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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的學生學業成就調查作為 IEA（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和 OECD（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兩個國際組織主持的大規模的評價專案。從調查取向來看，IEA 較為偏重于考
查學生基於學校教育的學業情況；OECD 較為側重于考查學生離開學校教育的成年後的
生存能力。從調查內容來看，兩者均包括國際上公認的閱讀、數學和科學等核心學科。
所有參與的國家大都根據學生學業成就的世界排序，認真檢討各自的課程教學、教育制
度、社會文化和家庭環境等眾多方面的影響。此外，美國的（NAEP）調查，英國的 (APU)
調查，日本的國研調查等都曾產生不同程度的影響。基於此，我們從調查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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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核心內容和主要方法三個方面探討科學課程學業成就調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意
義。

科學課程學業成就調查的基本框架
從科學課程學業成就調查（評價）的實施來看，在宏觀層面上，一是直接參加 IEA 和
OECD 等組織的國際學生學業成就調查；二是如美國的 NAEP 調查、英國的 APU 調查、
日本的國研調查等，定期組織不同年齡段學生（9、13 或 15、17 歲）科學學科的學業成
就調查，建立國家常模，開展縱向或橫向比較研究。
在上述科學學業成就調查中，大都包括成就測驗和背景因素調查兩個部分。其中學業成
就測驗分學科領域的核心內容和表現水準兩個維度。關鍵內容指課程內容標準中的核心
內容；表現標準是要求學生達到的掌握水準。表現標準劃分的基本框架是布盧姆認知領
域的教育目標分類（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價）。此外，加涅的學習結果
分類和安德森等人提出的認知目標二維分類體系也在不斷影響著學生學業成就的調查
研究。
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一般分為學習者、課程教學、學校及教育制度四個維度。學
習者層面又包括性別、社會背景、自我認知、動機以及教育期望等；課程教學層面包括
教學策略、課堂氣氛、班級大小、教師支持、教材使用、學校組織和結構等；學校層面
包括學校類型、學校結構、學校資源、學校管理以及課堂實踐等。
TIMSS 的科學評估框架由內容維度和認知維度兩個部分組成。在內容維度中，涉及的領
域主要包括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地球科學等幾個部分；在認知維度中，主要包括領會、
應用和推理等幾個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不同層次能力的要求。科學探究能力作為主要
評價指標，始終貫穿於整個評價的內容與過程。
PISA 的科學評估框架基於終身學習的動態模型。其基本理念基於兩個層面：第一，學
生在校的學習是將來所需知識和技能的基礎；第二，學校的功能在於使學生具備終身學
習的能力。在評估中，重點測評學生所具備的閱讀、數學、科學等基礎性知識、技能、
態度、情感等方面在真實情景中的運用情況。其中科學素養是其測量中的一部分。
NAEP 的科學評估框架包括科學領域與認知要素兩個部分。科學領域涉及地球科學、物
質科學和生命科學；認知要素包括概念理解、科學探究和實用推理三個要素。該評估框
架規定了 4、8、12 三個年級學生學業的評定水準。
APU 的科學評估框架基於過程技能的評估。主要包括圖表、器材的運用，觀察、設計、
分析、探究等幾個主項目。在評估中，重點測評學生所具備的科學過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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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有關科學素養的測評框架問題也曾進行過諸多的探討和實踐。特別是新課
程實施後，科學素養作為科學課程教學的首要目標。在科學學科的學業成就評價中，更
