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绪论

（一）研究背景

1．翻译本科专业设置

2006年初，教育部颁布《关于公布2005年度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

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结果的通知》，翻译专业（专业代码：050255S）
获得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可自

2006年起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至2012年9月，全国已有45所高校获得

教育部批准，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学位。教育部正式设立翻译本科专业，

“无论对翻译学科、翻译专业、翻译教学体系、翻译人才培养体制和机

制，还是对翻译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与繁荣，或是翻译实践能力的增强

和提高都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庄智象，2007：11）。
翻译本科专业的批准设置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标志

着我国翻译人才培养进入新时代。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也认识到一个新

专业的设置在教学研究领域催生的一系列新课题。教学目标、课程设置、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师资培养与发展等已然成为翻译本科

教学研究的迫切问题。

2．国内关于翻译教师及其教学能力研究不足的现状

1999年，穆雷（1999：108）在考察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的现状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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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有的翻译教学研究基本上涉及了翻译教学的主要方面，但在课程

设置、教学大纲、翻译测试、作业管理和师资培养等方面的讨论较少。

近年来，特别是2006年教育部翻译本科专业设置以来，关于翻译教学的

研究成果与日俱增，但对于翻译教师的关注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对翻译

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更是凸显不足（详见第一章第三节）。刘宓庆（2007：
58-59）概括出了今后翻译教学研究的五方面工作（教学理论思想研究、

课程结构研究、教学法研究、教学纲要与材料研究及教学评估研究），其

中尚未包括对翻译教师的研究。文军在其所编的《中国翻译教学五十年

回眸：1951-2005中国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中，对1951-2005
年期间中国翻译教学研究的论文、论著做了比较全面的索引，其中以

“翻译教师”为关键词的文章只有三篇，虽然对翻译教师的素质或知识有

所提及，但基本上都是零散的经验之谈，既无翔实的理论依据，也缺乏

必要的系统分析。

因此，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翻译教学研究中对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的

研究基本上是缺失的。这一“缺失的范式”似乎和教师能力早已成为心

理学、教育学研究热点之一的现实相去甚远，甚至也没有跟上教师专业

化发展背景下外语教学研究领域对外语教师及其能力关注的步伐。更为

严重的是，新生的本科翻译教学对翻译教师的教学能力必然有新的要求，

而目前本科翻译专业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总体上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

视野，这种研究缺失既会影响本科翻译教学的顺利开展，也与教育部批

准设置翻译本科专业的初衷不符。随着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对翻译

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不足已经凸显其不利之处，在部分高等院校，当下

已经能够听到部分学生对翻译教学的抱怨之声。不仅如此，在2007年1
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专业翻译人才需求与培养高峰论坛”上，与

会者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目前制约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事业发展的最大

瓶颈是师资（何刚强，2007：25）。可见，不仅学生抱怨，即使翻译教师

自己也承认师资力量的不足已严重限制了翻译教学的深入发展。因此，

关注翻译教师、探讨其教学能力结构、现状与发展已成为时下促进翻译

本科专业教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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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语教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20世纪后期，外语教学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研究范式经历了新

一轮的转换：从关注教学走向关注教师。正如吴宗杰（2005：2）教授所

言，“外语教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从教学方法到二语习得的理论

变革。今天在课程范式转换的影响下，其研究也已聚集到与教育和课程

研究同样的问题，即教师自身的发展”。

事实上，外语教学研究在过去的40多年里，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

重大的方向性转折。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基于教师

行为的差异一定会导致学生学习效果的差异这一理念，这一阶段集中研

究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通过实证观察的方法，

研究教师在备课、授课、提问、纠错、复习等各个课堂环节的行为特征

（Flanders, 1970; Rosenshine, 1971; Gage, 1978）。另一类是对外语教学方法

的理论研究，实际上是一场教学方法孰优孰劣的大辩论（Seliger, 1975; 
Wilkins, 1976; Krashen, 1981），辩论的结果是外语教学方法的此兴彼衰，

