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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行為是心理的反映。不同的心理狀態會影響學生的學習行為，這種行為的結果會直接反

映在學生的科學學習成績上。統計結果顯示：學生對待愛提問同學的心理態度不一樣，

正面心理狀態對科學學習成績有積極影響，反之，則有抑制作用。另外，調查還提出了

一些關於教師在教學中應該使用或禁用的常用語建議 。 

關鍵字: 提問；心理態度；科學學習成績 

引言  

行為是心理的反映，不同的心理狀態會影響學生的學習行為，這種行為的結果會直接反

映在學生的科學學習成績上。國外最新研究顯示，學生對於科學課程的情緒狀態對科學

學習有明顯影響，積極的學習模式會對學生的學業成績產生正面影響。1中國有著不同

于西方文化的傳統，一向講究內斂、含蓄，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的學生，心理與行為都

                                                 
1本文由杭州師範大學基礎教育基金資助(編號：2007XJM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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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烙印了自身文化的特徵。我國學生的不同心理狀態會對學生的科學學習造成什麼

樣的影響？  

研究問題 

國內對於學生心理態度的研究中，多數調查是從學習動機、態度的角度來進行，缺乏更

細化的調查研究，據這些研究提出的一些建議都是從宏觀的角度泛泛而談，沒有明確的

針對性，對具體問題的說服力不高。因此，本研究以更細的視角來搜集資料，即將研究

定位於：學生對待提問者的心理態度與科學學習成績的關係研究。另外，大陸教師都有

一個普遍感覺，初中生是“課堂舉手現象”的分水嶺，小學非常活躍的“課堂舉手現象”，

為什麼會在初中階段逐漸消失？這是另一個問題需要回答的問題。  

研究假設 

根據國內外的一些調查研究，提出下述假設：  

1、學生對待愛提問同學的心理態度不一樣，影響不一樣。正面心理狀態對科學學習成

績有積極影響，消極的態度則有負面影響。  

2、小學非常活躍的“課堂舉手現象”在初中階段的逐漸消失，部分是由於教師的不適當

的回答用語，影響了其提問的積極性。 

研究物件和方法 

1 研究物件 

本研究[本研究是杭州師範大學基礎教育項目（為期 3-5 年），這是其中的一個前期調查]
以基礎教育研究基地校（杭州市下沙中學）的初中生為研究物件，該校地處杭州市下沙

開發區，由大量的外地打工子弟構成，外地生源占 60%。學校為了促進教育公平，採取

平行分班的形式，即以入學抽測成績為主，並考慮生源地情況平均分班。因此本調查採

取整群抽樣，隨機抽取了二個初一班、一個初二班。  

為了研究的需要，問卷中還設計了相關題目來瞭解學生的家庭教育氛圍和父母對子女的

教育態度等，並根據調查回饋的情況，有選擇地對部分學生、家長和老師進行了重點訪

談，作為問卷的補充。  

2 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採用自編問卷，包括導言、基本資訊調查、科學素養測試和學生的問題意識四

個部分：基本資訊調查，主要瞭解被測學生的性別、年級、是否參加過科技活動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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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的家長對其升學的希望值；科學素養測試，主要採用臺灣學者甘漢光、熊召弟、

鐘聖校合著《小學自然科教學研究》的是非題部分[2]，並自行設計了二個選擇題。這些

題目主要針對小學生應該具備的科學素養而設計，用於初一、初二都可以。  

利用本校學生教育見習的機會，安排了一次班主任主持、見習教師分卷的同步調查，將

問卷資料登錄電腦匯總後，用 STA5.0 軟體進行統計處理 

結果分析 

本調查共發出問卷 114 份，回收 114 份。回收率 100%，有效率 100%。表 1 為所調查

學生的基本情況匯總。  

表 1:被調查學生的基本情況（N=114） 

類別  性別  科技活動  年級  

男 女 參加 未參加  初一 初二

學生數  62 52 71  43  76  38  

從回收的調查問卷來看，學生的回答很認真，卷面整潔，答題工整，說明學生對本次調

查的態度是積極的。統計分析顯示：問卷的分半信度為 0.7314，也符合要求。  

本調查獲得的資料中，有幾個結果值得重視：  

1、學生自陳不提問的原因 

圖 1: 學生自陳不提問的原因  

  

