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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 

 

本活动选取了参与本项目学校中被

采访教职工的部分引言，这些引言对共

同体的概念具有一定解释性和说明性。

读者通过将这些引言根据专业学习共同

体的特征和过程进行分类，可以对专业

学 习 共 同 体 有 更 直 观 的 印 

象，并能深入的理解专业学习共同体的

特征和过程，了解不同学校是如何用不

同方式促进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将关于特征和过程的引言进行归类的活动  

 

活动   

 

此活动的两部分可以分别或者一起

完成。如果活动之前读者阅读过手册二

“创建并维持有效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发

展”，或者活动组织者简要讲解过什么是

专业学习共同体，读者将会从活动中获

得更大的收获。 

 

1. 第一部分：以小组的形式（二至四

人）式组将第一组引言按照八个“特

征”进行分类，将引言放在相应的特

征下。（15 分钟） 

 

2. 所有教职工对每个小组的结果进行讨

论。（15 分钟） 

 

3. 第二部分：以小组的形式（二至四

人）式组将第二组引言按照四个“过

程”进行分类，将引言放在相应的过

程下。（10 分钟） 

 

4. 所有教职工对每个小组的结果进行讨

论。（10 分钟） 

 

5. 大家可以通过讨论手册中提供的问

题，一起讨论参与本次活动的收获，

并考虑是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加深

对共同体相关概念的理解，如有必

要，该如何做？下一步的计划又是什

么？（10 分钟） 

 

活动需要的材料 

 

你需要为每个小组准备一套材料，

包括“概要：什么是专业学习共同体？”

的资料卡（参见入门材料）。 

 

将关于特征的引言进行归类 

你还需要为每个小组准备一张（建

议使用 A3 大小）列有共同体八个“特征”

的图表（参见 3-4 页），一套裁剪好的关

于专业学习共同体八个 “特征 ”的引言

（参见 5-6 页）。活动中将所有的引言放

在图中相应的位置上。  

 

将关于过程的引言进行归类 

你还需要为每个小组准备一张（建

议使用 A3 大小）列有共同体四个“过程”

的图表（参见 7 页）。一套裁剪好的关于

专业学习共同体四个“过程”的引言（参

见 8-9 页）。活动中将所有的引言放在图

中相应的位置上。  

 

请使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复印关于

“特征”与“过程”的引言，方便参与活动的

教职工区分两部分的活动内容。 

 

除此之外还需要给每个小组提供胶

布的材料方便他们将引言粘到图表合适

的位置上。此外还需要给每个小组提供

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参见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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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表  请将此页复印在 A3 纸上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对学生学习的集体责任感 

 

 

 

 

 

 

 

 

注重专业学习时的合作 

 

 

 

 

 

 

 

 

群体和个体的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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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表  将此复印在 A3 纸上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反思性专业探究 

 

 

 

 

 

 

 

 

开放的合作网络关系 

 

 

 

 

 

 

 

 

成员资格的全纳性 

 

 

 

 

 

 

 

 

相互信任、尊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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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引证  将此页复印并裁剪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学校极