如70年代中后期交际法的盛行和语法翻译法的衰落。

到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者发现这些基于教师行为的研究并没有带

来预期的教学效果，于是研究方向发生了第一次转折，从研究教师行为

转向研究学习者特征和外语学习的本质，从而也使外语教学研究进入了

第二个阶段。该阶段主要集中在80年代，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外语学习者

特征的描述以及对二语习得和学习过程的解释找到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的

方法（Ellis, 1985; McLaughlin, 1987）。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们又发现对二语习得过程及外语学

习者特征的认识本身并不足以保证有效课堂教学的发生，因为受教师理

念、教学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理论成果并没有被充

分地运用于教师的教学实践。大多数教师在认可这些理论对于改进外

语教学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奉行“另一套做法”。这一理论

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导致研究者再一次把目光聚焦到教师身上（Richards, 
1998; Freeman, 2001），于是外语教学研究经历了第二次转折，重新回到

了对教师的关注，进入了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这

一阶段对教师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教师的外显行为与学生学习的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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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讨教师行为背后的认知因素（Woods, 1996; Freeman & Richards, 1996; 
Freeman, 2002），因而外语教师的信念、知识、能力等成为此阶段研究的

重点。

在我国，翻译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外语学科的，

因此外语学科教学研究范式向教师的信念、知识、能力等认知因素的转

换也是本研究以翻译教师教学能力为研究内容的启发因素之一。而且，

外语学科新研究范式下的一些研究设计与方法对本书实施翻译教师教学

能力相关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意义与创新

1．研究意义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从已有相关研究来看，没有人否认教

师对教学的重要作用。任何教学活动的成败都与教师的能力素养密切相

关，翻译教学也不例外。在教育部新成立翻译本科专业的背景下，本研

究关注翻译教师，探讨翻译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教学能力现状及其发

展途径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翻译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尚处于学科发展的起始阶段，有诸多

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按照翻译理论家霍姆斯的译学构想，翻译学

分理论研究、描写研究和应用研究三部分，翻译教学研究被归为应用翻

译研究的一个分支（Toury, 1995: 10）。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是翻译教学

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必然对推动和完善整个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

重要理论意义。

第二，有助于推动我国翻译本科专业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教育部已于2006年起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但至今仍有一些相关

理论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如翻译专业课程该如何设置以使其有别于英语

语言文学专业并保证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翻译教学该采用哪些模式？

翻译专业对师资力量有何特殊的要求等。本研究从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

出发来认识翻译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对于回答上述部分问题，进而推

动翻译本科专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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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助于翻译教师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改进翻译教学

的质量。

我国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后，该专业教师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原

来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改行教翻译；二是聘用新毕业的翻译专业（方向）

研究生任教；三是聘用有实务翻译经验的职业翻译人员任教。无论哪类

人员，翻译教学对其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些翻译教师的教学能力如

何？能否满足翻译本科专业教学的要求？他们该如何有效改进自身的教

学能力？这是他们从事本科翻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须回答的现实

问题。本研究构建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框架、提出翻译教师教学能力

标准、调查他们的教学能力现状并指出他们教学能力发展的主要路径和

具体方式，对于翻译教师回答上述问题、重新认识并进一步改进自身教

学能力、提高翻译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四，为翻译师资培训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鲍川运（2009：45）教授曾直言，“翻译师

资培训是翻译教学成功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在短期内更有效开展翻

译师资培训呢？毫无疑问，翻译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是翻译师资培训的

核心内容。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尚无有关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的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虽然是对本科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的尝试性探讨，但系统考

察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现状与发展途径对翻译师资培训亦能提供一

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2．研究创新

（1）内容创新

自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以来，目前已有几十所高等

院校开办翻译本科专业，他们的翻译师资现状如何？急需哪方面的提高

与帮助？从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翻译与文化交流人才考虑，上述问题的研

究尤显紧迫和必要，但目前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因此本研究

选择翻译本科专业翻译教师教学能力作为主要研究内容，虽不能解决翻

译教师发展的全部问题，但对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框架、教学能力实

然现状、翻译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途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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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所选研究内容总体上属于翻译教学研究

