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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理教師的專業素質水準將會對物理課程改革的成效產生顯著的影響。通過問
卷調查掌握山東省部分地市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現狀，在調查結論的基礎上
提出了發展物理教師專業素質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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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改革對教師的專業素質提出了全新要求，作為課程實施主體
和教學主體的物理教師，已經成為實現物理課程改革理想的關鍵人物。在課程
改革過程中，物理教師必須實現從“工匠型”到“專家型”的轉變。[1]為了全
面瞭解當前山東省高中物理教師的專業素質現狀，為物理課程改革提供可資借
鑒的研究結論，我們進行了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問卷調查與研究。我們參照
教師專業素質的有關理論和物理教育理論，設計了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調查
問卷。當前，我國教育理論界認為教師專業素質主要包括專業知識、專業技能
和專業情意三個方面[2]。具體而言，物理教師的專業素質主要包括職業道德素
質、專業知識結構、教育教學能力、教學研究能力、身心素質等方面。據此，
我們設計了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調查問卷，本問卷為結構型問卷，問卷內容
包括教師的基本情況、職業道德、知識結構、教育教學能力、教學研究能力、
繼續教育等方面，每一方面又包括若干題目。教師問卷以不記名的方式在山東
省泰安市和臨沂市的 6 所高中進行，共發放教師問卷 85 份，全部回收，其中有
效問卷 79 份，有效率 93%。

山東省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問卷調查統計結果與分析
1.1 基本情況
在參與調查的高中物理教師中，男性占 69%，女性占 31%；96%的教師畢業于師
範院校，4%的教師畢業于其他院校。物理教師隊伍趨於年輕化：30 歲以下為
44%，31～40 歲占 47%，41～50 歲占 9%。目前山東省高中物理教師的學歷合格
率為 96%（研究生學歷占 9%，本科學歷占 87%），比全國 2003 年高中教師學歷
合格率 75.71%[3]高出約 20 個百分點，比山東省 2003 年高中教師學歷達成率
78.65%[4]高出約 17 個百分點。
1.2 職業道德
對於所從事的物理教育事業，有 31%的教師表示“非常熱愛”，59%的教師表示
“熱愛，盡力做好本職工作”，9%的教師“僅僅是為了生計，工作中得過且
過”。在回答“如果有機會離開學校的教育崗位”的問題時，有 29%的教師表
示“肯定離開”，52%的教師表示“不一定”，僅有 19%的教師表示“絕對不會
離開”。對於“教師可不可以在校外作其他兼職活動”，59%的教師認為“可
以”，僅有 18%的教師認為“不可以”，24%的教師認為“不好說”。這表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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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物理教師熱愛本職工作，他們以教為榮，以教為樂；還有部分教師僅將教
育看作是一種謀生的手段。
1.3 知識結構
物理教師對於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改革非常適應、基本適應和不適應的比例分別
是 21%、75%、4%。對於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新理念，35%的教師表示“能夠充分
理解”，57%的教師“能夠理解一部分”，6%的教師“不理解”。這表明多數
物理教師對於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改革還是比較關注的，但對於物理課程新理念
的領悟和掌握還不深入。
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物理教師的專業知識較為扎實，但對於與物理學相關
學科知識的掌握不足，對教育理論知識掌握較少，其知識結構與物理課程改革
的要求還有明顯的差距；少數物理教師能夠在教學之餘自覺進行業務學習，充
實和完善自身知識結構。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多數高中學生認為物理教師的知識結構較為豐富。他
們認為，教師的物理專業知識比較豐富，但是學生對於教師的與物理教育教學
相關的一些拓展性知識（如中學生心理學知識、科技前知識、人文科學知識、
教育學知識、教育法律法規知識等）的掌握情況並不瞭解；多數學生認為物理
教師重視解題能力的培養，但學生並不希望物理教學局限於考試大綱和教學大
