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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能否成功度过初任期是决定其职业生涯成败和专业发展方向的关键。本研究采 

用质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法，通过长时间观察、深度访谈、收集相关文件档案等资料搜集手段，全面深入 

地探讨个案中的幼儿园初任教师面临的困扰和挑战及其是如何成功应对的，结果发现个案教师的成 

功与其自身的正向个性、直面挑战、投入专业成长以及幼儿园内外支持四项因素有关，且这四项因素 

相互影响，正向个性促使教师在遇到困难时敢于直接面对挑战；直面挑战促使教师积极学习，投入专 

业成长；投入专业成长又增加了教师面对挑战的能力和决心；幼儿园内外支持给予教师面对挑战的勇 

气，并为其专业成长提供良好条件。为成功度过初任期，教师应提前了解工作场合，快速融入园所组织 

文化，自我调适，积极投入专业成长，主动承担一些额外的工作，必要时做出一些退让；幼儿园应完善 

初任教师导入 度，帮助其尽快适应幼儿园的课程与教学及 关系等；教师 应重视教

育知识和能力，而且应让学生了解入职后会面临的问题与解决策略，帮助其做好心理准备。

［关键词］初任教师；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

—、问题提出

成功的初任教师是相对于那些沮丧、焦、 、 的初任教师而言，成功”是一

相对的成功”。［1］成功的初任教师够在前三年的求生和适应期生存 ，何3同应对和 在学

和 教 的 和， 和成 ， 和主管的

学生和 的 何6#

研究 ，初任 是教师 生 的，［7］ 成功 初任期是教师

是 在教育 的一 ［8］［9］， 研究 ，成功 初任期 ：

［10］［11］［12］教师在初任期会面 和 ， ，问网问陶17# 是幼儿教

师。期幼儿教师是教师 的 ，作 的育 ，在任教初期会

和 ，工作 ：幼儿教师 作 ， 充分时间做教学前的准

备。［19］［20］第二，班级 营（class management） :初任教师面对2~6岁的幼儿， 无 为力。！21#第
三，教学技巧足： 掌握孩子的学习情况和营造学习氛围， 引发学习兴趣。［22］第四，搭班合作 

艰：初任教师与搭班教师理念 、课 理宽严一、对活动的开放程 ㈤沏第五，

沟通生疏：知如何与 沟通,无法向 详细描述幼儿的学习和身心状况等。㈤第六，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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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初任教师常感自己是“学校里的陌生人” (stranger in a school),-旳不被学校和同事接纳， 

甚至被其他教师孤立。㈤第七，缺乏管理者的支持和资深教师的辅导，这是初任教师面临的最大困扰 

之一，閃也是初任教师产生高度的工作倦怠感的重要原因。凹诸多的困扰和挑战让教师产生离职倾 

向，幼儿园教师的离职率与流动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不仅造成幼教 的 与幼

教 法在稳定中长，更 教资源的 。削

管初任教师面临诸多困扰和挑战， 一 教师 这困， 。1
年来， 一 的初任教师， ， 者 teacher 关的

SSCI 的文章， 仅 。其中， 与 (Hebert & Worthy) 与

(Kumi-Yeboah & Jame) (Schmidt) (Tait) 法 一位中学

教师、一位高中教师、一 学 教师、一初中教师的 因。㈤回冋列 与

(Coffey & Farinde-Wu) (Edwards) — 人女教师和一位初中 教师 在

学校导和 的资深教师的支持下 的 。冋旳 林奇(Ruohotie-Lyhty)、埃尔

达(Eldar)等人里(Fry)、甘(Gan)别几 着相同教育背景和似工作环境的初任教师进行

比 析，并找岀 教师与失败教师的不同之处。[37][38][39][40]卡梅尔与巴达什(Carmel& Badash)选
取6 初任教师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其留职或离职的重要因。跑

本将上 中初任教师的 归结为 因和自身因素两向度。 因包括两方

面:一是到学校和同事的接纳与支持，在充满挑战的第一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二是“重要 

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帮助，这些“他人”可以是大学教授、辅导教师、搭班教师、园长或校长等，从 

这重要他人”那里,教师学习到重要的教 和生活 ，快速进行专业长。问自身因是初

任教师 的重要因，佝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积极融入学校的组织化中：他们明确知道自己

