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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中國數學課程的改革 

蘇式冬∗

廣東教育學院   

 

為迎接新世紀的到來，教育部在《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與行動計劃》

中，決定進行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從 1999 年啓動，2001 年 7 月正式頒佈

了《基礎教育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行)》和各學科的課程標準(實驗稿)，現

將數學課程改革情況作簡單介紹。 

 

一、改革的背景 

 

(一) 從國際看 

各國普遍地將課程改革作為增強綜合國力的措施，研究如何使現在

的學生適應 21 世紀社會、科技、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 從國內看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關鍵，要通過改革實現培

養目標，培養內容和培養方式的轉變，以全面提高公民的素質。 

(三) 從數學教育看 

由於數學與電腦的結合，數學在研究領域、研究方式和應用範圍等

方面得到了空前的拓展，數學已成為一種普遍適用的技術。 

 

數學的內容、思想、方法和語言已成為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數學素

養已成為公民文化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 

數學的教育功能和價值在變化，基礎教育階段的數學課程如何按時代要

求，促進學生全面、持續和諧的發展，是數學教育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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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的要點 

 

(一) 課程目標的變化 

以促進學生全面、持續、和諧的發展為總目標。 

 

1. 從只重結果目標→同時重視過程目標 

不僅提出 “瞭解(認識)、理解、掌握、靈活運用” 等知識技能的

目標要求，而且提出了 “經歷(感受)、體驗(體會)、探索” 等過程

目標的要求。 

 

2. 從偏重知識技能目標→同時強調數學思考，解決問題，情感與態

度的目標。 

 

▲ 數學思考中，強調數感、符號感、空間觀念、統計觀念、推

理能力。 

 

▲ 解決問題中，強調提出問題，初步形成應用意識，評價和反

思意識，學會與人合作交流，發展實踐能力和創新精神。 

 

▲ 情感與態度中，強調好奇心、求知慾、自信心、體驗數學活

動。 

 

                                                                                                                                                                            
∗ 2001 年 9 月 25 日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數學課程研習) 課講課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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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目 標 表: 

知 

識 

與 

技 

能 

 

*經歷將一些實際問題抽象為數與代數問題的過程，掌握數與代數的基礎

知識和基本技能，並能解決簡單的問題。 

*經歷探究物體與圖形的形狀、大小、位置關係和變換的過程，掌握空間

圖形的基礎知識和基本技能，並能解決簡單的問題。 

*經歷提出問題，收集和處理資料、作出決策和預測的過程，掌握統計與

概率的基礎知識和基本技能，並能解決簡單的問題。 

 

數

學

思

考 

*經歷運用數學符號和圖形描述現實世界的過程，建立初步的數感和符號

感，發展抽象思維。 

*豐富對現實空間及圖形的認識，建立初步的空間觀念，發展形象思維。

*經歷運用資料描述資訊、作為推斷的過程，發展統計觀念。 

*經歷觀察、實驗、猜想、證明等數學活動過程，發展合情推理能力和初

步的演繹推理能力，能有條理地、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 

解

決

問

題 

*初步學會從數學的角度提出問題、理解問題，並能綜合運用所學的知識

和技能解決問題，發展應用意識。 

*形成解決問題的一些基本策略，體驗解決問題策略的多樣性，發展實踐

能力和創新精神。 

*學會與人合作，並能與他人交流思想的過程與結果。 

*初步形成評價與反省的意識。 

情

感

與

態

度 

*能積極參與數學學習活動，對數學有好奇心與求知慾。 

*在數學學習活動中獲得成功的體驗，鍛鍊克服困難的意志，建立自信心。

*初步認識數學與人類生活的密切關聯及對人類歷史發展的作用，體驗數

學活動充滿著探索與創造，感受證明的必要性、證明過程的嚴謹性以及

結構的確定性。 

*形成實際的態度以及進行質疑和獨立思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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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容和結構的變化 