綱，而是希望物理教學多聯繫實際，多做實驗；學生認為物理教師學業評價的
主要標準是學習成績。
發展性評價是注重過程的。 《課程標準》明確指出：學生學習評價的目的是
促進學生在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方面的發展。也就是
說，除了要對學生的知識與技能、過程和方法的學習過程作出評價以外，還必
須評價學生在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方面的發展過程。在實際的教學實踐過程中，
對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的評價是比較容易實現的，除了通過評價表中各項
具體評價專案進行評定以外，還可以通過日常的作業、測試等進行。但是對情
感態度與價值觀方面的評價往往不容易進行，為此，在本文的評價表中增加了
若干對情感態度價值觀方面的評價項目，並且增加了這些項目的分值權重，以
補充日常教學評價和考試等終結性評價的不足。
1.4 教育教學能力
在物理課堂教學中：44%的教師“對教學內容作適當的拓展，增加聯繫科技、
社會的知識”，39%的教師“按照考試大綱講”，23%的教師“按照教學大綱（課
程標準）講授”，8%的教師“僅按照教材內容講授”。57%的教師“能夠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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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數量的實驗”，31%的教師“給學生足夠的時間到實驗室做實驗”，僅有
12%的教師“在黑板上講實驗”。這表明，多數物理教師的常規教學基本功較
好，課堂教學得到了充實和擴展。
在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方面，69%的物理教師使用過電腦輔助教學，使用的主要
原因有：促進學生理解物理知識（61%），演示部分實驗（40%），應付公開課
（15%）。31%的教師沒有使用過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主要原因有：不會製作
課件（38%），學校不具備條件（48%），教學效果差（14%）。表明多數教師
還是比較重視資訊技術與物理教學的整合。
物理教師與學生的交流方式有：課下談心（56%）、課堂提問（41%）、檢查作
業（21%）、通過班主任（9%）。90%的教師在課堂提問時能夠“照顧到大多數
學生”；對於學習困難學生，71%的教師“經常給與足夠的關注和指導”，28%
的教師“偶爾指導一下”，但有 1%的教師將其“作為反面教材”。這表明教師
的學生觀已經有了較大的改進，教師能夠與學生進行經常性的交流，重視學生
主體地位的落實，能夠面向全體學生因材施教。
教師對於物理教學的自我總結情況是：每次課後都總結（49%）、每週或每月
總結一次（40%）、學期末總結一次（9%）、一年一次（1%）、從不總結（1%）。
這表明物理教師的自我反思意識在逐步加強，有利於促進其專業素質的發展。
對於自己在教學中所表現出了心理素質，56%的教師認為“較好”，43%教師認
為“很好”。當遇到師生衝突的時候，教師通常的做法是：因勢利導，進行耐
心的說服教育（41%）
；課後進行耐心的詢問、說服教育（38%）
；置之不理（12%）；
非常生氣，予以嚴厲的批評（9%）。當自己在生活中遇到非常生氣的事情而又
開始授課時，教師的課堂表現是：能夠合理控制情緒（84%）；比平時更容易
發火，斥責學生（10%）；讓學生上自習（3%）；講課心不在焉（3%）。
1.5 教學研究能力
對於自己進行物理教學研究能力的評價，選擇很強、一般、很差的物理教師的
比例依次為 46%、51%、1%。在參與調查的物理教師中，有 72%的教師表示自己
進行過教學研究，進行教學研究的主要原因是：評職稱（52%），改進物理教
學（38%），自己感興趣（10%）。有 28%的教師沒有進行過教學研究，沒有進
行物理教學研究的原因是：工作壓力大，沒有時間搞教研（75%）；不懂如何
研究（18%）；教學研究是教研員的工作（17%）。物理教師認為進行教學研究
的困難在於：教學壓力大，沒有時間搞教研（81%）、缺少理論指導（19%）、
不知道如何選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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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過程中，物理教師就教學或科研問題與同行或專家進行交流的情況是：
經常（72%）、偶爾（20%）、從不（8%）。這表明物理教師具有較好的專業學
習習慣。
1.6 繼續教育
物理教師任教以來參加培訓的情況：37%的教師“經常，每學期一次以上”，
53%的教師“偶爾，一般兩三年一次”，10%的教師“幾乎沒有常見過培訓”。
物理教師迫切需要的職後培訓是：教育理念培訓（56%），現代教育技術（31%），
物理專業知識的更新（29%），新教材培訓（26%），物理教育科研培訓（19%），
中高考命題趨勢及應考培訓（16%）。
任教以來，物理教師讀的最多的書籍有：物理教育類（44%），物理學類（32%），
科普類（32%），科學史類（16%），電腦類（13%）。對物理教師從事物理教
