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 4期

初任教师成功因素探究

———国外实证研究的解读与分析

荫 陈 翠 周淑惠

摘 要：教师的初任期是整个职业生涯发展中最脆弱的一个阶段。许多研究显示大多数初任教师在

这个阶段都经历着失败的自我体验，这也是造成初任教师流失率的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国外

有研究显示有些教师可以克服初任期的困扰和挑战，获得成功的初任经验。本研究通过分析国外成功的

初任教师的实证研究发现，其成功因素可归结为外部因素和自身因素两方面，外部因素包括学校同事间

的支持、行政上的支持，自身因素包括流露正向个性、直接面对挑战、投入专业成长。这几个因素有着相

互影响的作用，其中，专业成长是初任教师获得成功经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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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任教师现状分析

初任阶段是教师职业生涯中最独特的阶段，这个

阶段充满艰难、挑战与未知，是教师需要茁壮成长和

生存的最脆弱的一个阶段[1]。诚如休伯曼指出，教师

任教前三年是极为关键的求生期和探索期。[2]在这期

间，大多数初任教师面临艰难的情绪状态：沮丧、焦

虑、孤独、不堪重负和自我怀疑。[3-7]他们一方面遭遇

“现实文化震撼”（reality culture shock）———期望和现

实之间的冲突、课室管理的困难、沉重的工作负荷；[2，8，9]

一方面又感到自己是“学校里的陌生人”（stranger in a
school）———不被接纳、缺乏学校管理者的支持、缺乏

资深老师的辅导等。[6，10，11，12]面对困扰和挑战，有的教

师屈服于倦怠、抑郁，有的甚至放弃教师这个职业。[13]

很多研究指出，能否成功地度过初任期是教师是否选

择继续留在教育行业的一个关键因素。[14，15]

根据美国教育部教育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涉及 50 个州的学校与人事调查
（Schools and Staffing Survey，SASS），以及教师追踪调
查（Teacher Follow up Survey，TFS）的统计数据，初
任教师在工作一年后的离职率为 14%，三年后的离职

率为 33%，五年后则高达 46%；[16]而近年来这个趋势

并没有好转，美国教师工作五年内的离职率仍高达

41%。[17]

即便在教育相对发达的瑞典，教师的流失率依然

很高。根据瑞典政府关于教师离职率的统计，工作五

年后还留在教师岗位上的只有 68%，亦即教师流失率
高达 32%。[3]我国虽没有对初任教师流失率的全国统

计数据，但 2008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指出，边远
地区教师流失严重，92.5%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
35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18]可见，不论在哪里，不论经

济情况如何，初任教师流失情况不容小觑。

然而，未必所有教师在初任阶段都是痛苦或失

败，近年国外出现了一些关于成功初任教师的实证研

究。[7，13，15，19-22] 这些教师不仅获得了专业经验和成就

感，还表现出快乐和自信，得到学生的良好反馈以及

同事和主管的良好评价。例如，赫伯特与沃瑟关于一

位女体育教师研究发现，这位女教师失败的初任教师

完全不同，她没有沮丧、迷茫、疲劳，或是在学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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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当中痛苦地挣扎，而是充满幸福、活力与

积极向上之态；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她认为自己获

得了专业经验、自信与成就感，而且得到同事和主管

的良好评价。[21]

