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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专业自主能力是教师在其专业生活中对于其专业教育服务和专业发展实施自我控制与管理的能力，

包括专业自我角色的认知能力、设计能力、调控能力和反思能力四个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要素。教师专业自主

能力是其作为专业职业人提升专业生活品质、实现其社会角色价值的重要内部支撑动力，也是“职前—在职”
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所要实现的核心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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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 Defini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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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capacity is the capacity upon which teachers conduct self-management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toward students． It constitutes four secondary dynamic factors of self-recognition，

self-designing，self-supervision and self-reflection，it plays a role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n teachers’improve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life quality and valuesrealization of their social roles． It is also what we seek for in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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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康德 ( Kant) 看来，个体应将自身和他人作

为终极目标，实现自主，因其是人作为生命个体存

在的应然状态和最高需求。千百年来，人们不仅在

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领域解读自主及其

得以实现的普遍法则，更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

逐步深入到不同职业群体和专业领域，寻求更为独

特的诠释。教师作为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专业性职

业群体，其自主不仅是自身作为社会个体自主的重

要体现，更对社会公民实现自主有着非凡的意义。

他们以课堂及其它教育活动为基础，通过引导学生

实现学习及发展自主来体现自己的自主。而这种自

主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自主意识与能力基础之上

的，与其接受的专业教育和对教师这一崇高职业的

价值体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育学领域对于教师专业自主的研究在近年来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种进展表现为研究数量上的

不断增加和研究质量、层次上的不断提升以及围绕

本议题的研究深度的变化和不同观点之间交互、凝

聚的强化趋势上。虽然如此，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

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笔者可及的内

—1—

DOI:10.13445/j.cnki.t.e.r.2017.03.001



2017 年 教师教育研究 第 3 期

地、港台及西方相关文献中，能力观、权力观、感

知观、专业特质观的概念论争还在持续，“教师专

业自主能力”这一概念也偶见于国内外相关文献，

但大多为随机应用，目前尚无相对较为明确的界

定。对于未来教师专业自主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相关

理论与实证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而言，依据

合理的理论分析对于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解构是一

个基本前提。

二、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理论定义

理论定义也称抽象定义，是对于某一概念的总

体描述，所关涉的是概念在抽象层次上的本质含

义，而对于一种特定能力之本质含义的阐释无法回

避三个要素: 一是概念本身的核心语义，即描述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二是其适用的群体，即这一

能力概念适用哪个特定的职业或专业群体; 三是对

于特定行为域的描述，即这一能力概念适用于这一

群体或个体的哪些行为? 对于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

理论定义可依此思路展开。
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核心在于自主。而对于

“自主”一词，词源学在线词典 (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的解释为“出现于 17 世纪 20 年代对于

城邦 的 描 述，源 自 希 腊 词 汇 ‘autonomia’一 词，

形容词是‘autonomos’，由‘auto ( self) ’和 ‘no-
mos ( custom，law) ’构成，为 ‘独立的，以自身

的习俗与律法生存’之意”。［1］可以看出， “自主”
一词的初期意义是指以自我立法为基础实施自我管

理，是在政治领域作为一种权力和权利来探讨的。
而剑桥词典 ( Cambridge Dictionaries Online ) 等许

多在线词典的解释大都指向 “自我做出决定及行

为、不受他人控制”，其中牛津在线词典有 “ ( 康

德哲学) 行为人 ( agent) 依据主观道德法则实施

行为、免于受欲望控制”［2］的解释。我国 《辞海》
的界定则是 “自己作主，不受别人支配”。［3］结合

词源分析与中外词典释义的纵向对比分析可以看

出，从“自主”一词出现至今，其关涉的范围有

变化 ( 城邦———国家、地区、组织与个人) ，但其

核心所指仍然是独立性、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换

句话说，自我控制与管理就是自主的核心语义。教

师专业自主能力所指向的是教师作为社会个体在专

业生活中的自主，其核心语义不应该脱离自我控制

与自我管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学界从权力、能力等不同

视角对于教师自主的概念界定及相互之间的论争大

有不可调和之势———部分学者认为是外部赋予教师

的 ( externally-bestowed ) 权 利 和 自 由 ( Giroux，

1988; Erpelding，1999; Friedman，1999 等 ) ， 甚

至是“与学校的责任和指令是冲突的、相互抵制

的”; ［4］ 持 能 力 观 的 学 者 ( Greene，1988; Ells-
worth，1989; Kamii， 1994; Brown， 1995; Tort-
Moloney，1997; Short，2003; Little，2007 等) 则

