生存依賴一定的環境，生物與環境組成生態系統，生物

圈是人類與其他生物的共同家園；  

⑷ 生物圈中的綠色植物：綠色開花植物的一生，綠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和無機

鹽，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綠色植物對生物圈有重大作用；  

⑸ 生物圈中的人：人的食物來源於環境，人體生命活動的能量供給，人體代謝

廢物的排出，人體通過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調節生命活動，人是生物圈

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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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動物的運動和行為：動物的運動，動物的行為；  

⑺ 生物的生殖、發育與遺傳：人的生殖和發育，動物的生殖和發育，植物的生

殖，生物的遺傳和變異；  

⑻ 生物的多樣性：生物的多樣性，生命的起源和生物進化；  

⑼ 生物技術：日常生活中的生物技術，現代生物技術；  

⑽ 健康地生活：健康地度過青春期，傳染病和免疫，威脅人體健康的當代主要

疾病，酗酒、吸煙和吸毒的危害，醫藥常識。  

高中階段的科學課程分為物理、化學、生物三科，課程的目標聚焦于學生科

學素養的發展，包括：①科學的基礎；②對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③對科學

過程與方法的初步理解；④進行科學探究、交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創造性；

⑤科學的態度與精神；⑥科學、技術、社會及可持續發展；⑦科學的本質與

價值。 

高中物理的內容： 

共同必修 1：運動的描述，相互作用與運動規律； 

共同必修 2：機械能和能源，拋體運動與圓周運動；⑶經典力學的成就與局限

性。 

選修 1－1：電磁現象與規律，電磁技術與社會發展，家用電器與日常生活； 

選修 1－2：熱現象與規律，熱與生活，能源與社會發展； 

選修 2－1：電路與電工，電磁波與信息技術； 

選修 2－2：力與機械，熱與熱機； 

選修 2－3：光與光學儀器，原子結構與核技術； 

選修 3－1：電場，電路，磁場； 

選修 3－2：電磁感應，交變電流，感測器； 

選修 3－3：分子動理論與統計思想，固體、液體與氣體，熱力學定律與能量守

恆，能源與可持續發展； 

選修 3－4：機械振動與機械波，電磁震盪與電磁波，光，相對論； 

選修 3－5：碰撞與動量守恆，原子結構，原子核，波粒二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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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學的內容： 

化學 1（共同必修）：認識化學科學，化學實驗基礎，常見無機物及其應用； 

化學 2（共同必修）：物質結構基礎，化學反應與能量，化學與可持續發展； 

化學與生活（選修 1）：化學與健康，生活中的材料，化學與環境保護； 

化學與技術（選修 2）：化學與資源開發利用，化學與材料的製造、應用，化學

與工農業生產； 

物質結構與性質（選修 3）：原子結構與元素的性質，化學鍵與物質的性質，分

子間作用力與物質的性質，研究物質結構的價值； 

化學反應原理（選修 4）：化學反應與能量，化學反應速率和化學平衡，溶液中

的離子平衡； 

有機化學基礎（選修 5）：有機化合物的組成與結構，烴及其衍生物的性質與應

用，糖類、氨基酸和蛋白質，合成高分子化合物； 

實驗化學（選修 6）：化學實驗基礎，化學實驗探究。 

高中生物的內容： 

生物 1－分子與細胞（必修）：細胞的分子組成，細胞的結構，細胞的代謝，細

胞的增值，細胞的分化、衰老和凋亡； 

生物 2－遺傳與進化（必修）：遺傳的細胞基礎，遺傳的分子基礎，遺傳的基本

規律，生物的變異，人類遺傳病，生物的進化； 

生物 3－穩態與環境（必修）：植物的激素調節，動物生命活動的調節，人體的

內環境與穩態，種群和群落，生態系統，生態環境的保護； 

選修 1－生物技術實踐：微生物的利用，酶的利用，生物技術在食品工業中的

應用，生物技術在其他方面的應用； 

選修 2－生物科學與社會：生物科學與農業，生物科學與工業，生物科學與健

康，生物科學與環境保護； 

選修 3－現代生物科技專題：基因工程，克隆技術，胚胎工程，生物技術的安

全性和倫理問題，生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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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課程的實踐與存在問題 

新課程的實施給中國的科學教育帶來了新的面貌。首先是由於教科書多樣化

政策的實施，許多出版社投入了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工作，教科書從內容到編

寫質量到外觀形象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教材的難度也大為下降，得到學生的

普遍認可（高凌飈，2003）。其次是教師的教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

據高凌飈（2004）的調查，比起課程改革以前，教師更傾向于互動發展式的

教學取向。課堂教學的實踐也開始出現變化，單向的傳授少了，多向的互動

多了，特別是在小學階段，科學課堂的教學更多地體現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活

動式討論式教學。學生的學習方式也在發生變化，表層式的學習動機明顯下

降，對科學的興趣和學習欲望明顯上升（高凌飈，將發表）。探究式的學習

活動普遍得到重視。 

然而，新課程也存在不少問題。首先是課程對教學資源的要求比較高，許多

學校在實驗室、教學儀器等方面跟不上。其次是許多教科書編者對如何進行

科學過程與方法的教育，如何滲透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育存在片面的形式化

的理解，許多教師因為沒有經驗也就跟著教科書搞一些形式化的東西，並沒

有真正讓學生去體驗科學的過程。第三是如何處理知識與能力的關係沒有搞

清楚，許多教育專家把傳授知識批評得一無是處，脫離知識大談能力發展，

使教師感到困惑，在實踐中搖擺。最後，也是最嚴重的是評價的問題還沒有

解決之中，出現了許多極端化的主張，如主張用過程性評價取代終結性評

價，等等。不少人熱衷於一些時髦的但實踐可行性差的評價形式，但是對一

些扎實可行的評價方式的改進卻缺乏研究。結果是一方面是出現許多形式化

的東西，一方面仍然依據傳統的考試去評價學生。這一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解

決，在考試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國，很可能將現在出現的好勢頭完全吞沒，使

新課程的改革付諸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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