不仅仅是教师，还是学校中的一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事务，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二，充 的职 

准备:他们在师 初任的困 着 的 ，在 入职 学校进行 和

解， 入职一知的状态。第三，自信观、充满 的渴望:他们信自己 力解

， 持观 ， 大 入工作中。第，自 ：不 自己，不 度失

望 的 ，也不 自己的力度 法 ，在 和理 进行 。网第五，

积极 入专业 长： 动的学习和 ， 自己的专业知 专业 和专业态度。阴阴

别 良好的初任教师， 关注幼儿园教师的 ，选取了三

良好的初任教师进行访谈， 其 良好的原因[旳 组织 化的角度 幼儿

园初任教师 化的因，并岀其组织 化的 是其自身和幼儿园同力的结，悶这 

全面 初任教师 因。其他关初任教师的 多中初任教师的 状

况、跑冈冋专业成长、两砂初任教师与专 教师的比 。-54][55][56]

望 幼儿园初任教师 的 ， 为 教师 生 之道的 ，

其初任 的信心与 ， 教师 留任教 行业， 幼儿园教师高流动率状态， 幼

教 。因， 在一初任教师面临的困扰和挑战其 困扰和挑战

的初任经验，并剖析其 因素,归纳其 。

二、研究方法

法，研究者通过观察、访谈与文件档案等资料搜集方式，全面深入地研究个 

案教师的 之道。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场域

的 为大 师。大 业 教育大学幼儿教学系并取 学H大

飞毕业 进入心心幼儿园，成为 教师，也是幼儿园唯一的男教师。心心幼儿园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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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私立幼儿园，全园共有7个班、14位教师，大飞所带的班级共有23名幼儿。

大飞初任教的第一年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他总能成功化解。而且他认为“教学虽然辛 