认为自主并非可以简单由外部赋权实现，并认为外

部赋权说所阐释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而是

“西岸地区巴勒斯坦式的自主”; ［5］调和派 ( Aoki，
2000; 黄景，2005 /2007; Benson，2007 等) 则认

为自主 既 是 权 力，又 是 能 力 与 责 任; 专 业 特 质

( professional attribute ) 观 ( DeVries ＆ Kohlberg，

1987; Castle，2006; Barfield，2002 等) 与心理感

觉观 ( Street ＆Licata，1989 等) 亦是各有理据。而

笔者认为，这种概念论争的存在是因为部分学者忽

略了自主本身是一个概念集合。Yong 指出，“自主

不仅仅意味着在某些既定情境中具有行为的自由，

而应该是自由地掌控自己的人生”。［6］从行为逻辑的

视角来看，个体的行为是基于内部的心理需求和能

力而实现的，要实现专业行为上的自主，自身必须

首先有这种意愿或心理需求，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能

力，同时也必须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自主因此是

由意愿、能力、权力、环境、行为等诸多下义概念

构成的概念集合 ( 见图 1) 。

图 1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国内外相关文献中

“教师自主”、“教师专业自主”、“教学自主”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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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间也存在随意混用的现象。首先， “教师自

主”与“教师专业自主”的概念内涵也是不一样

的。教师诚然以教育教学作为职业，是其生活很重

要的组成部分，但其生活并不限于此———其家庭生

活、社会生活亦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

教师发挥其自主能力的重要场域; 其次，“教师专

业自主”与 “教学自主”的概念是不能等同的。
教师的专业生活并非只有教学，横向而言还包括教

师所从事的其它教育活动，如班级管理、组织的各

类校内外活动等，纵向而言，教师需要对自身专业

水平的不断提升实施自我控制与管理，以适应教育

活动新的变化及其对自身的更高要求，这就意味着

教师除了以学生为对象的各种专业行为之外，还包

括了教师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教育活动，这也是以

其个体自理性作为支撑的。所以，教师专业自主还

应该包括教师专业发展自主。
依据上述对于自主的核心语义、自主意愿、能

力、权利、环境、行为等视角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

自主、教师专业自主、教学自主等术语之间区别与

联系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维度的考虑，教师专业自主

能力的理论定义则可以描述为: 教师专业自主能力

就是教师在专业生活中对于自身的教育实践和专业

发展实施自我控制与管理的能力。

三、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内部要素关系

依据测试学的相关原理，要测试某一特定构念

( construct) ，就必须厘清其包含什么要素、在实践

中是如何体现的，从而建构构念与行为之间的逻辑

链接。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内涵结构涉及两个主要

的方面: 一是这一能力包括哪几方面要素的问题，

即测试学所谓的构念结构问题; 二是这几方面要素

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构念内部要素关系问

题。厘清这两个问题及其与之相关联的行为，就实

现了对概念内涵结构的分析。
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概念，教师专业自主能力

是教师个体内部心理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内

向度的、对于自我的一种能动性，即班杜拉 ( Ban-
dura) 所谓的个体自理性。这一能力指向的是 “有

关个人专业活动的自我”，［7］即专业自我。自理性

意味着个体必须“首先参与和他人共在的由历史和

文化塑造而成的世界，然后向外探查他人和协同活

动，通过他人的言语、态度、表情或行为中看到反

射回来的我们自己的意象 ( image) ，然后再考虑我

是谁，我想成为谁和我如何成为谁的问题”。［8］教师

对于其专业生活的自我控制与管理在本质上是对于

专业生活涉及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自我控制与

管理，是针对其作为专业职业人的社会角色的个体

自理性。所以说，教师专业生活中的自主 “为其专

业行为划定了一个动态关系域，而这种自主的能力

是 一 个 关 系 性 构 念 ( dynamic interrelational
space) ”。［9］因此，教师的专业自我同样包括自我概

念 ( 信息及体验) 、自尊 ( 评价) 和社会同一性

( 关联) 三个方面。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 (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

