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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高教司于 2012 年启动首批教师发展示范中心遴选工作，标志着“教师发展中

心”的建设开始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工程。作为高教研究热点，教师发

展中心的功能定位一直存有争议和困惑，笔者针对此类问题试图从美国、英国高校教师发展中

心的经验启示以及马斯洛需求理论深入分析教师发展中心的功能定位，以期给目前高校教师

发展中心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 教师发展中心; 功能定位; 教育规模; 培训

中图分类号: F062．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2646( 2016) 05 － 0081 － 04

教师发展中心的概念最初源于 20 世纪 60 年

代的美国密歇根大学，随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家的高校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纷纷成立

相关教师发展机构，中国于 90 年代末开始关注这

个问题并逐步尝试在少数高校建设此类机构。
2012 年，国家高教司从已经建立此类机构的 74
家高校中遴选出 30 个教师发展机构，给予政策经

费支持，建设教师发展示范中心。此项举措标志

着我国“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开始成为高等教

育内涵发展的一项战略性工程。
作为高教研究热点，教师发展中心功能定位

一直存有争议和困惑: 中心到底是服务于全校教

职工，还是仅服务于教学科研群体? 机构到底叫

教师发展中心，还是叫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针对

此类问题，笔者从美国教师发展中心功能定位的

历史演变、英国主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功能定

位比较以及运用需求理论解析等多方面论证教师

发展中心的功能定位，以期给目前高校教师发展

中心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一些参考性

意见。

一、美国教师发展中心功能定位的历史演变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大学教师发展的关注由

来已久，纵观美国的高等教育历史，大学教师发展

工作可分五个时期［1］。学者索茜娜丽 ( Sorcinelli
Mar yDeane) 认为: 美国高校教师发展经历了学者

时代、教学者时代、开发者时代、学习者时代和协

调者时代五个时期的变迁。
为比较研究方便，笔者对理论进行了表格化

分析。从表 1 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教师发展中

心功能定位的历史演变轨迹: 命名从以“教学”为

关键词逐步转变为“教师”为关键词的发展中心;

功能定位从满足教师内部需求到应对新形势、新
情况、新问题的外部需求再逐步回归到满足教师

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内部需求; 从考虑教师单一

方面的发展需求逐步走向考虑教师全面发展的综

合需求; 从教师个体的发展逐步走向个体、组织和

学校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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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

为从这个阶段开始，美国高校开始更多地关注教

师的内在发展需求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更多地

考虑到教师的全面发展。服务内容涵盖了服务教

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多项内容，体现为全方

位的风车式服务结构而非传统单一的扇子式服务

结构，教师主动参与中心活动的热情比以往都高。

表 1 美国教师发展中心功能定位的历史演变

发展阶段 发展背景 功能定位 备注

第一时期: 学者时
代( 2 0 世纪 50—
60 年代初)

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
长，进入高等教育的“黄金时
代”，“明星教授”逐步成为学
院和大学的主角，引导高校教
师更加关注科研地位的提升。

功能定位为专业发展: 提供学
术休假、科研支持、参与学术
会议资助、获得高一级学位等
多种方式提升教师个人发展。

1961 年密歇根大学成立首家
“学 习 与 教 学 研 究 中 心”
( CＲLT) 。这 一 时 期，教 师 发
展机构尚处于萌芽状态，活动
大多是教师个人、少数学院或
学校的自发行为，关注点多局
限于 教 师 学 术 研 究 水 平 的
提高。

第二时期: 教学者
时 代 ( 2 0 世 纪
60—70 年代)

60 年代末、70 年代婴儿潮一
代的学生纷纷进入大学，学生
的层次和范围出现巨大差异，
给教 师 的 教 学 带 来 困 惑 和
焦虑。

功能定位为教学发展: 设立各
类项目，帮助教师解决由于学
生差异大带来新的教学问题，
同时提供新的教学技术，提升
教师教学质量。

70 年代是美国大学教师发展
机构创建的黄金期，70 年代中
期，过半数的学院和大学都设
立了教师发展项目，项目的焦
点集中于教学改进［2］。

第三时期: 开发者
时代( 2 0 世纪 8 0
年代)

随着批评美国高等教育质量
的调查报告越来越多，迫使社
会及高校自身不得不加强对
教学科目和课程广度不足、教
师专业化过度、教学质量低下
等问题的关注。

功能定位为教学发展、组织发
展: 功能领域涵盖内容越来越
丰富，由单纯的重视学术或重
视教学逐步转向教师全面、多
维、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