成功的初任教师可以让我们看到与失败教师完

全不同的一面，研究成功的初任教师可以为职前教师

提供生存之道的参考，增强其初任期的信心与表现，

利于人事安稳和减少教师流失率。然而，目前关于成

功的初任教师的研究非常稀缺，2000年以前几乎没
有文献进行此研究，2000年以后也仅有数篇。[21]本文

即是在这数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初任

教师的成功要素。

二、成功的初任教师内涵及研究现状

（一）成功的初任教师内涵

本文所指的初任教师的成功只是“相对的成功”，

这些教师尽管经历了典型的困扰和挑战，但还是能适

应环境、得到学生良好的反馈、获得经验和自信、实现

成就感。[21]有学者认为成功的初任教师是指那些能够

在充满挑战的初任期，成功解决问题，并继续留在教

学岗位，而且认可工作环境和获得自我效能感的教

师。[23]也有学者形容成功的初任教师在教学的前三年

能够喜欢教学工作，跟学生相处融洽，有着强烈的成

长动机，愿意花时间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上。[15]还有学

者指出成功的初任教师不会被压力打败，而是运用各

种策略积极面对压力，在经历困难后有能力自我调

整，并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效能，能从学生、主管和同事

那里得到良好评价，顺利度过教学的初任阶段。[13]

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定义成功的初任教师是指

那些在充满挑战的前三年能够适应环境且能生存良

好，即面对教室以及社会和学校体系中的各种挑战，

能成功地应对和解决，并从中获得专业经验、成就感、

快乐和自信，并得到学生良好的反馈以及同事和主管

的良好评价。

（二）成功的初任教师的研究现状

据研究者查询国外期刊资料库的结果，目前国外

共有七篇关于成功初任教师的研究，分别为赫伯特与

沃瑟的中学初任教师研究，库米·耶博阿与詹姆的高

中初任教师研究，罗霍泰·林奇的两位初任教师比较

研究，埃尔达等人的三位初任教师比较研究，弗里的

四位初任教师比较研究，施密特的音乐教师任教历程

研究，泰特的初任教师历程研究。[7，13，15，19-22]

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了美国东南部一所中高的一位

24岁女体育教师，对这位第一年任教的女教师进行历
时九个月的观察和访谈。[21]研究发现这位女教师从一

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并

且能很好的适应环境与调整自我的人。她了解她的工

作和学校，从入职初期就积极与行政人员和教师建立

良好的关系，努力让自己融入学校文化。她的成功可以

概括为四个方面：充分的职前准备、对学校的熟悉和了

解、自信和乐观的性格、强烈的企图心与行动力。库米·

耶博阿与詹姆研究了一位屡获殊荣的高中教师。[22]这

位教师在任职初期并非一帆风顺，他面临很多挑战，例

如课室管理的困难、科技化教学的不熟悉、多元文化背

景的学生，但他认为这些是每个初任老师都会遇到的

问题。面对挑战，他更加积极地准备课程、勤奋工作，他

认为教师应该未雨绸缪，做好每天和每个星期的教学

准备。在他的勤奋努力下，教学有了改善。其成功原因

概括为：接受教学挑战、预先准备和组织教学材料、勤

奋工作和热诚、主动组织课外活动、接受辅导、主动投

入专业成长。

施密特描述了一位小学音乐教师从失败走向成

功的故事。在任教的前两年，这位教师接受了第一位

辅导教师的辅导，这位辅导教师认为他的教学是场

“灾难”，“没有线索”（had no clue）可言。而在第三年，
他接受了新的辅导教师的辅导，由此从失败的教师迅

速成长为成功的教师，还担负起辅导其他教师的责

任。其成功的因素跟辅导的品质和其本身强烈的成

长动机有关。[15]泰特研究的一位女教师，一开始也遇

到了很多困难，例如现实的教室“一点也不像想像中

的”、被学生的粗鲁和不礼貌震惊、处理家长问题、日

复一日的文书工作，这些耗费了她很多时间，而她也

没有辅导教师的支持。面对这些挑战，她努力寻找有

趣的方式，让自己的教学生动起来。她也发现管理学

生的行为和纪律非常困难，于是，她计划第二年把重

点放于班级管理，采用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教室

规则和程序，管理学生的行为。在这过程中，她努力

调整自己、自我照顾、保持乐观情绪。[13]透过研究这位

教师成功克服压力、实现自我效能感的过程，泰特发

现适应能力、个人效能感、情绪能力可能是帮助初任

教师胜任工作的关键。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对成功和失败的初任教师进

行对比分析，以找出其不同点。罗霍泰·林奇对比两

位有着相同师资培育背景和相似工作环境的初任语

文教师，并从教师职业身份的角度分析两位教师成功

和失败的原因。[7]研究发现成功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

身份有着清楚的认识，其职业身份跟学校的实际情况

非常匹配，并有着积极的个人风格和强烈的自主意

识，与同事和学生的相处也非常融洽。而失败的那位

教师一开始就强烈地想要实现自己的教学理念，没有

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教授语言，而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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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初任教师成功要素分析