加突出了基於科學的知識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度價值觀三個維度的科學評估架
構的科學素養的考察。

科學課程學業成就調查的核心內容
在 TIMSS 科學評估中，包括內容維度和認知維度兩個部分。在內容維度中，TIMSS
科學評估框架的每一領域包括幾個主題，每一主題涵蓋了多數參與國家的科學課程標
準中一列目標，同時提供了每一主題相應的一組評估目標。在認知維度中，包括三個
認知領域：一為領會，包括學生需要知道的事實、過程和概念；二為應用，集中在學
生遇到問題時應用知識和概念理解的能力；三為推理，超出常規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圍
繞新情景、複雜關係和多步驟的問題展開。TIMSS 科學評估框架中的三個認知領域由
不同層次行為區分構成，描述在不同認知領域中學生的技能或能力。領會中包括識記、
下定義、描述、舉例說明、使用工具；應用中包括比較/分類、使用模型、關聯、說明
資訊、揀出解決辦法、解釋；推理中包括分析/解決問題、整合/綜合、假設/預測、設
計/計畫、得出結論、概括、評價、證明。另外，每個領域中列出了與其相對應的具體
的行為。
有關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學生科學學習的情況以及對科學學習的
信念；教師問卷主要調查教師對科學的信念和關於教學實踐的信念；學校問卷主要調
查校長對學校政策和實踐問題的看法。 在 PISA 的科學評估中，重點測評學生所具備
的科學基礎性知識、技能、態度、情感等方面在真實情景中的運用能力。有關科學能
力的測量，PISA 將科學能力定義為運用科學知識的能力、識別問題的能力和在事實基
礎上做出決定的能力，幫助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識。科學能力被認為是衡量教育產出
的一個關鍵部分。該定義並非意味大量知識的貯存，而是強調科學地思考面臨的現實
問題。
例如，關於科學的概念。學生需要掌握一定數量的關鍵概念，從而可以理解自然世界
中確定的現象和人類活動所導致的變化。關於科學的過程。對科學知識運用和理解能
力的評估。亦即獲得、解釋、作用於現象的能力。此外，內容還涉及關於科學的條件
和應用的領域等。
在 NAEP 的科學評估中，包括科學領域與認知要素。其中科學領域涉及地球科學、物
質科學和生命科學，其中物質科學包括物理和化學；認知要素則細分為概念理解、科
學探究和實用推理三個要素。為獲取更多有用的評估資訊，NAEP 設計了學生、教師、
學校領導等問卷，用於瞭解學生的種族、家庭狀況、學校類型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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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領域中，概念理解要素重點考察學生對科學知識和概念的理解。其中，科學知
識包括從學校教育和自然界中學到的各種事實、事件，以及用於解釋、預測自然現象
的科學概念、定律和理論。科學探究主要考查學生使用科學工具的能力，包括制定計
劃，使用工具獲得資訊，交流探究的結果等。實際推理考查學生在新的、真實世界中
運用科學的理解等能力。
在最近十年三次測評中，該項科學評價非常強調對科學概念的理解，它在各個年級所
占百分比都幾乎達到 50%左右，2005 年 12 年級最高，達到 56%；同時還可看出，年
級越低，越強調科學探究。隨著年級增加，對學生實際應用能力的要求也在逐步的提
高。
在 APU 的科學評估中，包括主要包括圖表、器材的運用，觀察、設計、分析、探究等
幾個主項目。在評估中，為每一個主專案提供了相應的一組評估目標。例如，有關實
驗器材的運用，主項包括：量度儀器的運用，物理數量的估算，根據提示進行實際操
作等。又如， 有關分析與應用的評估，主項包括：分析已經獲取的資料，分辨不同程
度的推論，以及評量學生應用科學概念包括物理、化學和生物概念的能力。再如，有
關設計探究的評估，主要涉及三種不類型的活動，可以是設計整項探究活動，可以是
提出可測試的假設，可以是設計探究活動中的某些步驟。
在中國內地，有關科學素養的測評內容問題也曾進行過諸多的探討。新課程實施後，
在科學學科學業成就評價中，更加突出了知識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度價值觀
等方面的綜合考察。在科學知識的考查上，突出了密切聯繫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實際，
