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教师择业动机、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

赵飞， 龚少英， 郑程， 卢斯梅， 李薇娜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教师择业动机、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三者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自己设计的择业动机类型调

查题项、教师职业认同量表和中小学教师职业枯竭量表对 241 名中学教师进行调查。 结果：①角色价值观和职业归

属感对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知识枯竭分别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和正向预测作用，职业价值观对去个性化和知识枯竭

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职业行为倾向对个人成就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②相比内部动机型教师和复合动机型教师，无

动机型教师和外部动机型教师表现出了更低的职业认同度、更强的情绪衰竭感和更高的去个性化水平。 结论：激发

教师内部动机型，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有助于降低其职业倦怠。

【关键词】 中学教师； 职业认同； 职业倦怠； 择业动机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1-0119-04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Job Burnout of Teachers in Secondary School

ZHAO Fei， GONG Shao-ying， ZHENG Cheng， LU Si-mei， et al
School of Psychology，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job
burnout of teachers in secondary school. Methods: 241 teachers in secondary school were investigated to assess their
type of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by a self-designed scale,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scale and teachers’ job
burnout scale. Results: ①Role values predicted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burnout nega-
tively, while the sense of occupational belonging had positive effect on these three variables. Occupational values nega-
tively predicted deperson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burnout, and professional behavior inclina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per-
sonal accomplishment. ②Compared with teachers whose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was intrinsic motivation or com-
pound motivation, those whose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was amotivation or extrinsic motivation showed lower level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worse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higher level of depersonalization. Conclusion: We should recruit
more teacher candidates whose vocational selection motivation is intrinsic motivation. When training teachers we should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to reduce their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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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积极的职业心理，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

师对其职业及内化的职业角色的积极的知识、 体验

和行为倾向的综合体 [1]。 教师职业认同既指一种状

态，又指一种过程。“过程”是说教师职业认同是个体

自我从自己的经历中逐渐发展、 确认自己教师角色

的过程；“状态” 是说教师职业认同是当下教师个体

对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职业的认同程度[2，3]。 职业倦怠

则是一种消极的职业心理， Maslach 和 Goldberg[4]将
其操作性地定义为“一种情感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

成就感降低的心理综合症”。近年来教师职业认同和

教师职业倦怠研究领域都涌现了一些新的研究 [1，5-8]，
但鲜有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 一项以以色列地区的

阿拉伯学校校长为被试的研究 [9]表明，职业认同与

职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 国内尚无以教师为对象的

相关研究，但有研究[10]表明，护士的职业认同水平和

职业倦怠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 那么， 同为助人行

业， 国内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是否也有类似

关系？ 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择业动机对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有何影响，相

关的研究并不多。 在以 284 名独立经营者为被试的

研究中，Rubino 等人 [11]发现了内在动机在应激源和

个人成就感降低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择业动机对

职业认同的影响方面，尽管宋广文和魏淑华[3]考虑到

了动机因素对教师职业认同的影响， 也得出了一些

有意义的结论，但他们对动机类型的划分略显简单，
因此，本研究欲从自我决定论[12，13]的角度考察择业动

机类型与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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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安徽、湖北、湖南、江苏

四省选取九所中学的 300 名中学教师进行测量，回

收问卷 252 份，回收率为 84.0%。 剔除无效问卷 11
份，得到有效问卷 241 份，有效率为 95.6%。 其中男

教 师 173 人，女 教 师 66 人；初 中 131 人，高 中 108
人。 项目中各特征的人数之和不足 241 人的为有缺

失值。
1.2 工具

教师职业认同的测量采用的是魏淑华 [1]编制的

《教师职业认同量表》。 量表一共 18 个题项，包含四

个维度：职业价值观、角色价值观、职业归属感和职

业行为倾向。 问卷采用 6 点记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

非 常 符 合， 分 别 记 1—6 分。 总 量 表 的 α 系 数 为

0.893，分半信度为 0.834。 以《中小学职业承诺问卷》
作为教师职业认同的效标， 效标关联效度为 0.613，
达到极其显著相关水平。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教师职业倦怠的测量采用的是王芳和许燕 [14]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ES 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