研究者

自身因素 外部因素

流露正向个性 直接面对挑战 投入专成长 学校接纳支持

自信与
调适

积极与
企图心

乐观与
活力

职前
准备

建立
关系

投入与
行动

主动
学习

省
思

行政
支持

同事
支持

赫伯 特 与 沃 瑟
渊2001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库米窑耶博阿与詹
姆渊2012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罗 霍 泰窑林 奇
渊2013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埃 尔 达 等 人
渊2003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弗里渊2009冤 姨 姨 姨 姨 姨
施密特渊2008冤 姨 姨 姨 姨 姨
泰特渊2008冤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资料来源院研究者自行整理

建立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她有着

过于美好的理想和强迫理想实现的固执，这限制了她

成为成功的教师。

埃尔达等人对三位有着相似背景的初任教师进

行了比较研究。[19]研究发现，其中两位成功的初任教

师有着积极、自信、乐观的性格，被学校和教师群体接

纳，主动融入主管和教师群体中，发展与学生的良好

关系，具有专业成长的决心和行动力。而失败的那位

教师没有得到校长和其他教师的支持，这位教师对于

未来的一切感到未知、恐惧、无助，并开始质疑自己是

否适合教师职业，最后决心离开学校。弗里比较了四

位小学教师前三年的成功与失败。[20]这四位教师有着

相似的教育背景，在同一所大学获得教育学士学位，

四位教师两位成功、两位失败。研究发现成功教师跟

失败教师主要有两点不同：是否持专业发展态度，是

否注重省思和实践。两位成功的教师积极加入数学

专业发展计划，积极参与学习小组和社群，非常注重

省思和实践，她们都专注于如何做能促使学生成功，

这种反思性的实践是教师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学生。

而两位失败的初任教师没能在学校提供的专业发展

研习中受益，因为她们认为这与师培阶段的课程很相

似，拒绝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很少省思如何用行为

去影响学生，而是专注于应付作为初任教师的困扰。

三、初任教师成功因素分析

分析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初任教师的成功要素可

归结为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自身因素即指

教师本身的影响因素，包括流露正向个性、直接面对

挑战、投入专业成长；外部因素是指个人自身之外的

校方相关影响因素，包括学校同事间、行政层面上的

支持（详见表 1）。
（一）自身因素

1. 流露正向个性。第一，积极并具成功的企图
心。在以上七篇关于成功的初任教师的研究中，有六

篇都指出积极的处事态度和成功的企图心是初任教

师得以成功的要素之一。正如库米·耶博阿与詹姆所

言，初任教师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渴望

并且坚持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老师。其所研究的高中

教师不仅勤勉工作，而且主动组织许多课外活动，并

投入专业发展中。[22]再如赫伯特与沃瑟研究的女教师

也具有强烈的成功企图心，积极地投入大量时间在教

学和学生管理，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上，以让自己快

速融入学校群体中。[21]第二，自信且能自我调适。具有

成功经验的初任教师大多有着强烈的自信。例如，埃尔

达等人的研究中，三位初任教师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

自信：第一位非常自信地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位相信有困难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因此自信地应