苦但是很有趣”，特别是跟孩子的互动和教学的成就感，让他觉得“很棒”。大飞的这些表现都与文献 

中所提及的成功初任教师十分相似。

（二） 资料搜集

本研究要对大飞的成功因素全 的了解，要对大飞的性格特、 、工

靡遗的检视，因此本研究采用 研究取的个研究 case study）。个研究 的是

的现，且要 了解现 和多的 。阿因此， 用多

，能对研究现 全 的了解。网研究 然 个教师的 ，采用

、 、文 的 ，了解 与动的。

本研究 共8个，11 年6 ，这是大飞任教的第二年。研究 LA
大飞的 他的教学、与班师和幼儿的互动，与园、他师、 的互动 。全面

了解他个 、教学、 的特 及学、 的。

为了 的 ，研究 对大飞 。本研究 与 的

对大飞 13 。为了取全和 的 ，研究 园、班师、他

师、 ，了解他对大飞的认和 ，一 全面了解大飞，一 检大飞访

所。

文 documents 是 研究 的一要 。大飞的个人文 及幼儿园

的文 是本研究 的一部分。包括大飞的 历、双周报、教学手扎、个人日志、幼儿

学习记录。这些文件的 和分析，有利于 本研究 达到交叉验目的。

（三） 资料整理与分析

研究 ，将 转译成逐字稿， 转译成 记录，文 转译成电

子档或拍照留存，此 整理编号，编号采用“日期+人名+ 类型”的 ，如“0605大飞

”，则表示6 5日对大飞 的 。本研究 分析包括 研究现场的分析、 转译完成

的分析、发展编码以及将资料依编码系统加组织。

（四） 研究伦理

本研究得个教师及所幼儿园的意，签署研究同意书。本研究也遵行保密和匿名的 

原则，在研究参与 及 名称 一律采取化名的方式处理。

三、个案教师初任期的困扰和挑战及解决策略

本研究经过 分析后，发现大飞的困扰和挑战主要中四个 ：课程与教学、班级经营、

搭班、 沟通。但大飞会运用多种策略解决这些问题 ， 详说明。

（一）课程与教学

大飞认为任教初期“最大困扰是课程与教学上”（0621大飞。首先是主题课程经验薄 

弱。大飞常常很困惑“到底要怎么 教学是孩子的兴趣为中心的究取的课 有些

都 教的对还是 对”（1215大飞 。 是提问 。如，大飞跟幼儿 ①“

”，大飞 问题:“ 怎么 用么交通工具？ ”（1105 。 幼儿答“公交车”，大

飞又问：““ 坐公交车？ ”搭班老师薇薇认为这的提问 符主题究课的

原则。薇薇师是一位教二十年的 教师，有十几年的主题课经验，常 问

题。薇薇说如 提问，会问“2 用 么 ”。如 大飞一 问“用

么交通 具”，就 经 孩子的 交通 具的 类 ，而到达一个 一 要交通

工具， 。再如大飞问“ 坐公交车”，薇薇认为“你问他 坐公交车，相信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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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五个以上都不知道”。如果改成“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公交车”，他们会给岀“问园长”“问爸妈” 

“上网查”“走路去找”等积极回应，这样孩子的思维就不是线型，而是发散型（1205薇薇访）。再次是 

大飞常低估或高估孩子的能力。例如大飞的一个主题课程“可爱的动物”，其中一个次主题是“动物的

”， 成一 ，“个动物 的 ，就给他 、牛、兔子这种”，但是把肉

类得 ，中小的孩子以 ，大飞“ 个 都 一 ” 大飞 到自 

，“ 孩子 ， 给他一 就可以了”（0605大飞访）。 ，大飞

用单一 的 ，大飞一 不知道应孩子用 法。例如 一次

岀 ，大飞 孩子把到的 ，薇薇 ，“一 们不 ”

（1128 J, 的 会 孩子的表达力，“用 ，用 ，用积木盖，用 ，是

用 ，或是用 线 都OK”（1225薇薇访）。

上的这问题，大飞积极 方 是查课程 心心幼儿园的 每

期结束 将课程纪实整 成 留存，十几年 积攒许 ，大飞 翻 这 ，“他

们到底是怎 的，就是 知道 到底哪里不（0605大飞访）。大飞用列和清的

方式把 中的 策略进行归纳和整，以利习（0507大飞手札）。第二，积极请益搭 和

其他 大飞 第二年的搭 薇薇 非常崇拜，认为 上“大的资源是薇薇

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宝藏， 挖少”（0317大飞访）。大飞常常向其他 请， 们

都不吝享。第，大胆尝试 的法。很初任 不敢轻易尝试 的法，因为他们害怕

失败，［60］大飞不，他敢尝试。例如“城市微旅行”主题，大飞希望幼儿“不 是都着重 哪里

玩、拍照、 ”，而是应该把五官打开（1113大飞访）。他着幼儿回顾旅行中听到的 ， 幼

儿用 里的任物 这 的孩子岀 上，车子到井的声

的孩子用具筛子让色沙翻动 风吹动的 （1010 J。这个活动 到搭

道：“他 的进 （1010薇薇访）第， 思。大飞 很 和心力 课

程 思上 次活动结束 ＞大飞都会思 这个活动 的怎 样＞ 到 的

个 期＞大飞会 的课程 回顾＞ 思 期结束 ＞大飞主动用

（Power Point）的 式回顾 整一个 期的课程，用课程 、活动 、习 进行 ，整 

成 和 ， 如 的 列 思（0317大飞访、0204大飞 思 ）。

一系列的力，大飞任的第二年可 飞进，他不把课程带得而广，把课程 

“玩”得很 着孩子岀去旅行、实、孩子 五官的 、 纪 ，把

主题课程中＞ 孩子 的 物＞ 会 的 道、 的 、 用

玩 、发 的力 等 园长 他的课程 常 ＞不 他 幼儿园 大 享＞ 他到 

课的大 享（0420园长访）。

（二）班级经营

任 初期＞大飞 的 中＞ 是重 一 ＞其 一是 的

做法他到很“震撼”，二是 上 ，三是 幼儿易 失控。

的 方式大飞 怀疑 校所 大飞第一年的 是佩

佩 ，佩佩 国际蒙氏 资格证。大飞抱持“温柔、正向”的育 进入幼 场，但是

到 严厉 小孩问题的候，他感到了强烈的矛盾：“怎这么严厉，们的育不

是温柔、正向吗 怎这样子？ ”例如，没喝半壶水不可以岀玩，碗里的饭一

（0605大飞访）。其次大飞 里 没 “扌挥孩子 没 人 ”（1225大飞访），隔壁

的 棠 证实：“班上小孩几乎只听佩佩 的，如果佩佩 岀 一下或者请假，小孩秩序

就会变差，会听到他们上很吵。”（0317 棠访）佩佩 此的释是：“大飞就是新手 好欺

负的感觉，上主导权很多都是 身上，小孩子其实他们很精，他们 的”（1230佩佩访）畫 

— 18 —



后，大飞面对幼儿容易情绪失控。作为幼儿园教师，情绪控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然而大飞在任 