发展中心的项目包括课程问
题、教学成果评价、学术研究、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等方面，类
型极 为 丰 富，有 37 种 之 多。
设有专门的机构和配备专职
人员的教师发展中心的高校
大幅上升，教师发展走向专业
性和系统性。

第四时期: 学习者
时代( 2 0 世纪 9 0
年代)

这一时期，学生的多样性和个
性化成为高等教育领域面临
的最突 出 问 题。高 等 教 育 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以教为
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

功能定位为教学发展、个人发
展、组织发展: 这一时期是高
校教师发展活动的繁荣期，功
能越来越复杂多样，例如教学
研究、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
术生涯扩展项目等，高校教师
发展成为更加全面的活动。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在美国普
遍成立。这 一 时 期 还 有 一 个
明显趋势就是美国高等教育
协会和一些基金会也积极参
与高校 教 师 发 展 项 目。他 们
不仅会与中心一起促进教师
发展活动，而且他们也会单独
地设 立 一 些 高 校 教 师 发 展
项目。

第五时期: 协调者
时 代 ( 21 世 纪 至
今)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和教
师都面临着各方面更高的期
望和要求，教师发展机构与高
等教育中所有的相关利益者
进行合作势在必行。

功能定位为教师各方面需求
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发展: 承担
更多的责任，增加了许多新功
能———促进院校的改革、研究
生的未来教师发展项目、职业
中期和终身职业发展项目等。

在这个时期，高校教师发展成
为高等学校中重要的工作内
容。教师 发 展 项 目 不 断 拓 展
和丰富，并且开始建立地区性
的高校教师发展机构，高校教
师发展活动进入热潮。

二、英国主流高校教师发展机构的

功能定位比较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开始了真正意识上的

教师发展，60 年代到 70 年代纷纷成立教师发展

中心，历史悠久，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3］。笔

者选取英国目前大部分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功能

定位进行比较研究。从表 2 中可以明显看出，在

选取的英国 20 所主流高校中设置的教师发展机

构的功能定位几乎没有局限于教师教学发展这个

局部概念，而是更多地体现了满足教师多方位的

全面发展的功能需求和以全体教职员工为服务对

象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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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英国大学主流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名称概况表［5］

大学名称 教师发展中心名称 大学名称 教师发展中心名称

剑桥大学 教职员发展项目 达拉谟大学 教职员发展和培训

伦敦学院大学 教育和专业发展 东英格兰大学 教职员和教育发展中心

考文垂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中心 爱丁堡大学
教育、学 习 和 评 价 中 心

( 媒体和学习技术服务)

德蒙特福特大学 教职员发展 利兹大学

诺丁汉大学 培训和教职员发展机构 南安普敦大学 教职员和系所发展机构

利物浦大学 职业生涯和学术实践中心 约克大学 教学和学习中心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牛 津 教 职 员 和 学 习 发 展

中心
朴次茅斯大学 教职员发展办公室

曼切 斯 特 科 学 技 术

大学
教学和学习支持中心

玛丽女王和威斯特菲尔德

学院
专业发展机构

里丁大学 教职员培训和发展中心 南岸大学 教育和教职员发展

罗伯特·戈登大学 学习与教学提高中心 南安普敦大学 教职员发展机构

再以英国牛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为例进行

具体分析。牛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服务对象非

常广泛，并且针对性强，例如服务对象包括教学科

研教师、管理人员、女职员等; 服务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发展需求调查、教学评估、资
源支持等各种各样的服务; 功能定位和科室分工

明确，包括专业发展服务、教育发展服务、研究评

估服务、职业生涯指导服务及行政管理服务。并

且根据不同的人群需求科学地设置了特色功能，

如针对高层领导或后备高层领导开设了学术领导

者项目，针对大学里管理人员或项目需求的人开

设了行政人员和管理者项目，针对个人发展及专

业发展、职业发展开设了研究人员项目及专门的

女性项目等等［4］。

三、运用马斯洛需求理论进行理论分析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 Phys-
iological needs) 、安全需求( Safety needs) 、爱和归

属感( Love and belonging) 、尊重( Esteem) 和自我

实现( Self － actualization) 五类。各层次的需要相

互依赖和重叠，同一阶段，人会有多种需要，但每

一阶段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决定其行为。
因此寻找到教师群体各个发展阶段的主体需求，