中的前沿课题，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2）方法创新

如前所述，目前有关翻译教师教学能力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虽然

有些文献中也提到了翻译教师必备素质问题，但从方法论分析，此种提

及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经验与感想之谈，建立在个人感觉、观察以及一些

轶事参考基础之上，且尚未具体到翻译教师教学能力层面。本研究首先

在心理学、教育学相关研究基础上，详细界定“翻译教师教学能力”概

念的具体内涵，提出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假设，并在认识本科翻译教

学特点的基础上对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在翻译

教师教学能力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参照相关文献制定翻译教师教学能力

标准与等级划分，以此为据生成“翻译教师教学能力调查问卷”，对翻译

教师教学能力进行全面调查，再次验证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的同时，

深入分析其教学能力现状和具体发展途径。最后，在分析调查结果的基

础上，借鉴相关理论并结合个案研究探讨翻译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问题。

相比之下，本研究是一个更加系统的项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

法，对翻译教师教学能力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具体的分析与探

讨，特别是率先在国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翻译本科专业翻译教师

这一特殊群体教学能力现状及其发展方式进行大规模数据搜集、整理与

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

领域，直接相关的研究较为罕见，但关于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目前已有

不少成果问世。20世纪后期，在西方能力本位师范教育及教师能力考试

制度的影响下，教师教学能力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进

入21世纪，教师教学能力研究更是成为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

重要内容。本节将首先从教师教学能力概念、教学能力结构和教学能力

发展三方面回顾和梳理教师教学能力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翻译教师



7一  绪论

教学能力研究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其次，本研究旨在探讨翻译教师

教学能力，这一课题目前虽未得到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仍有一些建立在

个人经验、感觉或观察基础上的相关成果问世，本节也将对此展开述评。

1．教师教学能力界说

教师教学能力概念内含教师、教学、能力三个因素。由于目前学术

界（特别是不同学科间）对“教学”和“能力”的理解存在分歧，导致

研究者对教师教学能力的界定不尽相同，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定义。

Gliga（2002）指出，教学能力是教师满足教学特性（attributes of 
teaching）所必备的最低专业准则。1 Ryegard等人（2010）认为，教学能

力是以发展教学为目的的一系列复杂行为的集合。2

在2008年第11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上，美国国立大学Wu Zhonghe
博士在其提交的论文《提高K-8阶段数学课堂教学能力》中，将教学

能力界定为“在课堂上以知识应用为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执行教学任务的

能力。”3

Sreedhar Madhavaram 和 D. A. Laverie 在考察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把

教师教学能力界定为教师“协调使用有形资源（如书籍、文章、实物等

教学材料和软、硬件技术）和无形资源（如知识、技巧、经验等）以获

取教学成效的能力。”4

美国安吉尔培训学院（Agile Coaching Institute）为帮助教师和教育

管理者正确理解更先进的培训理念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能力框架模

型，对培训、资助、管理、教学等不同领域的能力概念进行界定。其

中，对教师教学能力的界定为“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提供合适

的知识，以使个人、团体或组织能够最大程度消化并应用这些知识的

1 引自 Mata Liliana, Suciu Andreia Irina. Curricular innovative model focused on developing pedagogical  
competences of teacher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1(12): 276.

2 同上 .
3 Wu Zhonghe, Li Lanying. Sharping Teaching Ability in K-8 Mathematics Classrooms. 2008. ICME11-

TSG 24. P. 3.
4 Madhavaram S., Laverie D. A. Developing pedagogical competenc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educat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010(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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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1

国内，研究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教学能力的理解。顾明

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把教学能力定义为“教师为达到教学目标，顺

利从事教学活动所表现的一种心理特征，由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组成。

一般能力指教学活动所表现的认识能力，如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和个性特

点的观察能力，预测学生发展动态的思维能力等；特殊能力指教师从

事具体教学活动的专门能力，如把握教材、运用教法的能力。”2申继亮、

王凯荣以认知心理学为视角，认为“教学能力是以认识能力为基础，在

具体学科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力（专业能力），”3并把教学能

力的性质规定为“以一般能力（智力）为依托，通过特殊能力表现出来

的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的结合。”4唐玉光在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综述