育活動具有顯著影響的書籍有：《高中物理課程標準教師讀本》、《教師的智
慧》、《國際教育新理念》等；對物理教育具有指導意義的報刊主要有：《物
理教師》、《中學物理教學參考》、《中學物理》、《物理教學》、《中學物
理報》、《考試報》、《中國考試》等；對物理教學產生較大影響的網站主要
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物理頻道、中國基礎教育網、中國中小學教育教學網
等。對於自己今後在物理教育專業領域的發展，59%的教師表示進行過認真地
思考和準備，41%的教師表示沒有考慮過。這表明多數教師具有較好的終身學
習意識，對於自身專業發展的規劃略顯不足。

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問卷調查的結論
由本次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問卷調查，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1、當前山東省高中物理教師隊伍的梯隊結構較為合理。
2、多數物理教師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但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部分教師
的職業取向有所偏差，工作動力不足，敬業精神差，職業操守有所欠缺。
3、物理教師具有扎實的物理專業知識，但對於物理前沿和相關學科知識的掌
握較少，教育理論知識有所欠缺。
4、多數物理教師具有良好的物理教育教學能力。具體表現有：物理教師的教
育理念有了長足進展，但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教師的
學生觀也有所改進；教師在教學活動中表現出較好的心理素質；物理教師具有
較好的合作交流意識和能力，但對於自身專業發展的準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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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物理教師的教育科研意識和能力不足，與新課程改革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
距，還缺乏教育科研服務於教學的意識。
6、當前中學物理教師的繼續教育雖然加強了教育理論、教育科研的內容，但
還是側重於考試和教材培訓，仍不能滿足物理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

發展高中物理教師專業素質的策略
3.1 物理教師要加強專業道德建設
教師專業道德是教師職業的基本規範，是作為教師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專業準
則。教師專業道德是其他相關專業特徵形成和發展的動力和統帥，是教師各種
素質的綜合表現。[5]在教育教學活動中，物理教師要加強自身專業道德建設。
因為，物理教師只有具備了崇高的教育理想和獻身教育的奉獻精神，才有可能
在教育活動中充分調動自身的積極主動性，不斷發掘自身的各項素質潛能，完
善各項專業技能，提高專業素質，更好的為教育教學活動服務。物理教師的專
業道德具體表現為：熱愛物理教育事業，敬業愛崗，有責任心；尊重、熱愛、
信任學生，誨人不倦；堅持面向全體學生，育人為本，將育人與物理教學有機
結合；公正嚴明，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積極進取，善於學習；依法執教。具
備良好專業道德的教師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教科書，能夠以自己高尚的思想品德
感染、薰陶學生的思想品德，促進學生良好思想品德的發展。
3.2 物理教師要積極構建複合型的知識結構
與基礎教育物理課程改革和物理學發展相適應，物理教師必須與時俱進，通過
繼續教育或者自我學習，使自己具備多層次、多元化的複合型知識結構。主要
包括：（1）精深的物理專業知識，包括普通物理學知識和理論物理學知識，
扎實的物理專業知識是取得良好教學效果的基本保證。物理教師的專業知識既
要具有扎實的基礎性，又要體現明顯的現代性。物理教師要增強對科學技術的
敏感性，瞭解掌握物理學的最新發展動態和應用情況，吸取科學前沿領域的新
知識、新概念和新規律，構建具有現代韻味的物理知識結構。（2）物理學史
與物理方法論知識，是人類探索物理世界奧秘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結晶。
物理學理論的建立過程，實際上就是物理學方法的探索過程。在物理學發展史
上，物理學的重大突破往往伴隨著物理學方法的創新。（3）現代教育科學知
識。物理教師必須掌握現代教育理論，特別是教育新觀念和學生身心發展的規
律，注意吸收現代認知理論、教育學、心理學、思維科學等理論知識。（4）
廣博的科學文化知識。物理學與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生活中有著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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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物理教師必須掌握相關自然科學的知識，具備一定的人文素養，並具