教的初始阶段，面对幼儿的难以管教,有时会对幼儿大声命令。

面对班级经营上的问题，大飞找到问题根源并发展岀一套解决策略。首先，反思自己在学校所 

学，根据幼儿特质“对症下药”。搭班老师给予大飞的“震，大飞始反思~ ,

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子的特质都不一样，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0527
大飞。 ，大飞 始 解搭班老师的 ，并 班上每个幼儿，了解 的特质，根据

个对症下药”。 时，“有的 是只要 ， 会 ，有的孩子是

你 在 A ”A 有的 子 是为 你的 A 是不 自己

解决问题，所以老师要 略”(0527大飞访)。 ，对 自己 有 的问题，大飞在教学

的 始有 自己的 A 搭班老师不要在幼儿面 的 老师 非常

常 ，大飞老师的 是 不管大飞老师的 是不， 不会'

孩子面 不”。经 力，大飞 在班上 ，个 后 ”(0105 。

后， 情绪失控的问题，大飞 到 控制 自己的情绪， 给幼儿营造情绪 的境T
感觉情绪要失控的时候，会 搭班老师暂时 手，自己尽 静下来(1218 。另外，大

飞发现班级秩序难管的时候常常在转衔(transition)时间，②而自己是这个时候容易情绪失 

控，此，大飞尝试转衔时间带一些活动，比拍手、数数、手指摇、唱歌、乐器、有趣的动作等，这样 

子 能步上轨并抓回注意力”(0527大飞，幼儿秩序 ，大飞不容易失控了。

在 结束的时候大飞已经以独自管理全班的秩序、处 子的问题，表现岀一个业幼

儿园教师的水准。大飞以灵活运 种策略技巧， 为改变技术升幼儿遵守纪律的自

觉；眼神 、鼓励、幽默、视、等待等策略协助幼儿自 控制； 帮手、称赞等方式 幼儿

到要对的事情”；手指谣、动作、数数等式幼儿保持秩序感。面对幼儿之间的争执，大飞 

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感受、主动歉，并且给予 的暂停(timeout)和处罚，升幼儿自己解决问

题的能力。

(三)搭班合作

搭班 作 是大飞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首先，搭班老师 搭班。大飞一 的搭班老师

搭班， 自己“对 感 大，不 处”(1230
o ，大飞不 协助搭班老师。 时候 有点不 ，然后 老师 气

觉得帮不上忙”(0621大飞 °三,教室清达不到搭班老师的要求。 幼儿园一班 教

师，不 外 保 ，教室 所有清 作 老师 幼儿一 。 老师自 有 ”，在教

室 上要求 ，要 ，要 ”(1230 ° 是大飞对 有这么

感， 为 ”， ”(0621大飞。 ，搭班老师经常在幼儿面质疑

大飞的教学。会在子面大声指 老师你教 不是这样子的，你接下来

然后那时候 在 ”(1225大飞 。

面对这些问题，大飞自 经 不足， 力 搭班老师。首先，大飞在 教师的 下学习

搭班协作。园 解到大飞的问题后，指 一 教师 大飞，解 些事情， 协助

搭班老师 0621 大飞 。 经 A 老师 为 步 A 要 A

帮忙”(1230 。 ，在教室清 上，大飞主动 作。 主动 、 教室，每

个 清一 。大飞的这些搭班老师很感动，会主动你 ，个你

不到的，你不 ，你 下面你 得到的 ， 的是 的”(1230 。 ，面对

搭班老师在幼儿面 的质疑，大飞先是 ，是大飞发现 ， 能

一 ，是三 ，是样”(1225大飞。 ，大飞 自

己，“我会 ， 老师的 是对的，是会 的，是那个情绪会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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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慢慢调适”（0621大飞访）。面对强势的佩佩老师，大飞还会主动退让，“有时候就是稍微退让 