提倡學習現實的、有趣的、有教育價值的數學內容。 

1.  從過於強調學科本位，缺乏整合性→課程綜合性、選擇性 

 

(1) 將內容分成 “數與代數”、“空間與圖形”、 “統計與概率” 、 “實

踐與綜合運用” 四大學習領域，分學段提出了具體目標，有利於

學生對數學形成更為全面的認識。 

(2) 體現靈活性和選擇性，課程標準中僅規定基本水平，提倡在教材

中編入一些拓寬知識的選學課題、閱讀材料。 

 

內 容 結 構 表 

學   段 第一學段(1-3 年級) 第二學段(4-6 年級) 第三學段(7-9 年級)

 

數與代數 

*數的認識 

*數的運算 

*常見的量 

*探索規律 

*數的認識 

*數的運算 

*式與方程 

*探索規律 

*數與式 

*方程與不等式 

*函數 

 

 

空間與 

圖形 

*圖形的認識 

*測量 

*圖形與變換 

*圖形與位置 

*圖形的認識 

*測量 

*圖形與變換 

*圖形與位置 

*圖形的認識 

*圖形與變換 

*圖形與座標 

*圖形與證明 

統計與 

概率 

*資料統計活動初步 

*不確定現象 

*簡單資料統計過程 

*可能性 

*統計 

*概率 

實踐與 

綜合應用 

*實踐活動 *綜合應用 *課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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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繁、難、舊的內容→精選適應時代需要的基礎內容 

 

數與代數 

(1) 重視數感與符號感，強調選擇合理便捷的運算程式和方法 

▲ 重視口算和估算 

▲ 提倡演算法多樣性 

▲ 引進計算器進行複雜的運算和探索數的規律(第二學段引入) 

 

(2) 淡化繁雜的數位計算和恒等變形 

▲ 刪除帶分數的四則運算和珠算以及代數中根式運算、無理方程、可化

一元二次方程的分式方程和二元二次方程組、三元一次方程組 

▲ 降低要求的有：整數四則、小數、分數加減乘除及混合運算以兩步為

主不超過三步。有理數混合運算則以三步為主 

▲ 對數的運算難度和速度作了適當控制 

 

  學習內容 速度要求 

20 以內的加減和表內乘除法口算 每分鐘 8—10 題 

三位數以內的加減法 每分鐘 2—3 題 

兩位數乘兩位數 每分鐘 1—2 題 

除數是一位數，被除數不超過三位數除法 每分鐘 1—2 題 

 

(3) 淡化人為編制的應用題類型，重視選材的現實性、趣味性和可探索性，

重視建模過程。 

▲ 題材呈現形式多樣化：表格、圖形、漫畫、對話、文字等 

▲ 強調對資訊材料的選擇與判斷：資訊多餘、資訊不足…… 

▲ 問題答案可以不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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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與圖形 

(1) 從 “線段、面積、體積、測量、角、相交線、三角形、四邊形” 的知識

為主的體系→按 “認識圖形、圖形與變換、圖形與位置、圖形與證明” 四

條線自然展開，螺旋上升逐步推進的新體系。以培養空間觀念、幾何直覺、

推理能力、更好認識我們現實的空間為目標。 

 

(2) 推理教學要求在變化 

▲ 重視合情推理； 

▲ 重視讓學生體會演繹推理證明的必要性，理解證明的基本過程，掌握

證明的基本格式，初步感受公理化思想 

▲ 不追求證明的難度和技巧、初中只要求證明有關三角形，四邊形的基

本性質 

 

統計與概率 

(1) 從原來只在小學高年級和初三有一章統計知識⇒三個學段都設有統計與

概率內容 

 

(2) 改變 “定義→公式→例題→習題” 的體系⇒強調與日常生活、自然、社會

和科學技術的聯繫，重視體現統計與概率的基本思想，表現在： 

▲ 能通過收集、描述、分析資料的過程作出合理決策 

▲ 能從統計的角度思考與資訊有關的問題 

▲ 能對資料來源、處理和得到的結果進行合理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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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與綜合應用 

