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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科学教育三维目标模型的构建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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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最新的科学教育理念以及上海科技馆的工作实际，探索性地建立了科学教育的三维目标模型，

即以承载科学原理、科学知识的展品为中心，依托图文、动画、模型、实物等方式，从“科学探索的过
程”、“科学知识的应用”、“科学的乐趣”三条路径拓展知识的外延。这一科学教育目标模型的构建体现
了科学教育目标从“线性”向“立体”的转化，即从掌握科学知识向有科学素养的人的转化；避免了就展
品论展品的单一展教理念；开启了重视知识外延拓展的多角度展示教育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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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deas for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原

um, we try to construct the model of three dimensional science education goals. The model circles the exhibits as a center,

using the graphics, cartoons, models and objects to show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expand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by
three approaches of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science”,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knowledge”,“the fun of pl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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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是科普教育的主要任
务，科技馆作为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理应承
担科学传播的重任、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这

毋庸赘言。依据国际科学教育界对科学素养的
界定，它包括以下四方面：科学知识与技能，
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价值观，对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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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关系的理解[1]。
由此看来，科学知识与技能只是科普教育
中最基础的部分，现代科普教育的目标已经
不再局限于让公众掌握基础的科学知识，而
应当是培养公众的现代科学素养，这种科学
素养建立在现代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融合了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
多方面的元素，而这也恰恰正是现代科技馆教
育理念的应有之义。
国 际科 学 教 育 界 所 称 的 “ science education”，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词与之相对
应——
—“科普”。而与“科普”相关的词有三
个，它们分别是“科学普及”、“科学教育”、
“科技教育”。实际上，三个词的目标是一致
的，都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但是，我
们往往将这三个词用在不同的地方。科普似乎
是针对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教育，而科学教育
和科技教育似乎是针对在校学生的科学学科
教育或科学技术教育。这种思维定势往往使
得二者处于领域分割的境地，科普教育似乎
难以与不 断变化的学 校科学 教育 需 求 接 轨，
而学校的科学教育又难以与迅速发展的科学
技术快速衔接。因此，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构建立体、全面的科
学教育目标，从而满足全面提升科学素养的
需求。

1 科学教育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科学教育
目标的演变
纵观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科学教育思想的
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传授科学知识、传授科
学方法和过程、亲历科学探究过程[2]。
1.1 传授科学知识阶段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在学
科中心的教育背景下，将科学作为结论，强调
科学知识，表现在科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上就是
传授科学知识。
1.2 传授科学方法和过程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发达国家的
研究者认识到进行科学知识灌输的弊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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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过程才有利于系统
性地掌握科学知识结构，因此科学教育思想从
将科学作为知识向将科学作为过程发展，在科
学教育的目标上则强调传授科学方法和过程。
1.3 亲历科学探究过程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
80 年代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和过程训练所存
在的问题，在科学教育中强调科学探究，并推
出了统一的科学教育标准，以科学探究作为科
学教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进入将科学作为探
究的新阶段。与此相对应，这一阶段强调亲历
科学探究过程，对科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也从片
面强调科学知识或科学方法与过程转到更加
整合的目标，即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3]。
从科学教育思想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当
前科学教育的最重要的变化表现为对“科学探
究”的关注与强调 [4]，正如 《美国国家科学教
育标准》 指出的：“学科学的中心环节是探
究。”强调科学探究自然无可厚非，但是，我
们应该从科学教育思想发展的角度认识当前
强调科学探究的意义，科学探究背后所承载的
理念和价值，以及科学探究与当前科学教育目
标的关系 [5]。这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对于科
普场馆而言，我们应该如何重新构建科学教育
的目标，并结合相应的展示，使其能够引导公
众进行科学探究。

2 科学教育内涵的拓展
20 世纪中期以后，科学技术综合化、整
体化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科学内部涌现
了一批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
科学开始融合。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
的变迁，科学教育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
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单一的科学教育和
人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弊端日益明显。近
年来，国内外关于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
呼声越来越高，新的课程改革中也开始注重两
者的均衡 [6-7]。实践证明科学工作者人文素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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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和人文社会学者科学知识的贫乏都不利
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
融合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必然趋势。
2.2 学校科学教育与校外教育的结合

科技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日
益增强，分离的学校教育系统和社会教育系
统已无法单独满足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科学知
识和技能的需要。推进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
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是提高公
众对科学的认识和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必由
之路。

3.1 深度挖掘科学史中蕴含的知识外延——
—探索
的过程

科学史虽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但它却是
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记录，是青少年正
确认识科学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视角。科普工
作者有责任让青少年知道它发展的真实过程，
有责任让他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公正、客观地看
待前人科学研究的成就及局限性；让他们从发
展的视角理解科学发展的轨迹，运用前瞻性的
目光审视我们熟悉的科学技术，从创新的角度
发掘原有科学知识蕴涵的新思想。
3.1.1 展示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创新性思维