自主、胜任和关联是人类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这

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在工作环境中的满足 “会有助于

强化工作者的内部动机并促进外部动机的全面内化

( full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 motivation) ，进而导致

持续稳定的行为变化，提升工作的效度和工作者自

身的工作满意度，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有利于其

心理调适和幸福感的获得”。［10］教师专业自主的过

程是教师“充分了解自身优势、价值观、行为方式

和归属等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个人价值和为组织创

造价值”［11］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教师现实专业自我

不断按照预期转化和提升的过程 ( 见图 2) 。

图 2

那么，这一过程的实现都需要什么要素支撑

呢? 教师在不断的冲突与协调的过程中，个人价值

和社会责任得到部分的实现，使其建立逐步的专业

自信，认识到能够从专业行为的不断调整中使二者

得到更好的兼顾与平衡。这一阶段教师逐步认识到

外部责任与义务对于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外部的规约开始逐渐内化，成为教师调整专业行为

的重要驱动力，教师即开始进入自觉、稳定、系

统、深入的认知、分析和专业践行阶段，从专业的

视角提升自我，从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建构自尊，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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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幸福感，这就是教师专业自主的过程。教师在专

业生活中对于自我的控制与管理能力的结构因此可

以理解为是由自我认知能力、自我设计能力、自我

监控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四个要素构成。四要素相

互作用构成的教师专业自主能力支撑了教师与学

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社会等各种关系构成的动

态关系域中对于专业自我的实践与建构。
( 一) 自我认知能力

认知涉及知觉、解释、记忆、信任和预期等多

个方面，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既有宏观上的总

体认识，也涉及具体行为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即个

体对于自身所处现状的理性认识，是一个信息加工

的过程，“包括知觉、解释和预期三个相互关联的

方面”，［12］知觉就是基于自我体验通过对于自我符

合内心期待的程度、符合社会角色期待的程度以及

周围重要他人的看法的综合分析并得出的一个整体

判断; 解释就是对于限制自身处于更好状态的归因

分析，即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 包括正面的

和负面的) ; 而预期就是结合解释对于未来改变到

什么程度以及可能性的推测，是依据所解释的原因

消解的可能性程度以及结果的推断。
教师的自我认知能力也是如此———自己是否符

合职业规范、学生是否喜欢自己、其他教师对自己

的看法、对于自己目前的状态满意还是不满意等，

是教师对于记忆之中有关专业自我的自认为客观的

数据分析之后的初步判断，属于自我知觉层次; 而

诸如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性格特点在其中的正

面或负面作用、学校管理限制了自己或是给自己提

供了较好的施展平台、学生基础太差还是很好、评

价标准 是 否 合 理 等 则 是 对 于 自 我 知 觉 的 解 释 层

次，意味着假如没有这些原因的存在，自己就可能

会有更好或者更差的表现; 而期待则是假设能够不

受到或者较少受到这一方面或者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自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现状的推测，是一种可

能性分析，其形成的结果是对于未来行为结果评价

的标准。
( 二) 自我设计能力

设计就是依据既定的目标进行任务的规划，是

“在特定的环境下，将外在的要求和目的转化为特

定结构的活动，结构代表的是一些可变通元素的特

定组合，其确定必须紧扣外部整体的功能需求，通

过特定的搭配和安排来实现特定的目的”。［13］设计

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包含目标设

计、任务设计、策略设计、时间规划以及评价办法

的确立等多个维度。如果设计者本人作为活动的参

与者或组织者，那么，对于自身角色任务的设计就

属于自我设计。
教师具备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只是实现了对于

自身所承担角色的基本认知，相对而言是宏观上

的、抽象的，虽然对其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但这种指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潜在的指导，对