中，为区分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学能力，把教学能力界定为“教师达到教

学目标、取得教学成效所具有的潜在的可能性，它由许多具体的因素所

组成，反映出个体顺利完成教学任务的直接有效的心理特征。”5罗树华、

李洪珍从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完成教学任务的角度对教学能力进行界

定：“所谓教学能力主要是指各科教师应当普遍具有的运用特定教材从

事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6孙亚玲从有效教学的角度界定教

师教学能力，认为“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教师为了保证教学的有效性，达

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在教学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划设计、组织与管理、

动手操作、表达、评价与反馈、调节与控制、理解与交往、教研和科研

等综合能力。”7王宪平博士在综述前人关于教学能力概念和性质的论述并

对能力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教学能力是指教师在一定的教学

情境之中，基于一定的教学知识和教学技能，促进教学目标的顺利高效

达成，促进学生生命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是科学性与艺术

1 Agile Coaching Institute. [DB/OL]. 2011-10-21. http://www.agilecoachinginstitute.com/resources/
competency-Model.

2 顾明远 . 教育大辞典（第一卷）[Z].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80.
3 申继亮，王凯荣 .论教师的教学能力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 68.
4 同上，第66页 .
5 唐玉光 .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J]. 外国教育资料，1999(6): 42.
6 罗树华，李洪珍 . 教师能力学（修订版）[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55.
7 孙亚玲 . 课堂教学有效性标准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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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统一。”1

可以看出，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对教师教学能力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导致这一概念呈现众说

纷纭的局面。但众多的文献均表明，教师教学能力涉及多个方面，是多

种子能力（sub-competence）的有效结合。本研究将在第二章第一节对这

一概念进行详细界定。

2．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研究

由于教师教学能力是多种子能力有效结合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可，因此探讨教师教学能力的内部结构自然成为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的核

心内容之一。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出现在

教学评价研究的文献中。1966年，Ray H. Simpson提出一个教师评价机制，

其中涉及的教师教学能力包括传授知识的能力、组织教学的能力、处理

人际关系的能力等。2 1969年，Don Hamacheck通过研究优秀教师的特征，

总结出教师课堂教学必备的素质和能力，包括灵活性、移情力、个人关

怀、实验性态度、提问技巧、学科知识、成熟的测验程序、帮助学生、

欣赏学生、随和等。3 Combs A. W. 整理了相关研究后认为教师的教学能

力包括“热心、幽默、诚实、正直”等实际上多达1, 000个以上的素质 
能力。4

1982年Douglas R. Miller等人提出了六项在教学中重要的能力：思考

和计划能力、导入能力、质疑能力、探究能力、鼓励能力、学习能力。5 
Renfro C. Manning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1983年开始对教师评价

1 王宪平 . 课程改革视野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7.

2 Simpson R. H. Teacher Self-Evalu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3 Hamacheck D.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teach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J]. Phi Delta 

Kappan. 1969, 50(6): 341-345.
4 参见牧昌见 . 何谓“好教师”的条件 [J]. 教职研修，1978(12): 42.
5 Miller D. R., Belkin G. S. & Gray J. L.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M]. Dubuque: William. C. 

Brown Company Publisher. 1982: 51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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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行研究，到1988年完成并制订了一个评价系统，其中涉及的教学

能力有制订教学计划的能力、教学活动能力、课堂管理能力、知识传授

能力等。1

日本冈山理科大学小山悦司教授援用以经营学为中心的人事管理领

域运用的“专门职评价要素”，从技术和人格两个侧面分析了教师应有的

教学能力要素（见表1-1）。2

表1-1 小山悦司“教学能力”构成要素

技术侧面 人格侧面

专业技能 智谋技能 交际技能 个性（狭义） 动机

1、专业知识

技术

2、科技知识

技术

3、表达能力

4、创造力

5、广阔的

视野

6、先见性

7、应用实

践能力

8、综合研

究能力

  9、人际洞

察力

10、人际管

理能力

11、集体指

导力

12、感受性

13、决断力

14、灵活性

15、自律性

16、协同性

17、开朗性

18、教育观、

信念

19、朝气、

热忱

20、自我教

育力

1999年，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制定了新的教师评价标准，包括五方面内容：教师要