針對”課堂舉手現象”為什麼會在初中階段逐漸消失這個問題，請學生自己陳述不提問的

原因（統計資料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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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反映主要有： “怕問題簡單被同學笑話”為多數，約有 37 人次；“怕問題簡單受

老師批評”也有 21 人次；“小問題不麻煩老師”有 14 人次， “有問題但不想麻煩老師”有

6 人次，總計為 78 人次，約占總數的 68.4%。從這個資料來說，學生不提問的主要原因

還是一個氛圍問題，沒有營造合適的學習氛圍，“怕”字立上學生頭上，50.9 %的學生不

是怕被同學笑話，就是怕被老師批評。不想麻煩老師者多些，又不想自己費神的少些，

但從後期訪談來看，不想麻煩老師者，最終也不想自己費神。這是目前初中生對待科學

學習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而採取的主流態度。這種主流學習態度的形成最終可以歸結到教

學指導思想上，確切地說，是知識觀與教學觀上 ——目前新課程改革所宣導的新的知

識觀、新的教學觀和新的學習觀並沒有深入到師生心中。  

另外，有 26 人次的回答是“老師在課堂上解決了所有問題 ”，約占總數的 22.8%，成為

僅次於“怕問題簡單被同學笑話”的回答。這個位列第二的原因，無疑是對我們的一個警

示：教師的教學觀、教學方式有問題，仍然存在以解決問題為第一要務的教學追求。  

還有 2 人次回答 “擔心問題太深讓老師認為是故意刁難”。雖然人次很少，倒也讓調查

者眼睛為之一亮，但因為是無記名調查，後期訪談沒有做成。無法瞭解到他們 2 人是如

何判斷所提問題太深的具體例子，這是本次調查的一個遺憾。  

2、最想聽到的老師回答用語  

為了解決是否 “由於教師的不適當的回答用語，影響了學生提問的積極性”這個問題，

從正反兩個方面請學生回答“最想與最不想聽到的老師回答用語”。正面主要設計有三個

（圖 2）， “有想法（29 人次）”與“挺有趣（40 人次）”，都有肯定和讚揚之意，但從單

一專案來看，並沒有 “你自己怎麼看（45 人次）”人次多。說明初中生在對待肯定和讚

揚的態度已趨向理性，更看重與老師的可能探討， “這個問題你自己怎麼看”本身隱含

著，教師對問題的關注，學生進一步的陳述能夠引發師生的討論，這是每個善於學習的

學生都希望的得到的回答。 

圖 2: 最想聽到的老師回答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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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不想聽到的老師回答用語  

在學生提問後，還可能會聽到最不想聽到的回答（反面設計如圖 3）。這是不可避免的。

這個設計完全從教學角度出發，為教師在課堂內外，慎對學生的提問作準備。盡可能避

免使用一些學生最不想聽到的回答方式。  

“ 這個問題我剛講過（42 人次，36.8%）”為最高，而這種情況在剛下課時，更容易出現，

一方面由於教師的疲勞，另一方面對自己苦口婆心的說教沒有達到效果而生氣（這一回

答本人在中學時就經常使用）。這話必須禁用！其實一個問題正是因為教師在課堂上講

過了，並且引起了學生的注意與思考，它才有可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引發新的疑問。

這正是教師教學所應該追求的，從問題到新的問題，而不是“這個問題我剛講過”，這種

回答隱含的不僅是對學生積極思考的不讚賞，更說明了教師本身的教學觀念需要更新。

退一步說，學生沒有理解教師的分析，及時地解決也是很有價值的，鐵要趁熱打。  

新世紀國際教育的普遍趨向是對創新教育追求。創新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培養學生發現問