考查學生對科學知識的理解以及應用知識解釋現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力。在科學
探究的考查中，注意從實際問題出發，關注學生的探究能力。在情感態度與價值觀的
考察中，把情感教育滲透到具體的、生動的科學事例與活動中。
從科學學業成就調查（評價）的試題特點來看，在 TIMSS 科學評估的各種題型中，在
領會方面，分別從識記、下定義、描述、舉例說明、使用工具等幾個方面入手展開問
題；在應用方面，先後從比較/分類、使用模型、關聯、說明資訊、揀出解決辦法、解
釋等幾個方面入手展開問題；在推理方面，分別從分析/解決問題、整合/綜合、假設/
預測、設計/計畫、得出結論、概括、評價、證明等幾個方面入手展開問題。
例如，在領會方面的問題中，如說明期望學生能舉出恰當的例子支持或闡明有關事實
或概念的陳述，識別或提供詳細實例來說明對一般概念的認識；在應用方面的問題中，
如解釋則期望學生能為觀測或自然現象提供或識別一種解釋，展示對一些基本科學概
念、原理、定律或學說的理解等。
在 PISA 科學評估的各種題型中，重點考察學生所具備的科學知識、技能、態度、情
感等方面在真實情景中的運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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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學的概念方面，要求學生需要掌握一定數量的關鍵概念，從而可以理解自然世界
中確定的現象和人類活動所導致的變化。PISA 從物理、化學、生物學、地球和空間科
學概念中集中提問。更具體一點，即從這些論題中定義概念，包括生物多樣性、強度
和運動以及物理變化。
在科學的過程方面，要求學生掌握對科學知識運用和理解能力的評估。也就是獲得、
解釋、作用於現象的能力。PISA 測量五個過程：科學問題的知識、證據的鑒別、結論
的提出、結論的交流和對科學概念理解的演示。
在科學的條件和應用的領域方面，命題時注意到科學能力的應用條件是指日常生活，
而不是課堂或者實驗室，這裏包括對整體生活方向的論點，如個人直接關心的事件等。
可以看出，PISA 試題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十分強調知識和技能與日常的生活相關。它
雖然考核的是學生科學學科的成績，但卻十分注重從日常生活取材，在設計問題時跳
出課程具體的知識內容，大量地運用學生生活的真實情景，注重學生在相應學習領域
的基礎能力。學生必須理解關鍵的概念、掌握特定的過程，同時也要有在各種不同情
景中運用這些知識與技能。此外，PISA 還特別注重收集學生態度以及學習方法等資訊。
在 NAEP 科學評估的各種題型中，在科學知識方面，要求學生從科學教育以及自然界
中學習到的各種事實、事件，用於解釋、預測自然現象的科學概念、定律和理論；在
科學探究方面，考查學生使用科學工具的能力，包括制定計劃，使用多種科學工具獲
得資訊，交流探究的結果等；在實際推理方面，考查學生在新的、真實世界中運用其
科學理解能力。
在 APU 科學評估的各種題型中，有關實驗器材的運用，在量度儀器的運用方面，利用
量筒量度液體的體積或細小固體的體積，利用杠桿秤量度物件的品質，利用安培計量
度電流等；在物理量的估算方面，估計箱子的體積、葉片的面積、鐵線的長度、包裹
的重力、皮球的品質等；在根據提示進行實際操作方面，轉移指定份量的固體化合物
和稀酸，將固體化合物和稀酸在試管中混合，然後利用本生燈將試管加熱，最後過濾
試管中的液體等。
在中國內地，有關科學素養的測評內容問題直接反映在科學學科的學業成就評價中，
更加突出了知識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度價值觀等方面的綜合考察。例如，在
科學概念知識方面的考察上，突出了密切聯繫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實際，考查學生對科
學知識的理解以及應用科學知識解釋現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力。如將食用油、醬
油、食鹽、酒精分別放入水中，請判斷哪一種不能形成溶液。實際上，在考察學生對
溶液的概念把握的程度。借助這樣一個聯繫生活實際的情境，讓學生利用所學知識回
答現實生活中常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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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課程學業成就調查的主要方法