关心学生及他们的学习；教师要掌握所教的学科知识及其教学方法；教

师要负责管理和监控学生的学习；教师要系统地反思自己的实践并从经

验中学习；教师应是学习共同体的成员。3该标准意在评价教师的教学活

动，并已得到全国教师教育认可委员会（NCATE）的认可，因而也能反

映出美国教育部门对教师教学能力构成的要求。

2005年吉尔（Jill）等学者通过对教师有效教学研究得出教师的核心

1 Manning, R. C. The Teacher Evaluation Handbook: Step-by-step Techniques & Forms for Improving 
Instruc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8.

2 参见钟启泉 .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自我教育能力”[J]. 上海教育科研，1998(9): 15.
3 Bullock A. A. & Hawk P. P. Developing a Teaching Portfolio: A Guide for Preservice and Practicing 

Teachers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200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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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构成包括：创设清晰且移情的学习环境的能力、促进学生积极

参与的能力、迎合学生学习需要的能力、帮助学生认定学习结果的能力、

努力自我发展的能力。1

2011年，Sreedhar Madhavaram 和 Debra A. Laverie在 借 鉴 已 有 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师教学能力构成的五个要素：内容知识（或主

题知识）、教学方法知识、课程管理能力、课堂管理能力、学生管理 
能力。2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国外部分研究（如Hamacheck、Combs、小山

悦司的研究）把教师的人格因素也纳入教学能力范畴，从而使教师教学

能力内在成分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另外，早期的研究缺少方法层面的

有效指导，多表现为一种感性认识，给出的教学能力成分表现出较大的

随意性。

本研究首先认为人格因素虽然也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但它不是完

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人格因素只能是教学活动

的一种心理背景，其本身对教学活动没有直接影响和作用，不是教师教

学能力的内在构成要素。因此，本研究在讨论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结构时，

其人格因素将不在考虑之列。其次，早期研究的随意性给本研究提供了

方法层面的有效警示。教师的教学能力研究一定要密切联系教学本身，

这样才能把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其他能力分开。同样，翻译教师的教学能

力研究一定要密切联系翻译教学，在认识翻译教学特点的基础上分析翻

译教师的教学能力，这样才能有效区分翻译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其他教师

的教学能力。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教师教学能力构成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众多学者

在其著述中对教学能力结构展开论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能力结构框架，

现按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1 Jill B., Robyn D., Anne J., Gary M. & Beth P. A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Effective Teaching [DB/
OL]. 2005-3-7. http: //www.Planning.murdoch.edu.au./docs/acfet/indxe.html#intro.

2 Madhavaram S. & Laverie D. A. Developing pedagogical competenc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educat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010(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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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

研究者 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

陈顺理 1

①对教学对象——学生的调节、控制和改造的能力 (包含了解

学生的能力、因材施教能力、启发引导能力、教会学生学习

的能力、组织管理学生的能力 )；②对教学影响的调节、控制

和改造能力 (包含对教学内容加工处理的能力、对教学方法手

段的选择运用能力、对教学组织形式合理利用的能力、言语

表达能力、检查教学效果的能力 )；③教师自我调节控制能力

(包含较强的自学能力、较强的自我修养能力、敏感地接受反

馈信息的能力 )

陈安福

何毓智 2

①搜集教学资料的能力；②组织教材的能力；③言语表达能

力；④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⑤因材施教的能力；⑥教学反

馈的能力；⑦教学诊断的能力

康锦堂 3
①教学表达能力；②教学组织能力；③教学操作能力；④教

学研究能力

郑其恭

李冠乾 4

①教学的组织、设计能力；②教学的实施、调控能力；③教

学的检查、测定能力

张大钧 5

①全面掌握与科学设计教学内容的能力；②良好的语言表达

能力；③多方面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④善于因材施教的能

力；⑤对教学情境的应变与调控能力；⑥自我鉴定、自我评

价、自我教育能力；⑦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和教育机智

申继亮

王凯荣 6

①教学能力的智力基础（包括分析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

能力、实践性思维能力）；②一般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监控

能力、教学认知能力、教学操作能力）；③具体学科教学能力

（语文教学能力、数学教学能力等）

1 陈顺理 . 教学能力初探 [J]. 课程 · 教材 · 教法，1988 (9): 53-57.
2 陈安福，何毓智 . 教学管理心理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135-138.
3 康锦堂 . 教学能力结构及测评 [C].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12.
4 郑其恭，李冠乾 . 教师的能力结构 [C].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42-43.
5 张大钧 . 教学心理学 [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51.
6 申继亮，王凯荣 . 论教师的教学能力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1): 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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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者 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