一下，因为我觉得目标只是让班上的课程能走得下去”（1215大飞访）。

在大飞的自我调适和努力下，与搭班老师的合作愈来愈协调-佩佩老师也从一开始的不愿意跟他 

搭班，到学年结束时对大飞诸多溢美之词：“他真的是很贴心的人，他人很好，他是个善 的大 ，我 

真觉得还 跟他搭班。”（1230佩佩访） 佩佩“是个很大 之的人，她很，有时

候她需要旁边的人包容”。大飞“他有他的随和，他有跟别人很的来的一种特质”（0313园长访）-

（四）家长沟通

大飞 开始面对 的时候，不 要 - 面临的 主要有 面:一方面是不知

道“ ”，一面不“ ”- 是大飞面对 时 ，不 要跟 -

来 ，大飞只会 跟 个 ：“嗨， 好，是 ， ”（0527
大飞访）-大飞为 也很 ，““开始真的不 ，就是 个 就走了”（0621大飞访）-园长

为他面对 ，种 会 ， 的 0313 访）- ，大飞

针对 的 ，不 跟 - 时 有去动，是一

的为 ，一 不清，就容 会- 班上一个 不愿 ，大飞让 ，

-“我有跟 为 我们让 ”，但是 大飞 ，

一个星期都来学校求证，大飞觉得很委屈，“我就觉得 件事是小事， 要到 样”（1215大飞访）。

面对不“ ”的 ，大飞 自己的缺是不能巨细靡遗把 的在校情况描述

-是，他每天仔细观察 ，随手记下 当天的表现和进步情况，花时 去 每个 的

庭，大飞进步很快，“大概 一个学期就好一 ”（0621大飞访）- ，再看到 的时候，就会

说“ 喔，今天在学校很棒， 他画画 画吗？就把他画画的 程告诉 ，然 就开

始跟我他在里的表现，那 得蛮久的，应有半个多小时”（0527大飞访）-面对要“ ”的

大飞发展 自己的一套策略，使用三明治 法、站在 角度用正向语言跟 -例

班上的小 木木有时候会去摸女的屁股，大飞没有 跟 在学校发

是用询的式引起 的关注：“木木 ，木木最近在里有有做 事情？ ” 就主动询

大飞把 在学校发 的事情告诉，为了防止 尴尬，大飞主动帮 找了个 耳“我

他是不是在 里跟 的 动很 ”6 表 愿意 合老师注意观察木木的 为

（0508观）-有 的 ，大飞发现有事情“不要明，个，和 ， 得

也不会对我的说法 ”（0605大飞访）- ，大飞还入很多时跟 建立信任关系-薇

薇老师 醒大飞，“你要跟他 近 系，建立 系， 不建立 系， 让他 心”

（0105薇薇访）-大飞从薇薇的建，多跟 和 ，“跟 ”（0527大飞访），下午

学的时候到 会情 ，开一 1217 J,在自能 帮 -

在自 的努 和薇薇老师的帮 下6大飞在任 的 年 能 就 与 6也得

到 的信任和 -有的 ：“我是觉得 他之，我是看到他很用心，就觉得很 .

J- ”（0517 访） 老师也证 对大飞 很喜欢，“ 蛮 他，他很 ，他 会

跟 开 ，用他自的式”（1231 访）-

上 述6大飞在 任期 到 课程与 学 班 搭班合作 个 面的 和

6 大飞在自 的努 和 的帮 下6 6 现 “ 上 ”的 任 -

对 那 不 自我 的 的 任 师 言6大飞的表现的 很不 -

四、个案教师成功因素剖析

在 的 述，我 结任师的 和 主要有 ， 在期的跟 ：

究中发现，大飞到的 和 只有 ，他三点工作 建立人关系、缺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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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辅导，大飞并没有遇到。这跟大飞自己的努力、未雨绸缪和幼儿园的包容、支持等因素有关，因此， 

总体来看，大飞的成功是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主要表现在幼儿园内外的帮助和支持。首先是园长和行政的支持。园长不仅提供管理 

上的支持，还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例如大飞一开始不知如何搭班协作，园长便指派一位资深教师 

班辅导；大飞要 行 行”，要 、交、校车等交通工具，园长不但 款支

持，还 力跟 长通， 长 。行政 教师 行支持，一 的 幼儿园，教师 有

，但 幼儿园有 的 工， 部交 行政，因此，大飞 教。 是互助

的 。 幼儿园“有 、有支、有师的互助”(0621大飞，大飞 .