大的重视。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环

境。人才培育计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前

几天来和我谈话。我跟他们说，“我不

需要其他工作，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喜

欢这里”。 

这里的信念是…我们互相帮助。

我们学校有项政策，日常工作通常以

两人为一组展开。很多学生（这里指

残疾学生）……控制头部的能力很

差，经常把头往前撞..….很可能把头

撞到杠上。所以需要两个人一起解决

问题。 

我们都各尽所能工作。有一位保

育员工作非常出色，他能和学生打成

一片。我们有两名清洁工，每天会来

学校工作一小时……但是我们一直邀

请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

他们是我们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我和同事一起讨论语文课的教学

方法：“好吧，我们试试这个吧……也

许有用呢”，然后我们就试了试。我们

一起找到了有效的教学方式。我从她

那里学到了如何沉着冷静的解决问

题，我是行动派……我经常说： “来

吧，让我们就这样做”。她会说，“我们

先思考一下”。我们性格互补……两个

人配合得非常好。 

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自信，拥

有较强的自尊，且能够独立。希望孩

子们离开家后能够独立自主，成为主

动的学习者，能有较强的主动性，而

不是过多的依赖我们。 

我们这样的学校有一个问题，每

一学科都只有一位老师。所以要有所

创新，就不得不走出学校去考察和学

习。第一年做主考员的工作使我学到

了许多经验，同时和校外教师的合

作，也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基本上我们制定的每项政策都强

调教与学。不管是关于教学行为的政

策，关于教学奖惩的政策，还是关于

教育机会平等的政策，我们都强调要

落实在教与学的过程中。 

我相信老师拥有很多专业知识, 老

师应该更为自信地与大家分享自己的

专业知识。每个学校内部都存在各种

关系网络。同时你也必须与校外建立

联系，否则就会固步自封。 

（教员）在彼此的教室里出现，

因为我们经常互相听课……在我们

系，我曾经问是否可以观摩学科主任

的教学，因为接触不同风格的教学方

式很有意思……在其他老师的教学过

程中寻找灵感。 

请刚入职几星期的老师随时记录

学生的情况，并向负责入职教育培训

的老师们汇报，这是非常有效的方

式。新老师提到的有些学生，我已经

认识快四年了，但通过他们，我仍然

会对这些学生有新的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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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引证  将此页复印并裁剪 

 

这里的工作没有优劣之分。这个

地方的魅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是团队的

一员。没有人会说：“这个工作比别的

工作好”。不管是校长还是清洁工，大

家都是这个团队的成员，这个团队非

常棒。 

学生调查问卷反应了家庭作业的

方面的问题，我想为地理课的学生建

一个网站帮助他们准备中级教育资格

证考试，这样他们和家长就可以通过

网站获得信息......我们同时也打算让学

生在家庭作业方面有更多选择。 

学校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反思自己

作为教师的言行。尽管有时我会累得

筋疲力尽，但在这里（工作）我总是

热情洋溢。我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上

课。在这里工作让人兴奋，无论是与

大人还是孩子交流，都很有收获。 

我认为与校外建立网络是这所学

校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我

们开阔眼界的重要途径。 

因为我们实行团队教学，我们三

个老师一起教授同一批学生。这也确

实是责任共担，我们都竭尽自己所能

工作，共同合作，一起完成教学任

务。 

如果有学生从门后溜进来，你马

上就会意识到课堂上可能有问题...... 

我们就会比较关注回答问题时结结巴

巴或者没有理解所授内容的学生，，有

老师会说：“我真的很担心某某，他好

像很难集中注意力。接下来几周我们

要多关注他”。 

这里的氛围特别好。这是一所非

常棒的学校……每个人都有所长，有

时你会想，“我也应该像别人那样做”，

但从你自己的方式里我也学到了经

验。在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你会发

现你的工作得到了其它人的尊重。我

们都从别人那里学到了新的东西。 

我们有通过小组跨学科分享教学

方法的经历。我们一起共同探讨如何

对待在情感和行为有问题的学生。我

们经常在课后讨论并改进教学方法。

通过交流彼此的观点、经验以及遇到

的难题，我们获得了很多技巧，掌握

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办法。 

今年我会更为仔细认真地观察每

一个学生。我会重视这样做的意义。

这样做能帮助我计划和决策。我会按

照学习目标把学生分组，通过让他们

完成小型项目来拓展他们的兴趣爱

好。 

“每个学生都能从历史课当中获

益。”“真的很有意思。能学到很多不同

的东西。”，“上历史课时，如果老师不

知道某些知识，他们会承认说自己不

知道。”，“他们会努力去了解你，了解

如何发挥你的潜能，他们总是不断学

习各种教学方法。”（引自学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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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图表  将此复印在 A3 纸上 

 

 

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构建过程 

 

优化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推动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促进教职工专业学习 

 

 

 

 

 

 

 

 

评估并维持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通过优化领导和管理模式，推动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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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引证  将此页复印并裁剪 

 