罗树华

李洪珍 1

①教学能力 I（包含掌握和运用教学大纲的能力，掌握和运用

教材的能力，选择、运用教学参考书的能力，编写教案的能

力，说课的能力）；②教学能力 II（包含因材施教的能力，实

现教学目标的能力、选择、运用教学方法的能力、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的能力，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的能力，指导学生进行

学习迁移的能力）；③教学能力 III（包含课堂教学的开讲能力、

创设最佳教学情境的能力、教学设疑能力、教学举例能力、

设计板书的能力、教学反馈能力、教学应变能力、课堂教学

的收结能力、进行复式教学的能力、设置学科作业的能力）；

④教学能力 IV（包含教学检测能力、制作教具的能力、操作

与示范能力、使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

曾美英

马万昌 2

①课堂教学设计能力；②课堂教学的操作（或传授）能力；

③课堂教学的管理能力；④课堂教学的自我监控能力

李芒 3

①教学设计的能力；②教学预测的能力；③教学内容与方法

“链接”的能力；④应用信息的能力；⑤适应新授课方式的能

力；⑥协作性教学的能力；⑦促进学生学习的能力；⑧综合

评价的能力

吕纪增

张予英 4

①统驭学科内容的能力；②教学自控能力；③教学的科研能

力；④教学的组织管理能力；⑤信息沟通能力；⑥操作计算

机的能力；⑦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陈永明等 5
①教学设计的能力；②教学语言表达能力；③课堂组织与管

理能力；④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⑤教学测量与评价能力

教育部师范

教育司 6

①教学设计的能力；②教学实施的能力；③学业检查评价的

能力

1 罗树华，李洪珍 . 教师能力学（修订版）[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157-313.
2 曾美英，马万昌 . 教师的课堂教学能力及其结构分析 [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 (3): 81-84.
3 李芒 . 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师的教学能力 [J]. 教育研究，2002 (3): 64-67.
4 吕纪增，张予英 . 高校教师教学能力分析 [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3): 

100-103.
5 陈永明，等 . 教师教育研究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4-85.
6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 . 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62-63.



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结构、现状、发展14

续表

研究者 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

余承海

姚本先 1

①完善的知识结构及知识更新能力；②驾驭学科内容的能力；

③学术研究的能力；④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⑤哲学思

辨能力；⑥熟练地操作计算机能力；⑦有效获取外文资料及

较高的阅读理解能力

腾祥东 2

①组织管理能力；②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③教会学生

学习的能力；④教学实践能力；⑤教学反思能力；⑥教学监

控能力；⑦教学研究能力；⑧终身学习能力

王宪平 3
①教学选择能力；②教学整合能力；③教学沟通能力；④教

学评价能力；⑤教学创新能力

林永柏 4

①教学目标、教学任务的认知能力；②教学方案的设计能力；

③教学内容的驾驭能力；④学科内容的评价能力；⑤教学表

达能力；⑥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教学媒体的能力；⑦课堂

教学的组织管理能力；⑧教学活动的调控能力；⑨培养学生

终身学习的能力；⑩教学创新能力

从表1-2所列不同学者对教师教学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人们关于教师教学能力结构的看法并不十分一致。究其原因，首先，教

育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是应时代需要而变化的。20世纪80年代，计算

机技术在我国教学中尚未普及，因此当时研究者并没有把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或计算机操作能力视作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但在20世纪

末到21世纪初，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我国教学领域的普及，大多数研

究者都认可计算机应用对于教学的重要性，从而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

能力视作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要素。其次，研究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