对困难；相对地，第三位则陷入恐惧和无助中。[19]此外，

罗霍泰·林奇以及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教师也都有

着强烈的自信且在遭遇困难时能自我调适、不过度苛

责自己。[7，21]对自己不苛责非常重要，研究发现，那些已

经得到各自辅导老师高度评价的职前教师，对自己的

成绩并不满意，并且一致寻求“最优化”，最后无法达到

自己的期望而气馁地离开教学。[10]因此，不要过度苛责

自己、学会调适，对于初任教师来说是一项必备的能

力。第三，乐观并有活力。乐观、活力也是许多成功的

初任教师的共同特点。例如，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

初任教师乐观、有活力，在出现管理学生行为问题的

时候，愿意寻求帮助；[21]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教师热

情、活力，能让学生动起来，得到学生的喜欢。[19]泰特

研究中的教师热爱教学，随时保持乐观情绪，她把自

己比喻成园丁，把教学视为一种艺术创作，她明白在

教学中一切都是不可预测的，不必过于强求完美的表

现，她还积极运动、加入读书俱乐部，让自己的生活充

满活力。[13]

2.直接面对挑战。第一，投入时间积极行动。初任
教师在课程教学、学生管理、家长沟通方面都略显不

足，但有些初任教师愿意投入大量时间去弥补此方面

的不足。例如，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女体育教师投入

了超出自己预期的大量时间在教学和学生管理上。[21]

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教师认为了解学生很重要，她花

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学生并从其他老师那里收集学

生的信息、并写笔记和注释。[19]泰特研究中的教师也投

入大量时间在了解学生、建立教室规则和秩序上。[13]第

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多

数成功初任教师的共同特质。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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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易于得到别人的帮助。

例如，泰特研究中的教师有着很强的社交能力与行动

力，喜欢与同事建立支持性的关系，并结识新的朋友。
[13]库米·耶博阿与詹姆研究的高中教师主动做的工作

比预期更多，如组织球队、俱乐部等，目的在于建立与

家长以及学校的关系。[22]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安娜积

极与行政人员和其他老师互动，[19] 赫伯特与沃瑟

（2001）研究中的教师也是与行政人员和其他老师建
立良好的沟通关系。[21]第三，充分的职前准备。有的初

任教师的成功与其充分的职前准备有着密切关系。

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教师在师资培育时期就对即

将面对的困难有深入了解并进行有计划的学习，并且

积极熟悉即将入职的学校，这让她在正式进入学校

时，避免了被孤立的状态。[21]罗霍泰·林奇研究中的苏

薇在入职前就定下了自己的目标，在正式进入职场后

对学校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努力让自己的职业身

份跟学校的实际情况相配合。[7]

3.投入专业成长。综观初任教师的成功案例，专
业成长几乎出现在每个成功的初任教师身上，可以说

是否投入专业成长是初任教师成功的关键。[24]主动学

习、省思是教师专业成长的主要方式。第一，主动学

习。主动的学习是教师得以应对初任期的压力和挑

战、获得成功经验的必备条件。例如，赫伯特与沃瑟

研究中的海莉针对如何管理学生行为进行积极学

习。[21]施密特研究中的教师有着强烈的成长动机，他

经常形容自己一直在学习：“我认为我还有更多东西

要学，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他总是积极应用辅导教师

跟他商讨的策略，并且及时跟辅导教师讨论。[15]弗里

对比了四位老师的初任经验，发现成功的初任教师在

专业发展态度上非常不同，例如，苏薇积极加入数学

专业发展计划，积极参与学习小组和社团，让自己有

了扩大专业知识的机会；相比之下，另一位教师认为

学校提供的课程与师培阶段很相似而拒绝继续学习

的机会，这可能导致她日后在教室管理上的困难。[8]

第二，省思。经常进行省思是成功的初任教师的一项

重要能力。罗霍泰·林奇研究中的苏薇在描述如何与

同事和学生相处时提到：“刚开始往往没有时间去提

前思考，但是我已经学会注意到我有什么做错的地

方，也许下一次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更好”。[7]埃尔达等

人研究中的贝提任教的第一个学期都在为学生的纪

律和行为问题困扰，但是她不断“省思”自己，发觉自

己第一个学期没有跟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于是第二

个学期她开始积极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大部分学生

开始视她为朋友。[19]泰特研究中的教师“认识”到自己

在教室管理和学生行为管理上存在困难，于是制定目

标，把重点放于班级经营，采用更多的时间来建立教

室规则和管理学生的行为。[13]