。大飞的搭班老师 是 要支持， 是 的 师，大飞 在教

有成长，因 是跟 师开 1225大飞。这如 和

(Butler -Schnellert ，教师 的 作是 成长的有力 。[60] 是 到 导师的帮助。大 

飞跟硕导一直保持 的关，遇到 ，会写邮件教授的意见(0317大飞访)。大飞还邀请导

师 班观课(0521观)，导师 非常乐意 助大飞，并且认 他非常用功，求上， 希望拉他 

一下”(1018导师非。由此，大飞得到了幼儿园内外的辅导和支持，这他并没有像很多初任教师 

一样落入 无的境。阿

除了外部因素，大飞的成功还与自己的向个性、接 挑战、积极投入 成长有关。

大飞有着正向个性。首先，积极、主动。大飞积极投入 成长、勤 工作,甚至主动承担许多额

外的事务。大飞不仅主动查阅课程档案、向他老师 、试行课程、参加研，提升自己的 能

力，还主动承担幼儿园的许 他工作，如活动拍照、园所做简介动画、 做视频等。园长

“他经常跟 他愿意做这个做那个，他自己 争取啊。”(0107园长 因此，大飞也越来越到

园长的器。 ，大飞还有着热诚、乐观和善自调适的一。园长认他教有着高度的热

诚，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教 他充满成 感”(0420园长 。大飞还是个非常乐观并能自 调适的

人， 知道 的个性算是 积极乐观，就是做到 能 力有 大，但是 一个晚上，， 做，

是调自己， 还是有那个动力 做 1225大飞。这乐观大飞在遇到 和

挑 ，能 轻松的态度 ，并快恢复来。热诚、乐观和自调适的个性促大飞能够适应

幼儿园的大 工作和快 的， 持 的 态，而不会像很多初 教师一样，感 工作

、 力 大。2624 ，大飞还有着自、 的一。大飞一开始 教 经 不，但

是他 自 在课程 加入 ，跟幼儿一 课程。搭班老师认 他 成功，他自己

的自 高，他知道自己要 1230 。自 夕卜，大飞还 ，任何人 是他的

，园长、搭班老师、幼儿园他老师、 师，甚至 。师 大飞这 下身、心

求教的态度非常 ， 大飞 师他 是 的， 是他不 的 他 跟人 ， 不是

， 不用 。”(0317 。大飞还有主动 的一，遇到 ，大飞认

“有 主动 一 不是不 0621大飞 。

大飞的成功还跟他能 接 和接挑战有关。首先，大飞有着充的 。在 阶

，大飞 幼儿园 ，幼儿园有了提 的 ，“知道园长要的是 样的师，

知道跟人 要 做”(0317大飞访)。因在入 ，大飞 要 的 挑有着 的心

理 。 ，投入行动 。 ，大飞投入大 和行动 不， 在课程与教

学、班经营、搭班作、长通上 现了长的。 ， 关 入体。大飞

知道要在一个 下去， 要的还是人和人 的相处”(0317大飞。因 幼儿

园只有大飞一位 教师， 成功 入 体”，大飞积极参 教师 的 和 0106
芒果 。大飞还充 自己 的优势，承担一 体力劳动， 是 一些忙，有些时候大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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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你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就比较能够融入她们的生活圈”（0605大飞访）。再加上大飞本身很幽默， 

“很容易就跟大家玩在一起了”（0106芒果访）。因为大飞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很容易得到其他教师的帮助。正如布莱德森（Bredeson）所指岀的，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获得帮助 

是教师能够顺利完成工作的重 因。阿

大飞能够获得 ，还得 入 ？ 指岀， 是初任教师获得

的关键。-60回首先，大飞 进行我 。他 的 ， ，

教 师其他师， 加 ，到还 的 就 ”（0401大访）。

其，大 在 ”。大 一 到教 ，如果果 ，他就

，如果 到 的效果，他 ，进行 。后， 是大飞 .