于作为专业职业人的教师而言更体现在理性设计基

础上的实践。为了确保实践的品质，教师需要以具

体的任务为媒介对于自己的角色进行设计，教师这

种在对外向度的专业服务和对内向度的专业发展之

中对于自我设计的能力就是专业自我设计的能力，

是在设计环节对于专业自我的控制与管理，其指向

的是教师自身的专业任务。
教师在专业生活中的自我设计首先指向的是面

向学生的教育实践，即对于自身作为学生学习的引

导者和自主支持者的角色设计，明确自身在具体的

教育实践任务中应如何做才能真正成为自主支持

者，既保证对于学生的适度引导和帮助，又不过于

热心“越界的帮助”，避免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干扰

和侵犯，使其产生依赖并在后续学习中从心理上自

我设限; 同时，教师作为专业职业人为提升自己的

胜任力、保证服务品质，又负有自我教育、自我发

展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同样是

需要规划和设计的。自我设计是教师对于教育实践

和专业发展的自我认知结果操作化的重要途径。
( 三) 自我调控能力

自我调控 ( self-regulation) 是自我的核心功能

之一，指“个体通过监控自己，克服某些固有的行

为反应倾向，代之以其他行为，从而使自己的行为

更符合社会或自我标准的过程”［14］，“既包括对注

意、思维和情绪等内在过程的调控，也包括对外在

行动的调控”［15］，“几乎可以泛指一切目标—导向

( goal-directed) 行为”［16］。自我调控包含两个重要

的方面，一是监控，即检测到自己行为的倾向，二

是对于自身行为的倾向进行调整。成功的自我监控

首先“需要个体认可的、可进行表征和监控的注

意、思维、情绪和行动的目标标准”［17］，并依据标

准进行检测; 其次需要有一定的克服困难改变既有

行为倾向的意志力 ( will power) ，也称为思维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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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thought suppression power) 。除此之外，当目标

标准与现实状态存在差异时，个体应具备 “减少这

种差异的充分内部动机”［18］，因为内部动机支撑的

自我调控利于积极情绪的生成和保持，“不会或很

少产生自我能量的损耗”［19］。而专业自我调控就是

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个体发现自己的行为超出了角

色所赋予的任务，而这种超越有可能会对其他活动

主体的角色造成干扰，也有可能会对于整个行动目

的的达成有负面影响，这时个体对于自身行为的一

种矫正。
对于教师而言，无论是面向学生的教育实践，

还是自身专业发展的活动，其方案的设计“并无法

顾及到具体任务中的复杂性、迅速性和不可预测性

的一面”，［20］这些因素要求教师因时势而变，调整

自身的角色任务，确保对于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

现是最有利的。而依据鲍美斯特 ( Baumeister) 等

的自我调控力量模型 ( strength model of self-regula-
tion ) ，自 我 调 控 所 依 赖 的 力 量 有 限，且 因 个 体

“自我损耗 ( ego-depletion) ”［21］和 “工作记忆能力

(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上的差异水平”，［22］教师

的自我角色监控通常涉及即时行为之外的其它手段

来辅助。以课堂教学为例，教师需要利用对于学生

反馈的调查、邀请其他教师听评课、对于自己的课

堂进行录像并回放、统计分析以及撰写反思记录等

手段进行自我监控和调整，以较为全面地分析自身

的特殊行为倾向并依据相应的认知标准实现矫正和

强化。专业发展活动也需要教师时不时跳出任务之

外来审视这些活动，达到自我调控的目的。
( 四) 自我反思能力

反思意即反过来思考、反省的意思，是“对任

何信念或假定的知识，均以积极、执着和用心的态

度考察它所依据的根据是否成立，以及其所导致的

进一步的结论的思维过程”［23］，包括“在行动中反

思与在行动之后的对行动的反思”［24］。自我反思就

是对于自身在任务之中角色任务的胜任性程度的理

性知觉与解释的过程，涉及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

角色胜任度的评价，即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完成了角

色任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二是对于结果的归因

分析，即结果超过预期或未达到预期的因素是什

么。反思就是从结果到过程再到任务及目标的归因

梳理，从而得出在这一角色任务之中自身的优劣

势，作为自我角色认知和建构的依据。而这一过程

中个体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就是其专业自我反思的

能力。
教师作为专业职业人，其专业行为并非是直接

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而是以已有的知识和理论为基

础，并“依靠他们储存的大量熟悉的例子和主题即

舍恩所谓的 ‘经验库’与情境进行交易，而情境

的回应 ( back-talk) 又使他们对问题进行重新框定

( reframe) ，构造并检验关于情境的新模型”，［25］即

教师的个人理论。这一建构过程是教师专业自我反

思的能力的提升过程，是一个从关注教到关注学的

发展过程，其目的都是保证实践的品格，对于教师

而言这一发展过程就是教师对于自己作为学生自主

学习支持者和引导者的社会角色的不断建构。教师

的社会角色要求其作为反思性实践者 (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以自己的教学过程为思考对象，对自