我们在幼儿园建立初期就把教室

按照科目进行划分……科学、英语和

数学。这样学生们就可以在不同的教

室学习，打开门就可以和其它同学交

谈。他们可以彼此建立联系，而不会

有被孤立的感觉。 

现在身处管理岗位，我就要更仔

细地思考要如何领导他人的问题。我

认为学校的目标由教职工共同讨论决

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分权式的领

导方式。目标历经了数次修改，是众

人的智慧结晶。 

现在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讨论有关

专业学习的问题。甚至在我的新闻简

报中都将有一个关于教与学的版块，

另在新闻简报的最下端也将有一小版

块，专门谈论行为和纪律。 

我们的行为规范......包含了很多

有效的约束措施。这样学生行为出现

问题的可能就小多了了......我们所有的

教职工都参与到行为规范的制定过程

中，即使餐厅员工也包括在内。这也

是所有人都要参与的活动之一。 

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边喝茶，

一标边讨论。学科主任会说：“大家能

看看自己的课程表吗？如果我们在这

段时间都没课，那我们就选这时间

吧?”……所以我们明天就会在这段时

间再聚在一起，讨论中级教育资格证

考试科目的批改方案。 

尽管所有过程已经完成，但是我

们还是一起回顾了最基本的问题。每

个人都参与了讨论，包括学习助教。

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做的更

好，例如布置场景，确立问题核心......

我们观摩了一场高质量的课堂录像

后，回到小组，开展讨论。 

我已经成为一名促进专业学习共

同体发展的合格员工，我会帮助那些

希望晋升至管理层的老师，让他们感

到即使不在领导或者管理职位，也同

样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他们去思考，“是否合理使

用了这些经费？ ”......没有花不完的

钱。他们必须计划如何花这些钱（推

动专业发展的资金）。 

他说我们必须向教职员工提供机

会，激励他们...即使他们没有不需要

承担相关的管理责任...他们是学校的

重要的一份子......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因为我们要尽可能地从中

层开始分担领导职能, 并为每个人都提

供机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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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引证  将此页复印并裁剪 

 

我们的希望学校能不断进步。我

们建立新的网络关系，目的就是试图

回答，“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所进

步的情况？” 这个问题。 

在非工作场合下，我觉得要提供

教职工与我接触的机会。能和他们坐

下来一起喝咖啡，说说笑笑，聊聊昨

晚的球赛或者电视节目是件好事......我

觉得这么做很重要，因为如果所有的

时间都用来讨论专业问题是很枯燥

的。非工作性质的互动能帮助大家相

互建立友好关系。 

自从家庭支持组的成员加入后，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彼此的联

系。我觉得要让新成员和我们有共同

的目标和信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

共同语言。 

现在我们回过头看看这个倡议行

动是否和我们现在的目标一致，如果

是，哪些教职员工有时间来参与这个

任务？ 

我努力做好自己认为特别重要的

事情，比如激励教职工士气。我觉得

对学校来讲，教职工心态积极，大家

都愿意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不只对学

生有益，而且对教职工们自己都有益

处。我真心希望大家都愿意在此工

作。 

专业共同体的发展一直是改善学

校状况的重要手段。两所学校都从彼

此分享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去年，对

方学校的很多老师来我们学校观摩教

学，今年这样的活动还会继续......这完

全是教职工自发的。如果教职工愿意

去对方学校校观摩教学，我会给他们

充足的时间。 

我的目标之一就是与另一个课程

协调员建立联系，和他们一起上舞蹈

课，这样我们的在课程安排方面在某

种程度上已经开始相互合作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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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讨论 

 

在对以上引言分类的过程中，你的感想是？ 

 

 

 

 

 

 

 

 

 

 

 

 

 

 

 

 

在对以上引言分类的过程中中，是否有些“特征”或者“过程”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

有，你能解释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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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讨论 

 

你觉得你有必要采取其它措施，来加深对专业学习共同体相关概念的理解？ 

 

 

 

 

 

 

 

 

 

 

 

 

如果有必要，你的计划是？ 

 

 

 

 

 

 

 

 

 

 

 

 

 

如果没有必要，你又将计划如何加快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