題、提出問題的能力，這就要求基礎教育必須保護和培養學生對新事物的好奇心，這是

宣導探究性學習的基礎。教師在教學中的用語必須有利於激發學生的思考與提問，因

此，本調查建議，禁用“這個問題我剛講過”。  

“ 這個問題超出課堂要求了，自己思考（30 人次，26.3%） ”，這話學生也不愛聽。如

果仔細思考一下，這話也不符合新課程改革的要求。新課標強調基本要求，但鼓勵學有

餘力的學生去思考更深入的問題。如《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明確要求：“編寫必學

內容的基礎上，可以適當安排一些選學內容或選做的活動，以拓寬學生的視野，發展學

生的愛好和特長，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力”。[3]說這句話，其實還是應試思想

在作怪，舊的教學觀仍在起主導作用。問題超出課堂要求，其實是指超出考試大綱要求，

研究它對考試沒有價值。由此分析，這句話也是不合時宜的，需要我們擯棄的。  

“ 這個問題書上有（25 人次）”，這種回答也經常聽到，然後讓學生自己查書，好一點

說明多少頁。從這次調查反映，學生對這樣的回答反感者也很多（約占總數的 21.9%）。

書上有，也就是說，學生查書可解決。這話不受學生歡迎，要辯證地對待。這是師生對

書，即如何使用教材的理解存在偏差。從教師角度來解釋，想必是讓學生先看書，通過

書本自己先嘗試解決。這種方法是完全可行的，可以理解的。為什麼學生對此不以為然

呢？可能是學生認為教師在故意搪塞，從事後的訪談來分析，這樣的回答，最後都不了

了之，因沒有下文而被學生認為是在糊弄他們，因此，對這類回答很不高興。  

“ 這個問題問某同學（9 人次）”與“ 這個問題自己先思考（2 人次）”，學生持排斥態度

的不多，尤其是“自己先思考”。聯想到最受歡迎的回答 “這個問題你自己怎麼看”，“自

己先思考”倒是讓學生有思考的餘地，和進一步提問的機會，因此，反感者僅有 2 人次，

約占總數的 1.8%。可見，新課程改革所持教學觀是符合現代教育科研主流的，在這一

方面也是受學生歡迎的，同時也說明本問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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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最不想聽到的老師回答用語  

 

4、學生對愛提問的同學所持態度與科學素養的關係  

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對其他同學與教師的接近極為敏感，這種敏感所產生的心理體

驗，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這種敏感的心理體驗會不自覺地反映到學習行為上，進而

在學習效果中有所體現，這一結果可以通過基本科學素養來評定。  

圖 4 : 對待愛提問同學的不同態度人次  

 

如圖 4，本題原設計僅僅有 5 個自陳檔次，第六項 “都不是什麼好鳥＂為一個學生自己

添加。同樣為學生自陳，因而增設於本報告中。這句話使我想到我的學生時代，有幾個

同學竭力反對與教師經常接觸的學生，曾在教室中公開地抵毀他們為“不是什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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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那是在考上大學就能“改變人的身份和命運（從此可以脫離農村，吃上國家飯）＂

的年代，經常與教師接觸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搞到各種表彰，以便能夠在高考中加分

（2007 年起大陸網路上有一個流行用語，叫“裸考＂，就是指那些沒有任何高考加分的

考生）。這種極為負面的心理狀態出現在當前的初中階段，雖然人數極少，但卻是學生

自己專門增加的，不能不引起調查者警惕。本報告中給出這個學生添加的特例，就是希

望有關部門在設計中考、高考加分政策時，充分考慮這一政策可能對目前基礎教育造成

的負面影響。  

當然，調查顯示，多數學生的心理狀態是正常的，“他（她）怎麼會想到這個問題，自

愧不如＂有 63 人次，約占總數的 55.3%。“沒有考慮＂者有 32 人次，約占總數的 28.1%。

或許是學生年齡尚小，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這是一種中性狀態，應該不對科學學習造

成影響。  

“ 出風頭，愛表現＂、“故意找藉口與老師套近乎＂和“想到這個問題是怪物＂分別

為 8、5、5 人次，這是問卷設計中出現的三種不良心理狀態，在所調查的樣本中比例不

高（7.0%；4.4%；4.4%）。  

問卷中選用了一些基本科學素養的測驗題，可以比較不同類型的學生基本科學素養的差

異。調查發現：幾種不同的心理狀態對科學學習影響，誠如假設所設想，正面狀態有促

進作用，負面狀態有抑制作用，中間狀態沒有影響，其效果處於兩者之間。人均分分別

為 53.8、47 、(41.9/42.9/41)，而那位持“不是好鳥＂的同學最低，只有 35。如果以正面，

中間，負面與極抵觸為 X 軸，科學素養測試成績人均分為 Y 軸，這一結果可以圖 5 示

意：  

圖 5: 不同心理狀態的學生人均得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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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 可見他們的學習成績與假設一致，從高到低，這與國外的最新研究一致 [1]。另