己的教学行为、教学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作为后

续矫正、强化训练乃至直接的专业发展活动的方

向; 而在相对较为直接的专业发展活动中，如听评

课、阅读、参与学术交流、进修等，教师不但要依

据设定的针对性目标进行专业发展自我设计、活动

自我监控，同样需要对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反

思，以保证每次专业发展活动效度的最大化。
教师专业自主能力包括自我认知能力、自我设

计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四个方面，

虽各司其职，但相互之间是彼此互动、紧密联系

的，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支撑着教师作为反思性实

践者的专业自我管理与建构。专业自我认知能力是

其认识到自身作为专业职业人的价值之所在，是其

从事专业教育服务和专业发展活动所必须的基本前

提和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自我设计、调控和反思

就失去了方向，更谈不上理性的自我控制与管理;

而专业自我设计能力是教师将自身角色价值的认

知、信念转换为行动方案的基本支撑，教师要将高

度抽象的角色信念通过专业自我的任务厘定、角色

策略选择等方式加以厘定，使其变为可操作的现实

路径，就必须进行自我设计; 自我调控是教师在行

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对于其专业自我的理性监

控、矫正和强化的过程，是确保教师对于专业教育

服务行为和专业发展行为情景的个体自理性; 自我

反思能力则是教师对于专业自我胜任性的理性分

析、评价和合理归因的支撑，“充当了后一加工过

程的部分原材料的角色”。［26］教师要在实践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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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我的重构，就必须将其专业生活自我体验上

升至理论高度，实现专业自我的重新认知，就必须

以自我体验的效度分析和理性解释归因作为依据

( 见图 3) 。

图 3 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内部要素关系

四、教师专业自主能力与教师教育

如果说教育对于学生学习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自

主学习能力的建构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专业职业人

的教师而言，这种能力就是专业自主能力，无论是

职前师范教育还是在职专业发展，都在围绕这一核

心进行。就职前课程的内容而言，理论性居多，但

从其终极价值而言，又都是走向实践的; 而从在职

专业发展来看，其载体活动是实践性的，但其指向

却是理论的，是教师个人理论建构的过程。职前在

职一体化的主旨事实上就是通过理论的实践化和实

践的个人理论化使教师获得教育智慧，充分发挥其

作为专业职业人在学生全面发展、自主发展上的自

主支持和引导的社会角色价值，从而提升其专业生

活的品质。
就目前而言，许多师范院校进行了本科师范教

育课程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许多师范院校

基本上还没有走出“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

的老三门范式”，［27］师范生入职后的自主专业发展

因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 1 ) 学科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之间在时

间上相互挤压，师范生不能在学科能力和学科教学

能力上都得到充分发展。这一问题虽因近年来部分

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准入条件上升为研究生学历而

相对有所缓解，但应清楚地看到，许多老少边穷岛

区域对于教师的需求甚至还无法达到本科这一水

准，矛盾的解决因而也无法单纯通过提升准入门槛

来解决。 ( 2 ) 学科课程与教育学课程、教育心理

学课程以及教育实习等课程之间互不搭界的问题，

导致相关理论性课程无法真正转化为教师认识、变

革实践的思维工具 ( 框架) ，成为一线教师“理论

无用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何优化课程结

构，开发整合学科知识与教育学知识、心理学知识

的学科教师教育类课程，如学科教学测评理论与方

法等，并围绕教育实习等实践类课程，强化师范生

教育实践过程中的自我体验，真正使理论性课程实

践化，实现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的逻辑链接，

使师范生充分内化理论并在入职后迅速成为上手

快、后劲足的具有较高专业自主能力的骨干教师，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相对而言，对于在职教师的培训已改变了新课

程改革初期 “课标解读”式的教师教育与培训范

式，都开始通过课例分析、经验交流等途径充分挖

掘教师在专业实践中的自我体验，注重培训本身的

内涵。这一变化是可喜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在

职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其面向学生的专业服务虽在价

值上没有冲突，后者在时间上却是具有绝对的优先

性的。在职教师专业发展一方面要在外部培训项目

设计上注重内涵、在培训体系建设上注重国家、
省、市、县梯度性培训力量建设的同时，也应考虑

如何通过技术指导和专业引领，构建内涵型的校本

专业共同体，使学校和课堂成为其专业发展的主阵

地，使教师在合作的基础上能够以学生为资源、以

同事为资源、以自我为资源，通过准确的专业自我

认知、科学的自我设计、实时自我调控和深度自我

反思，实现内驱式的专业发展，自主地提升其专业

服务的批判性反思品质，使其避免专业自我发展中

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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