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情况编制作的 《中小学教师职业

枯竭量表》。量表包含 32 个题项，测量了教师职业倦

怠的四个维度：情绪衰竭、去个性化、知识枯竭和个

人成就感。其中知识枯竭是她们提出的新维度。问卷

采用 7 点记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 0—6 分。四个

维 度 单 独 计 分 ， 不 计 总 分 。 总 量 表 的 α 系 数 为

0.811，结构效度良好。
在阐述动机的自我决定理论 [12]中，Deci 和 Ryan

提出了动机的三分法： 无动机、 外部动机和内部动

机。 参照此法，结合研究实际，我们将教师择业动机

类型划分为以下四类：无动机型、外部动机型、内部

动机型和复合动机型。 具体类型根据被试对从事教

师职业原因的选择来确定：选择“没想太多，听从安

排”或“迫于无奈”的为无动机型；选择“工作稳定”或

“有较多假期”的为外部动机型；选择“热爱教师职

业”、“能从中获得成就感”或“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

为内部动机型。既选择了外部动机，又选择了内部动

机，为复合动机型。 外部动机和无动机复合，归入外

部动机；内部动机和无动机复合，归入内部动机；三

种动机复合，归为复合动机。
1.3 施测

以学校为单位，事先征得本人的同意，由研究者

本人或委托人进行集中施测，问卷当场收回。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中学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总体状况

中学教师在职业认同、 职业倦怠各个维度上的

得 分 情 况 见 表 1。 其 中， 职 业 认 同 总 分 平 均 数 为

4.77，标准差为 0.73。
2.2 中学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

2.2.1 中学教师职 业认同和职 业倦怠的相 关关系

对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进行皮 尔逊相关分

析，结果(见表 1)发现：情绪衰竭与角色价值观、职业

认同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归属感呈显著正相关；去

个性化同职业价值观、 角色价值观和职业认同呈显

著负相关；知识枯竭同角色价值观呈显著负相关；个

人成就感同职业价值观、职业归属感、职业行为倾向

和职业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职业认同及其各维度和职业倦怠各维度的皮尔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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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职业认同对职业倦怠的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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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职业认同对职业倦怠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通

过对职业认同对职业倦怠各维度的逐 步回归分析

（见表 2）发现，角色价值观对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

知识枯竭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职业归属感对上述三

个维度则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职业价值观对去个性

化和知识枯竭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职业行为倾向

对个人成就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2.3 择业动机对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影响

不同择业动机类型教师在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

各维度上的得分及其差异分析的结果见表 3。 表 3
显示， 不同择业动机类型的教师在职业认同及角色

价值观、 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等三个维度上的得分

差异显著。LSD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相比其他择业动

机类型的教师， 无动机型教师在角色价值观维度上

的得分最低， 外部动机型教师在该维度上的得分显

著低于内部动机教师和复合动机的教师； 内部动机

型教师在职业行为倾向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外部

动机型教师和复合动机型教师； 无动机型教师和外

部动机型教师在职业认同总分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

内部动机型教师和复合动机型教师； 无动机型教师

和外部动机型教师在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维度上的

得分均显著高于内部动机型教师和复合动机型教师

的得分； 外部动机型教师在知识枯竭维度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复合动机型教师。

3 讨 论

3.1 中学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总体状况

从调查结果看， 中学教师在职业认同量表上的

平均分为 4.77，远高于临界值 3.5，说明中学教师的

职业认同总体水平比较高，这与国内学者 [1，5]关于教

师职业认同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具体维度上， 中学

教师在职业行为倾向上得分最高，而在角色价值观

上得分最低。 根据魏淑华[1]的观点，职业价值观和角

色价值观属于职业认知范畴， 职业归属感属于职业

情感范畴， 职业行为倾向属于职业行为范畴。 中学

教师在职业认同具体维度上认同程度的差异性，实

质上，也是职业认知、职业情感和职业行为三个方面

的不平衡性，反应了职业态度的复杂性。
对比王芳等人 [14]的调查结果，本研究被试在职

业倦怠各维度上的得分普遍偏高，即表现出较高的

情绪衰竭感、知识枯竭程度和去个性化水平的同时，
也表现出较高的个人成就感。 这可能与被试的选取

有关， 本研究中的被试多是年龄在 30 岁以上的教

师，其中又以 40 至 50 岁的居多，一方面，他们多半

是所在学校的骨干和中坚， 组织支持感和个人成就

感更强；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家庭的顶梁柱，责任重

大，常常面临角色冲突[15]。 该结果反映了组织因素[16]