在科學學業成就調查（評價）的方法上，宏觀監測大都是以紙筆測驗和問卷調查為主。
目前，以自適應理論為依據的電腦因人施測技術和成長記錄袋評價的運用逐漸增加。
在問卷調查中，可選擇學生、教師、校長或家長等作為對象；有時進行必要的訪談、
實地觀察及相關文本分析等，可進一步瞭解學生學業成就差異的成因。
在調查物件的選擇上，常採用分層抽樣技術。例如，在 PISA 調查中，設計為兩階段
分層取樣，第一階段的取樣單元為含有 15 歲學生的學校個體；取樣之前，將在取樣範
圍內的學校（學校的最低參與率為 85%）或內隱或外顯地分配到層；然後，以隨機抽
樣的方式在每層抽取學校，各層之抽取率與各層學校多少及學校內的學生數量成正
比。第二階段的取樣單元為樣本學校中的學生個體，從每一所樣本學校中等概率抽取
35 名學生（底線為 20 名）。所抽取考生的作答率要求達到 80%（底線為 50%）。為
了保證樣本的總體覆蓋率，學校和學生層面的總排除率必須低於 5%。
在 TIMSS 的科學知識的測試和調查中，除了測試和問卷調查之外，還包括課程分析、
數學課堂的錄影、觀察和有關政策的研究。它的設計集中在學生的三個不同的學校階
段：小學後階段、中學低年級階段和中學的末尾階段。由於每個國家學生的入學年齡
不完全相同，學生被測試時必須考慮年齡和年級兩個因素。
有關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學生的科學學習的情況以及對科學學習
的信念；教師問卷主要調查教師對科學的信念和關注教學實踐的信念；學校問卷主要
調查校長對學校政策和實踐問題的看法。
在課程分析中，主要對科學課程的指導書和教科書進行比較，研究科目的內容、內容
的銜接和對學生成績的期望等。他們通過對課堂教學進行觀察，對教育管理部門、校
長、教師、學生和父母進行訪談。研究的內容包括教育標準、處理個性差異的方法、
教師的生活和工作狀況以及學生生活等對學校教育的影響等。
NAEP 的科學評估方法基於相同的評價框架指導，使用相同的評估程式，以及整個評
估使用了有效的評估工具：大型題庫和矩陣技術，並在不同年份的測試、不同年級的
測試卷中特意安排了一些重疊的問題，與其他類型的測試共用部分相同的樣本，使得
測試結果既有縱向可比性，又有橫向可比性。科學評估量表由學生問卷、教師問卷、
學校領導問卷等組成。
在 NAEP 的科學評估中，在參加評估的州內根據人口統計學和地理組成進行抽樣。為
保證樣本的均衡性，NCES 和 NAGB 規定州和地方學校的參與率不得低於 85%。通常
在各州 4 年級和 8 年級各選取 100 所學校作為樣本，再在作為樣本的學校和年級選取
25 名學生參加每個科目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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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時間方面，該組織制定了詳細的評估計畫表。全國評估通常與州評估和實驗性
城市地區評估是隔年進行並且避免重迭，而全國長期趨勢評估則是四年一次。今年
（2008 年）進行全國長期趨勢評估。
在 APU 的科學評估中，由於學生和考題都是以隨機方式抽樣，因此兩方面的樣本都應
具有代表性。在學生試卷的設計方面，由於評估所牽涉的內容專案眾多，每次測試只
能評估部份項目。每個子項目都設有一個試題庫，部份試題適用於兩個或三個年齡組
別，以便於比較跨年齡的成就差異。在筆試前或後，會抽取部份考生進行實作測試。
在學校問卷的設計方面，包括科學教學的師資和資源，進行科學教學的目的，對科學
教育的重視程度，分配予科學教學部門的財政資源等。在學生問卷的設計方面，主要
考察學習環境與學生學業成就差異的關聯。如學生的性別，種族，修讀科目，職業取
向，對有關科學議題的興趣；問卷亦問及學生課餘的興趣及嗜好等。
在中國內地的科學評估中，由於多種原因，我國大陸雖然未整體直接參加 IEA 和 OECD
等國際評價組織的學生學業成就評價專案，但是從 20 世紀 70 年代後期開始，我國的
理論界先後參照布盧姆等的教育目標分類框架，從認知、技能、情感態度和學生品德
等多方面地進行了引進、吸收和本土化改造。20 世紀 90 年代起，我國在學生學業成
就現狀調查和影響因素分析方面進行了多次的探索和實踐。“十五”課題以來，特別是
自新課程實施開始，一些專案組、課題組進行了廣泛的理論研究和實踐探索，並且已
經取得了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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