（二）外部因素：校方接纳与支持

从成功的初任教师的案例来看，如果学校同事、

行政能提供更多情感和专业上的支持，并且学校有良

好的辅导机制，可能会提高初任教师成功的机率。

1.同事间的支持。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安娜、弗
里研究中的贝卡、泰特研究中玛丽、赫伯特与沃瑟

研究中的海莉的例子都说明了同事支持的重要性。
[13，19，20，21]安娜得到了其他教师的帮助，他们给她提供学

生的背景信息，使得她很快就与学生有了良好的沟

通。玛丽遇到困难时，得到了工作伙伴和同学的帮助。

贝卡认为自己从职前到在职教师的转变很轻松，这种

轻松是与其搭班教师的帮助有很大关系。海莉非常

注重与学校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出现管理学生行

为问题的时候，能够得到同事的帮助。

2.行政上（含辅导）的支持。来自于校方上层行政
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教师的信心，让教师在充

满挑战的第一年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如

埃尔达等人所言，每个学校都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

文化，如果初任教师在进入学校的第一步没有得到支

持，会引起其焦虑感。[19]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学校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例如管理上的支持、丰

富的物资供应，能让初任教师在这里充分地发挥。[21]

行政支持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为初任教师提供辅导机

制，辅导支持是初任教师重要的支持来源之一。[23]施

密特研究教师的例子说明了辅导支持的重要性，这位

教师最初的失败和最终的成功都跟辅导的质量有关，

在接受第二位辅导教师的辅导后，他意识到了自己教

学的不足，并且在辅导老师不断地鼓励下，积极应用

辅导教师跟他商讨地策略进行教学，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学能力。[15]

综上所述，初任教师如果流露正向个性、拥有直

接面对挑战的能力和投入专业成长的行动，加之学校

同事、行政层面的支持，其初任阶段也可能成功。

（三）各成功要素间的关系

综观以上各成功初任教师的案例，可以发现其成

功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

个因素之间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有着密切关联（详

见图 1）。
首先，正向个性有利于教师直接面对挑战和投入

专业成长。例如，库米·耶博阿与詹姆研究中的初任

教师有着积极、热诚的正向个性，这种个性一方面促

使他在面对教学上的挑战时能够积极面对问题、寻找

解决途径；另一方面使他充满成长的动力和需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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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学习经验和专业知识，改善自己的教学。[22]

第二，直接面对挑战和投入专业成长之间有着相

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教师直接面对挑战可以借由

解决问题历程中得以自然学习成长，并且也可发觉自

我不足，促使其投入专业成长行动中；另一方面，投入

专业成长又提升了教师直接面对挑战、解决问题的知

能，二者实乃相互影响。例如，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

贝提一开始面临很多困难，但她发现能够改变这一切

的只有自己，于是积极找寻教学和管理学生行为的方

法、并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通过这样直接面对挑战

的过程使自己专业不断成长，而专业成长又提升了她

直接面对挑战的能力，让她在教学和管理学生行为上

不断精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获得了满足感。[19]

第三，外部要素推动着教师直接面对挑战和投入

专业成长。学校的接纳与支持一方面给予初任教师

直接面对挑战的勇气，另一方面又促使其投入专业成

长。例如，赫伯特与沃瑟研究中的学校接受海莉进入

其中进行职前实习和教学，并提供管理上的支持，使

得海莉正式进入这所学校任职的时候对学校有着充

分的熟悉度，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寻获行政人员和

其他教师的帮助，从而有了直接面对挑战的勇气和信

心；[21]埃尔达等人研究中的安娜一开始就得到了行政

和其他教师正向的鼓励，增加了其投入专业成长的动

力和决心。[19]

第四，相较于外部要素，自身要素对初任教师的

成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外部支持对初任教师获得

成功经验确有助力，然而也有一些初任教师在完全没

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透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成功经