外，從統計學角度，以學生對愛提問的同學所持態度不同為單一因數進行了單因數方差

檢驗，df=5，P=0.048<0.05，有明顯差異。說明學生對待愛提問同學的心理態度，影響不

一樣，正面心理狀態有積極影響，反之，則有抑制作用，這個結果可以在同等條件下，

推而廣之。 

小結與建議 

學生對於科學課程的情緒狀態與科學學習的有效性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如何從更

精細的角度來研究，獲得具有可操作、可推廣的方法或建議是這一課題普遍的研究方

向。本調查的小結與建議為：  

1、學生自陳不提問的原因主要原因有兩個：一是“老師在課堂上解決了所有問題＂；

二是“怕笑話＂、“怕受批評＂與怕麻煩。  

前者說明了教師的教學指導思想有問題。建構主義者認為，教學是一種互動過程，主張

教學應以學習者為中心，教師應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建構知識，從而使學習具有價值、

富於意義。［4］如果教師的教學僅僅滿足於在課堂上解決了所有問題，通過教學使所

有學生都沒有了問題，將是我國教育的最大問題，即我們的教育沒有為創新做準備。  

學習者“怕麻煩＂說明了學生的學習觀不正確。建構主義者認為，知識是發展的，是內

在建構的，是以社會和文化的方式為仲介的。學習者在認知、解釋、理解世界的過程中

建構自己的知識，學習者在人際互動中通過社會性的協商進行知識的社會建構。［4］

這說明學生的主體性意識缺乏，需要教育者重點培養引導，無論是自主學習、合作學習

還是探究性學習，沒有主體性意識將一事無成。而“怕笑話＂、“怕受批評＂則完全是

教育氛圍問題，教師在教學應關注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和知識背景，應關注學生的實踐

活動和直接經驗，應關注內容的革新和探究式教學的運用，應關注學生的自主探索與合

作交流，形成合適的教育氛圍，讓學生感受到積極的情緒。  

建議應該以《基礎教育改革綱要（試行）》、《新課程標準》等為指導，認真學習，首

先解決教師的教學觀問題，再通過教師等途徑解決學生的學習觀問題，並隨時創設合適

的教育氛圍。  

2、學生向老師提問後，最想聽到的是“你自己怎麼看＂。說明初中生更看重與老師的

可能探討，學生的要求與新課程宣導的學習方式（探究教學與合作學習）不謀而合。學

生向老師提問後，最不想聽到的是“這個問題我剛講過＂、“這個問題超出課堂要求

了，自己思考＂、“這個問題書上有＂這些話。  

建議教師對待學生的提問，多用引導討論的語言，如“你自己怎麼看＂等，慎用“這個

問題書上有＂，用了就必須有事後問題追蹤，瞭解學生是否查過書，是否搞清楚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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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的問題需要探討等。禁用有打擊學生提問積極性和拒人千里的句子與語氣，如

“這個問題我剛講過＂。切實推進創新教育，保護和培養學生對新事物的好奇心，培養

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能力，宣導基於問題的探究性學習。  

3、學生對待愛提問同學的心理態度不一樣，影響不一樣，正面心理狀態有積極影響，

反之，則有抑制作用。  

建議在科學教學中，引導學生建構學習共同體，在班級中設置問題箱或問題板，學會使

用元認知監控策略，隨時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如在學生中開展廣泛討論，讓學生理解

“善於提出問題，尤其是提出有價值的問題是創新的前提＂，引導學生從國家發展、民

族生存的角度去思考這個問題，不要僅僅限於個人的小圈子，要營造積極的班風和學

風，讓全體學生處於積極狀態，形成共同提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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