3 科学教育的三维目标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科学教育思想发展趋势分析以及
现有科学教育内涵的解读，结合上海科技馆
的实际工作，我们探索性地建立了科学教育
目标的三维结构模型，即以 承载 科 学原 理 、
科学知识的展品为中心，依 托 图文 、动 画 、
模型、实物等方式，从“科学探索的过程”、
“科学知识的应用”、“科学的乐趣”三条路
径拓展知识的外延，并以此构成支撑展品的
三个落脚点，也就是“一个中心，三个支撑
点”的三维科学教育目标模型 （如图 1），从
而使青少年接受科普教育的过程既是学习科
学知识的过程，也是科学探究的过程；既是
思考的过程，也是享受快乐的过程。下文将
对这一模型的构建方式进行解读。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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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一部问
题史。这些问题有时以猜想的方式存在，有时
以假说的方式存在，有时以悖论的形式存在，
它们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同时也是科学发
展的动力之一。科学知识演进的历程，为展示
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能够帮助青少年
深刻地理解科学知识。
的精神品质

科学的乐趣

知识的应用

图 1 科学教育的三维目标模型

3.1.2 展示知识演进历程，帮助青少年深刻理解

3.1.3 展示前人科学精神，帮助青少年养成崇高

品

探索的过程

科学知识是科学思维的结晶，是科学先驱
们在探索中采取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取得的成
就。展示中应充分地把科学巨匠独到的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渗透到科学知识的传播中，使青
少年从前人设计实验的过程中学到科学的研
究方法、领悟创新性的思维方式，从而培养他
们的创新能力。

科学史关注的焦点是科学家，科学家是科
学精神的载体。在挖掘某个科学史实时,不但
要牵涉到当时科学家探究真理的历程，还要牵
涉到科学家的思想、性格、精神，甚至要牵涉
到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与学术环
境。因此，我们应当将这些知识的外延，尤其
是科学家探究真理的科学精神，有形无形地呈
现在智慧之光的展示教育中。如果还能让闪烁
其间的人文精神也展现在青少年面前，那将促
使他们不但追求科学知识的获取，更向往
“人文化成”的人文理想，从而使科学精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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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人文精神熏陶并举的教育目标不再言之
无物。
3.2 广泛拓展现实生活中蕴含的知识外延——
—知
识的应用

现实生活中，科学应用无处不在。可以
说，生活世界是科学教育的动力源泉。在展教
中，如何充分利用青少年现有的生活经验、有
限的社会阅历，将其与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
联系起来、提高他们的知识应用能力，而不是
简单地传递一些抽象的科学原理，这是如今摆
在科普工作者面前的一大任务。
对此，在三维结构模型的“知识的应用”
这一维度中，我们充分考虑了青少年的生活
经验，挖掘现实生活中科学知识的应用，营造
生动、自然、贴切的情景，促进他们将已有的
经验与认知对象发生互动，使知识内化的过程
得以顺利完成。
一方面，我们从青少年司空见惯的生活事
件着手，拓展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有助于他
们更好地理解与掌握抽象的科学原理，更重要
的是使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科学知识来解决
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培养其知
识迁移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模拟相关科学应用环境以
及设置互动操作平台，从不同侧面展示生产、
生活中科学原理的应用，揭示科学技术给社会
带来的双重影响，让青少年从对科学原理的抽
象理解升华到形象理解，同时还强调了科学技
术的“双刃剑”特质。这样不仅可以充实展品
的内容、丰富其科学内涵，而且还有利于培养
青少年学以致用的科学素养以及关注社会发
展的人文精神。这样的展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避免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科学教育。
3.3 展现有趣的科学现象中蕴含的知识外延——
—
科学的乐趣

许多生动有趣的科学现象蕴含着浅显易懂
的科学道理，但青少年却常常会视而不思，忽
略这些有趣现象背后的科学道理。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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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光”的展项设置中也适当考虑了这部
分的科学教育内容。通过提供科学实验的场
地、丰富多彩的操作、形象直观的演示，展示
趣味性的科学现象、神奇的科学魔术，从而激
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拉近他们和科学的距
离，使他们在感受科学乐趣、体验科学魅力的
同时，有所思、有所悟，从而实现玩中学、乐
中思、趣中悟的教育理念。

4 结语
“一个中心，三个支撑点”科学教育目标
模型的构建体现了科学教育目标从“线性”向
“立体”的转化，即从掌握科学知识向“有科
学素养的人”的转化；避免了“就展品论展
品”的单一展教理念；开启了“重视知识外延
拓展”的多角度展示教育的新探索。在这种模
式指导下，科技馆的展示教育理念和现代科普
教育目标是融合的、统一的，这也许为今后策
划科技馆各项展示及教育活动提供了可参照
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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