(1) “實踐活動” 是要初步獲得一些數學活動的經驗，瞭解數學在日常生活

中的簡單應用，初步學會與他人合作交流，獲得積極學習數學的情感。 

 

(2) “綜合應用” 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探索性解決問題的活動。 

 

(3) “課題學習” 是結合生活經驗提出課題進行研究。 

 

 

(三) 學習方式的變化 

 

從接受性學習轉為在數學活動中建構性學習。 

1. 從單純地依賴模仿與記憶的學習方式⇒鼓勵動手實踐，自主探索的學習

方式。 

(1) 要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數學活動和交流的機會 

(2) 要讓學生在經歷數學知識的形成與應用過程中，有效地理解和掌握

數學知識與技能、數學思想方法，獲得數學活動的經驗。 

(3) 鼓勵使用現代資訊技術工具 

 

2. 從單純從書本出發的學習活動⇒強調要從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和已有

的經驗和知識背景出發。 

(1) 學生對數學理解與自身的背景、經驗、思維方式有關，不同學生有

不同學習傾向。 

(2) 鼓勵學生通過觀察、實驗、嘗試、猜想、預測等數學活動，有目的、

有意義地建構自己的數學，獲得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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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的學習活動應是主動和富有個性的。 

 

3. 教師由單純的知識傳遞者⇒學生學習的組織者、引導者和合作者 

(1) 要幫助學生確定適當學習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最佳途徑。 

(2) 創設豐富的教學情境，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學習興趣。 

(3) 要關注差異，重視合作交流，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四) 評價方式的變化 

從過分強調甄別與選拔功能→重發揮促進學生發展，教師提高和改進教學

實踐活動的功能。 

1. 從只重結果→同時重視學習過程的評價 

包括參與數學活動的態度、自信心、合作交流的意識、獨立思考的習慣，

數學思考發展水平等。 

 

2. 從對雙基從難要求→嚴格按課程目標恰當要求 

避免出偏題、怪題和死記硬背的題，強調對知識的理解和運用知識解決問

題能力、適當出一些探索題。 

 

3. 從單純評價答題→重視對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評價 

包括提問的積極性，提出問題的深度和難度，能否清楚表達問題，能否進

行合理交流、反思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方法等等。 

 

4. 評價主體和方式從單一→多樣化 

提倡自我評價、學生互評、教師評價、家長評價、社會有關人員評價結合。 

評價方式包括書面考試、作業分析、課堂考察、課後訪談、大型作業、建

立成長記錄袋、分析小論文和活動報告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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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價結果從只定性→定性與定量相結合 

定量評價可用百分制或等級制的方式，要將評價結果及時反饋給學生，不

搞分數排名。定性評價可採取評語形式。 

 

三、改革的進程 

(一) 堅持 “先立後破” 、 “先實驗後推廣” 的原則，建立實驗區，重視對

教師的培訓 

1. 2001 年開始實驗和培訓教師，共有 38 個實驗區 

2. 2003 年組織專家對課程標準進行修訂 

3. 2004 年頒佈修訂標準 

4. 2004 - 2005 年進入推廣階段 

 

(二) 研製高中階段課程 

初步設想高中三年，一年為共同基礎，包括六個系列: 代數、幾何、統

計與概率初步、探究問題、數學建模、數學與文化。 

後兩年按三個不同發展系列選學。 

A. 主要供準備學習工科和經濟類專業學生學習； 

B. 主要供準備學習需要數學比較多的理科專業學生學習； 

C. 主要供準備學習文科專業學生學習。 

(三) 對現行教學大綱進行修訂(2001 年從小學一年、初中一年級開始實

行)，以便逐步過渡到新課程 

修訂稿體現新課程精神 

1. 突出創新精神，實踐能力的培養 

2. 刪去一些過於繁難的、不實用的知識和解難題的特技，適當減少必

學內容，增減彈性。 

3. 增加一些綜合實踐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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