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支持，是中心功能定位的基本

依据，也是增强教师主动参与中心项目和活动的

根本途径。
为深入了解目前教师群体的实际发展需求，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以所在大学教师群体为研究对

象，抽取样本 297 人，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和座谈

交流，其中 35 周岁以下教师占 25%，35 ～ 45 周岁

教师占 46%，46 ～ 55 周岁教师占 27%，56 周岁以

上教师占 2%，并且从基本需求情况、职业发展情

况和专业及教学能力发展情况三个维度收集了各

类教师群体的发展需求，具体分析如下［5］。
1． 新进教师的主体需求

新进教师包括年轻教师和海归两类人群。他

们有共同的需求，即对新环境的适应、新规范的熟

悉、新群体的认同和新文化的融入需求，也就是马

斯洛需求理论中有关安全、生理、爱和归宿感的较

低层次需求。针对他们的需求，教师发展中心应

设置相应的功能服务项目，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

个磨合适应期，为今后教学科研工作的助推奠定

良好的生活和工作基础。
2． 骨干教师的主体需求

骨干教师是教师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发

展正处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在这

个阶段，他们强烈需要高层次的学科带头人加以

引领指导、用高水平的平台来锻炼才能和用国际

化的空间进行交流，尊重和自我实现正逐步占据

了他们的需求模板。因此这个阶段教师发展中心

应考虑设置相关的功能项目模块，给予积极扶持

和帮助，这将对学校未来高层次人才培育起到不

可估量的助推作用。
3． 资深教授的主体需求

资深教授分为老教授和知名教授。他们从事

教学科研工作几十年，走到了教师群体的顶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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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比较稳定安逸，工作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受到

了普遍的尊重。但这个阶段往往处于教师职业生

涯发展阶段的倦怠期，各方面的发展动力不是特

别强烈。教师发展中心必须找到他们的发展动

机，拓展他们新的教育职能，例如通过设置新老帮

扶项目，增加他们培育后起之秀的成就感。
4． 管理人员的主体需求

学校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管理人员应当为之

提供政策导向、技术支持和业务服务，三者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学校要想整体协调地发展，管理人

员的服务和培训也是中心不容忽视的一项功能，因

为学校制定发展规划、师生管理制度和规范的体系

以及信息化建设等，都是管理人员承担完成的，他

们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是影响学校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所以开发专门的提高管理人员综合素

质的课程项目，也是中心应该考虑的功能模块。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综上所述，无论从美国教师发展中心历史演

变的脉络、英国目前各大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横

向比较，还是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组织学视角来

分析，笔者认为教师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应体现

促进教职员工全面发展这个核心理念，名称不应

局限于“教师教学发展”这个概念。功能定位应

以服务全体教职工为中心，围绕教师各项发展需

求，配合学校整体规划，横向开展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生活指南、健康教育等各项工作; 纵向开展

青年教师项目、新进人员项目、骨干教师项目等固

定的模块。这样可以形成立体网状的系统，使之

成为学校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助推器、孵化器。
此外，建议在中心建设过程中特别关注以下

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功能设置要突出重点。中

心主要功能可以根据每个高校自身特点和阶段性

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设置; 二是机构设置前要充

分调研并了解需求。中心建立前要充分深入基层

学院和一线教师群体了解各个层次、各类岗位教

师的发展需求，并根据需求来科学地设置机构、分
配资源配置比重; 三是机构要明确教师主导的管

理模式。中心要吸纳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老师

担任中心的重要岗位，吸引大量的青年教师参与

其中，强调自我管理，而不是采用行政官僚式的强

制要求，这是国家去行政化的大环境下特别要注

意的问题。
希望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的高校不要照搬国外

发展中心的模式，或只顾解决目前本科教学质量

下滑的困境而设置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这样只会

使教师发展机构的发展和工作的推进步履艰难、
形同虚设或发展后劲不足，同时还会引发教师群

体对管理部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简单增设

机构的解决方法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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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University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s
WANG Qiong，ZHAO Ke

( Dept． of Organiz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0094)

Abstract: The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itiated selection of first demonstration centers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in 2012，

which mark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s" has become a strategic project to develop China＇s higher edu-
cation connotation． As a hot issu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es，the function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s has long been con-
troversial and confusing． Applying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functions of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s with a reference to their American and British counterparts． It is meant to provide some consultative information for both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f current university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s．

Key words: university 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 function orientation; education scale; training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