和家庭因素[17]对教师个体的复杂影响。
3.2 中学教师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 除了和知识枯竭的负相关不显

著之外， 职业认同总分和职业倦怠的其他三个维度

的相关均达显著水平。从职业认同的具体维度上看，
角色价值观和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以及知识枯竭均

呈显著负相关，个人成就感和职业价值观、职业归属

感以及职业行为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果与国外

的研究结果[9]类似。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从解释效应大小上看，角

色价值观对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和知识枯竭具有最

大的解释效应，职业归属感次之，职业价值观再次之

（尽 管 职 业 价 值 观 没 有 进 入 对 情 绪 衰 竭 的 回 归 方

程）；从解释方向上看，角色价值观和职业价值观具

有负向解释力，职业归属感具有正向解释力。
社会心理学家威尔逊所曾说过， 所有对他人高

度负责的角色， 都要经受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不安

全感。教师职业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角色冲突情境。那

些对于教师角色对自我的重要程度以及教师职业的

意义和作用持积极认识和评价的教师在面对可能的

角色冲突时， 可能会更果断地在多种角色之间进行

取舍或均衡， 经历到的角色冲突和由此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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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择业动机类型教师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差异分析及事后多重比较（LSD）

注：S0、 S1、 S2、 S3 分别表示择业动机类型为无动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复合动机的被试在各维度（量表）上的得分；<、>分别表示显著低于、
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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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小一些， 考虑到教师角色冲突与教师职业倦怠

之间存在因缘关系 [18]，这些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也

会低一些，这也体现出认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得出的一个有趣结论是职业归属感越强

的教师却表现出越高的情绪衰竭感、 知识枯竭程度

和去个性化水平。 这可能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和

教育现实有关， 由于教师在奉行多元化评价标准的

社会中同时扮演着精神巨人和 物质矮子的 矛盾角

色， 职业归属感强烈的教师更容易体验到理想主义

状态下的职业荣誉感， 也更容易体验到现实主义状

态下的职业失落感。 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来澄清。
3.3 择业动机类型对职业认同和职业倦怠的影响

Deci 和 Ryan 按照自我决定的程度， 他们将动

机划分为无动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 他们认为，
三种动机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 而是处于一个连续

体上[13，19]。 处于连续体最左端的无动机是一种缺乏

行动意图的状态，无动机状态下，个体要么不行动，
要么没有意图地行动，用 Deci 和 Ryan 的话来说，就

是“走走过场”。处于连续体最右端的是内部动机，是

指出于对活动本身的兴趣而从事活动。 在内部动机

的发生问题上，Deci 和 Ryan 认为，内部动机源于个

体先天的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介于两者之间的外

部动机， 则是指出于对独立于活动的结果感兴趣而

从事活动。
在本研究中， 不同择业动机类型的教师在角色

价值观维度和职业认同总分上差异显著， 在情绪衰

竭和去个性化上亦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3）。 总体

上看，相比内部动机型教师和复合动机型教师，无动

机型教师和外部动机型教师表现出了更低的职业认

同度、更强的情绪衰竭感和更高的去个性化水平。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 真正出于热爱教师而选择从事教

师职业的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会把教师作为职业来

从事，也会把教师作为事业来追求，因此教师这个角

色于他们而言，意义更丰富，也更重要，角色价值观

也更积极。 择业初期的兴趣和随后由其演变成的从

业期间的志趣会为内部动机型教师提供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工作中，他们动用情感但不

易耗尽情感， 他们将每个学生都当做一个独特的个

体来对待，在与年轻学生的长期交往中，他们自身的

心态也逐渐年轻化，体现出教学相长、良性互动的双

赢局面。 研究结果与许多动机研究者认为的内部动

机具有适应性， 外部动机具有非适应性的结论 [20，21]

是一致的。 这一结果对于教师准入标准的设立和教

师队伍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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