验。例如，罗霍泰·林奇研究中的苏薇虽然身处缺乏

工作安全感和缺乏合作与支持的环境中，但仍然凭藉

自己的努力让教学工作日趋平稳和轻松；[7]埃尔达等

人研究中的贝提虽然没有得到校长和其他教师的帮

助，但她积极地找寻解决办法、不断成长，最终获得自

信和教学的成就感。[19]由此可见，教师所在的环境优

劣固然有其可议之处，但教师能够持续发展的主因，

乃在自身是否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专业成长的动能。

最后，专业成长是初任教师获得成功经验的关

键。从本文对成功初任教师的文献探讨来看，每个获

得成功经验的初任教师都有着投入专业成长的决心

和行动力，可见投入专业成长是初任教师提升自身知

能、得以直接面对挑战的重要途径。例如，弗里关于

四位初任教师的研究中，发现成功的初任教师与失败

的初任教师最大的不同乃在于投入专业成长的态度，

成功的初任教师积极加入专业成长团体、扩大自身专

业知识；[20] 失败的初任教师则消极对待专业成长，甚

至拒绝继续学习的机会。而许多学者也认为，持续的

专业成长是教师能够胜任工作的关键因素。[25，26，27]由

此可见专业成长对初任教师的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研究建议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对初任教师自

身、对学校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首先，对于初任教师来说，初到职场，困扰和挑战

一定不可避免，初任教师要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

做好心理准备，积极应对。在个性上要乐观看待事情、

尽量自我调适，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要力求调整自

己，以轻松态度面对，尽快排解压力、自我调适。在态

度上要积极、热诚、虚心求教。初任教师要尽力把份

内的事情认真做完、做好，但不用过于苛求完美的表

现，要接受自己与经验教师的差距；初任教师也要热

诚地对待同事，尽力帮助别人，这样，在遇到困难的时

候，也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更容易轻松地度过适

应期；能否主动寻求帮助是初任教师成功的重要因

素，很多初任教师在遇到问题时不敢也不会去寻求

帮助。[21]初任教师遇到问题时，要卸下心理负担、勇于

求教、积极寻求帮助，即便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初任教

师，也要意识到自己在实务经验上的不足，虚心向其

他教师求教，让自己更加快速地成长。此外，初任教

师应快速融入学校组织文化中，注重建立人际关系，

避免被孤立的状态。在进入一个学校之前，尽量对学

校的领导和组织架构、人际关系尽量有提前了解，这

样可以在入职前就做好心理准备，提高自己在职场的

适应度和成功率。初任教师主动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能提升学校对自己的好感度和信任度，但不要让这些

工作超出自己能负荷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初任教师

要积极投入专业成长。无论学校有无良好的培训机

图 1 各成功要素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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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初任教师都应积极提升自己，主动学习和省思，提

升自己的专业经验。

其次，学校应建立完善的初任教师导入制度，包

括资深教师辅导、同事团队导入、个别专业辅导等，带

领初任教师尽快适应学校课程与教学、人际关系与生

态，以顺利度过初任期。学校要提供支持性的组织氛

围与机制，包括行政支持、同事支持等，如此能有效缩

短初任教师的适应期，提升其成功可能性。更重要的

是，学校应该建立完善的专业成长机制，促使初任教

师能够在专业上有实质提升。学校建立专业成长的

机制，包括提供研习课程、学习社群的合作与支持、资

深教师的带领和帮助、鼓励研习和进修等。

最后，对于未来研究之建议。本文分析了初任教

师成功因素的文献，未来研究可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探

讨初任教师成功的具体原因。例如，可以用量性方法

对初任教师通常会遭遇的困扰和挑战以及有哪些解

决策略做广泛调查，以作为初任教师入职前的辅导。

也可探讨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初任教师的困扰与挑战

及其成功因素，甚或加以比较。还可对男、女初任教

师的困扰和挑战以及成功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不

同性别的初任教师其成功因素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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