也会有所不同。当研究者分别聚焦于小学、中学或高校教师时，会得出

1 余承海，姚本先 . 论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及其优化 [J]. 高等农业教育，2005 (12): 53-56.
2 腾祥东 . 谈大学教师新的核心能力结构 [J]. 中国高等教育，2006 (21): 59-60.
3 王宪平 . 课程改革视野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4.
4 林永柏 . 浅谈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及其养成 [J]. 教育与职业，2008 (9):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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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教师教学能力结构。再次，研究方法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有些研究从“应然”角度自上而下思辨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有些研究

从“实然”角度自下而上调查教师的能力结构。在“应然”性研究中，

既有从信息加工角度进行的研究，也有立足于教学活动特殊性的研究。

在立足于教学活动特殊性的研究中，有人从教师教学的基本职责来提出

教师教学能力的结构，也有人从教师有效教学的特征来反观其教学能力

结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研究者对教学能力的看法有不同侧重，进而提

出不同的教学能力结构。

关于外语教师教学能力结构，国内比较著名的研究是吴一安教授的

调查，她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式调查了国内30所高校213名优秀英语教

师，以探讨优秀外语教师的专业素质。在研究中她提出了优秀外语教师

专业素质框架的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即为外语学科教学能力，该能力

融外语知识、外语运用能力与外语教学能力为一体。调查结果表明，外

语学科教学能力含外语学科知识（含技能）和外语教学知识（含技能），

仅有其中一项知识的教师不具有较高的外语学科教学能力。优秀外语

教师能够在教育与教学目标指导下，有机融合这两类知识。“对他们而

言，学科知识是充分尊重和适合教学特点及规律的学科知识，教学知识

是充分尊重和适合学科知识体系特点的教学知识，这两类知识不再是

两个各自完全独立的概念，而是经过磨合的知识，产生1+1>2的效果” 
（吴一安，2005：203）。

虽然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不同学者运用不同方法所做的不同研究，

均对我们认识教师的教学能力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只有综合考虑这

些不同的研究成果，才能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构成形成更为科学、全面的

认识。

3．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已有资料表明，国外关于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研究往往内隐于教师

专业发展研究中，主要体现在教师专业发展策略和教师专业发展阶段两

方面。教学能力发展是教师专业发展最为核心的因素，因此综述教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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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已有研究成果也能透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研究情况。

1995年，Margaret Reynolds和Matthew Salters考察了英国的教师教

育与培训模式，认为以能力为基础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是一种常见的教

师发展方式，并提出了行为主义模型（Behaviorist Model）、过程模型

（Process Model）和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三种能力模型，从对知

识的理解、评估方式、培训形式三方面分析了不同能力模型支配下的教

师教育与培训情况。1该研究对认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策略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同年，Allen C. Ornstein和Linda. S. Behar-Horenstein把教师的专业发

展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即个人自我指导模式，观察、评估模式，参与

发展模式，培训模式和探究模式。个人自我指导模式认为教师专业发展的

方式因人而异，因而教师为了自身的发展应自己确立学习目标，自己设计

学习活动。观察、评估模式包括同行指导、视导和教师评估等不同形式，

并认为观察和评估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双方都会起到促进作用。参与发展

模式要求教师自己开发或改编课程、参与学校管理或教学改革的活动，在

参与过程中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培训模式是最常见的教师发展模式，指

教师参加培训班，学习由培训者确定内容和活动流程的课程。值得注意的

是，现代教师培训也提倡参与式培训，要求学员（教师）积极参与。探

究模式指教师根据教学实践提出问题并寻求答案的发展模式。探究模式

可以按个人、小组或全体教师集体的方式开展。较常见的探究式发展模

式有课堂行动研究、合作研究等。2

1996年，Gloria Gutiérrez Almarza使用多轮回访谈和课堂观察的方式

探究在职教师参加TESL研究生课程中的知识变化情况。研究内容包括进

入课程前的知识、在课程中已有知识与新知识的冲突、实习中知识与行

为的关系等。该研究揭示了教师课程在学做教师历程中所起的作用。3

同年，Ora Kwo在一个ESL 教师课程中设置反思活动，意在发现学员

1 Reynolds M. & Salters M. Models of competence and teacher training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95, 25(3): 349-359.