的重 。的 能 大飞在教 时 的问题 进行改进，正如一 指

岀的， 人 是 教的 。丽冋

以上 ，大飞的 为 的 正 入

因素，这 因 为政，而是 着相辅相 的关系。正 促使大 在遇到困难时

能够 我 ； 促使其 入 +投入 又

增加了大 的能力决心； 的持一方给予大 的勇气，

另一方 又给他提供了 的良好条件。因此，大 的 绝非偶然，而是 我努力

外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功路径见图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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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建议

对比大飞的成功因素与本文归纳的文献中教师的成功因素，可以发现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 

些不同之处。从外部因素来看，他们都得到了学校的帮助和支持，得到了资深教师的辅导；从自身因 

素来看，都有着正向个性，乐观、自信，善于自我调适，并且都有着充分的职前准备，积极融入学校的 

组织文化，都注重自身的专业成长。不同的，外部因素 ，飞 得到了 导师的帮助和支持，

得 飞 专业 ［个性上，飞 有着 让的一面，适当的 让 飞避免了搭班协

的诸多矛，也让他 融入了教师 ；专业成长上，飞 善于 ，飞的

也 了文献中 到的成功的 教师的 ， 正 到了 中 、 、

。阴

飞的成功因素，本 对 教师自身、对幼教现场以及对师资 的 。

，对 教师来，入 之前， 对学校的导和组织 、 有前的

了 ， 可以 入职前 准备， 自 职的适 和成功。 入 ，

融入学校的组织文化中，注重 ，积极、 对同， 到 的 ，容

得到 的帮助，免 的 D 教师也可 一些外的 ， 对自的

和信， 让些 自 的。夕卜， 到 和 ，要乐观看

、 自我调适，以 对,并积极入时间和 去决问题；同时要卸下 ，积

极寻求他人的帮助，即便较学历的 教师，也意识到自 实务经验上的不足，虚向其他

教师求教。职 的问题并每个都可以决， 决不了的况下，可以如飞一般 适妥协

和让，让自 够生存下来,再谋求决之道。 专业上，要抱持专业成长之心并积极入实

，无论学校有无良好的训机制， 教师都要积极投入专业成长，自我充实、做中学、积极

思， 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获得成功的键。

其次，对于 来， 自 况 教师导入制，帮助 教师 ：

适课程与教学、 与生态等,如指派资深且 的老师协助 教师，促 教师的 ：

适应。 供支持性的组织氛与机制，如供政支持，免去教师的顾之忧，并供习

课程、鼓励习和修、专业学习社、定期举办读书会，促教师间的互助和学习，如 有效 

缩短 教师的适期。

最，对于师资 来，对职前教师的 ，不只重视教学知层。 教师 入现场

以，会临搭班合、家长沟通、融入团等多 问题，如何跟搭班老师合、如何跟家长沟通、

如何 融入 的组织文化 教师见的 和 。师资 机 针对些 和

给予职前教师训，让职前教师了 自己步入职 会临的问题以如何解决些问题。帮助

些来的 教师 自身力上的准备，也帮他们 层的准备，让他们正步入职

的 ， 教学知、实务知识和 都 充分的准备，从而能够适现的生、积极因

， 其成功的可性。

注释：

① 团讨是“团体讨论”的简称，是教学中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间的言谈历程。团论时教师引导 

幼儿对共同话题表达看法，并听取别人的意见给予回馈。团讨具有“口语沟通”“共同主题”“有目的的 

对话”“成员平等参与” “回应别人意见”等特质。

② 转衔(transition )时间指幼儿从某一经验转换到另一个经验时，所需要的缓冲时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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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Success
Cui Chen,1 Su-Hui Chou,2 Xiaojun Ling3

(1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 
China； 2Department of Childhood Education,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 China； 

3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6000 China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uccessful factors of a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 

This research uses case study method. We carry on a thorough research through long -time observation,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document file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teacher is related to his own positive personality, courage to confront challenges directly, commitment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uppor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ese four factors have a reciprocal 
effect, having positive personality causes the teacher to face the challenge directly in front of difficulties, 
and directly facing challenge promotes the case teacher to study actively, to invest in professional devel
opment ,and to increase the ab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face challenge directly. The support of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gives the teacher courage to face challenge directly. 0n the other hand, it 
gives the case teacher a good condition for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ovice teacher, preschoo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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