2 Ornstein A. C. & Behar-Horenstein L. 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urriculum [M]. Needham Heights, 
Massachusetts: Allyn and Bacon. 1995.

3 Almarza G. G.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Freeman D. & Richards J. C.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Cambridge: CUP. 1996: 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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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水平和课堂教学能力是否因此而改变并呈现阶段性。该研究的数

据来源是学员在不同学习阶段所写的反思报告，研究者从中归纳出教师

在各阶段的总体变化和个案差异，证明反思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1

2004年，Wu Xin对一批中学英语骨干教师在参加培训期间和之后的

变化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现有的知识传授式教师

培训对教师发展不利。不利环境因素不改变，就难以使教师发生转变。2

除教师专业发展策略与模式研究外，教师发展阶段研究也是国内外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一项主要课题。关于教师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斐

然，这里仅回顾一些能较清晰反映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教师发展阶段

理论。

1972年，Lilian G. Katz根据自己与学前教师一起工作的经验，运用问

卷与访谈结合的方法，经过分析把教师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求生

阶段（任教开始1–2年），教师发现教学实际与自己原来的设想有差距，

自己教学能力欠缺，因而关心自己在陌生教学环境中能否生存。2）巩固

阶段（任教第2–3年），教师有了处理教学事件的基本知识，并开始巩固

教学经验，关注个别学生。3）更新阶段（任教第 3–4年），教师对重复、

机械的教学工作感到厌倦，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和技巧。4）成熟阶段

（任教第3–5年），教师已习惯自己的角色，能较深入地探讨一些教育教学

问题。3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批学者Burden、
Newman、Peterson等人通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进行有组织的系

列研究，得出不少理论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伯顿的综合研究，把教

师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求生阶段（第 1年），教师没有教学经验，对

教学活动及环境的知识非常有限。他们关心学科教学，注意了解学生并

与之相处，但仍缺乏信心，不愿意尝试新的方法。 2）调整阶段（第2–4
年），教师的知识已较丰富，开始了解到学生的复杂性并寻求新的教学技

1 Kwo Ora. Learning to teach English in Hong Kong classrooms: Patterns on reflection [A]. In Freeman D. 
& Richards J. C.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Cambridge: CUP. 1996: 295-319.

2 Wu, Xin.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ers’ knowledge and beliefs on TEFL and their 
behavior in the classroom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U. K. 2004.

3 Katz L. G.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preschool teachers [J].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1972, 73(1): 5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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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以迎合学生各种不同的需求。3）成熟阶段（第

5年或5年以上），教师经验更加丰富，对教学活动驾轻就熟，并且对教

学环境已有充分的了解与熟悉。他们能够不断地追求并尝试新的方法，

且更能关心师生之间的关系与交流。他们已逐渐获得专业见解，并能处

理大多数可能发生的新情况。1

1982年，McDonald F. 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例会上提出了自己的

教师发展阶段理论，认为教师专业发展包括四个阶段：1）过渡阶段

（Transition Stage），教师效能感底下，开始了解学生并学习管理和组

织课堂的基本知识。2）探索阶段（Exploring Stage），教师在运用教学

基本技能方面产生效能感，能有效管理教学活动。3）创新和实验阶段

（Invention and Experimenting Stage），教师开始创造和尝试新的教学策略

和技巧，寻求发展机会，批判能力增强。4）专业教学阶段（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ge），教师创造性增加，已具备解决问题能力并能帮助其他 
教师。2

教学能力是最能体现教师专业特殊性的核心因素，教师专业发展策

略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策略与

过程。因此，无论上述研究成果中的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研究，

均对认识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为本研究探讨翻译本

科专业翻译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依据。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与发展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1）影响教师教学能力培养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2）教师的教学能力如

何得到有效培养与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国内既有从微观角度对教师教学能力某一

方面发展的专门论述，也有从宏观角度对教师整体教学能力的考察。

罗晓路聚焦于教学监控能力，通过考察专家与新手教师教学效能感

1 Burden P. R.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n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9.

2 McDonald, F. A theory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York,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