有多方面的興趣、特長和愛好，提高教育修養。
3.3 練就與新課改相適應的新教學基本功
在新課改中，教師的教學基本功被賦予了新的內涵[6]。中學物理教師在熟練
掌握三字一話的基礎上，應該重新練就一套適應基礎教育課程理念的新教學基
本功。第一，教學設計能力。教師要善於鑽研、分析和處理教材，根據物理教
學的特點和課程改革理念，設計合理的教學方案。第二，因材施教的能力。教
師必須能夠根據學生的特點和教學要求，合理地組織教育教學活動，有效地指
導學生學習。第三，保持良好教態的能力。教師應該做到衣冠端正、整潔大方；
表情要和藹可親、端莊有禮；動作應井井有條、乾淨俐落；狀態應精力充沛、
情緒飽滿。第四，語言表達能力。物理教師的語言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以
物說理，具有趣味性、形象性和感染力。第五，操作能力。主要是物理實驗能
力和應用現代教育教學技術的能力。物理實驗能力包括實驗設計、實驗演示與
操作、實驗觀測、資料處理，組織與指導學生實驗的能力等。第六，教學板書
能力。教學板書系統地反映了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反映了教師根據學生實
際情況對教材所作的處理是物理教學中必不可少的形象化教學手段。第七，指
導學生進行探究學習的能力。探究學習與接受學習有本質的不同，它要求教師
把物理學習當作一種過程，使學生在探究物理科學的過程中獲得親身體驗。
3.4 強化專業發展意識，進行自我專業反思，提升專業素質水準
專業發展意識是教師對於教育活動的積極的內心體驗和評價，是教師專業發展
的基礎和前提。具備專業發展意識的教師能夠很好的把自己過去的發展經歷、
當前的發展狀況和未來可能的發展前景結合起來，使自己積極主動的進行自我
發展。所以，物理教師必須具備積極的專業發展的自主意識和能力。同時，在
物理教育活動中，物理教師要借助于先進的教育理論，不斷地對自己的教育實
踐進行自我反思，積極探索和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提升教育實踐理論
的科學性。優秀的教師總是誠心誠意地追求工作的意義，不知疲倦的為擴大其
知識與能力而奮鬥，並保持其自我概念，遇到變化的環境會進行有效的自我反
思，進行自我更新[7]。物理教師的自我反思立足於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以
探究和解決實際教學問題為基點，反思教學與教研等方面出現的問題，自覺的
作出客觀的自我評價，進行自我教育，成為自身專業發展的主人。物理教師的
反思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對於活動的反思，活動中的反思，為活動反思[8]。
例如，物理教師可以反思：思考物理課堂教學中問題出現的原因，思考所應用
之教育理論的科學性及價值。
3.5 開展校本培訓和教育行動研究，提升教育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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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培訓，是指在教育專家的指導下，由學校和教師共同發起與組織，以學校
教育教學發展和改革所面臨的各種實際問題為中心，充分利用校內外的各種資
源，注重教師教、學、研的時空統一，有效實現教師專業發展的培訓活動[9]。
針對物理教師的校本培訓主要包括：請物理教育專家學者到學校進行專題講
座，指導教學和教育科研活動；申報各級各類物理教育研究課題，或參與各類
教研課題的研究工作；承辦各類物理教研活動，如物理研討課、示範課、觀摩
課；組織開發校本物理課程。校本培訓以教師所在學校為主體，與學校教育教
學和科研工作緊密聯繫，避免了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教育行動研究，是一線教師在專業研究人員的指導下，圍繞本人的教育教學活
動而進行的研究活動。教育行動研究是在教育教學的真實情景中、以教育情景
中的具體問題為中心，對教育行動本身進行研究。教師是教育行動研究的主
體：他們既是教育行動的實踐者，又是教育行動的研究者[10]。教育行動研究
注重教師與專業研究人員的合作、教師之間的合作、教師與教學管理人員的合
作，以保證行動研究的科學性與可靠性。物理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借助於專業人
員的引領，通過行動與研究的結合，研究和解決物理教育教學實踐中的具體問
題，可以提高對教學實踐的理性認識，促進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的提高，改善
自身的專業素質，促進自身專業發展。物理教師通過充分利用以研究、交流為
主體的校本培訓和教育行動研究，將教育科研活動與校內教師業務學習有機結
合，促進物理教師的教學與教研交流，提高物理教師的教學能力和教育研究能
力，促進物理教師的專業成長。
3.6 加強心理健康教育，促進物理教師心理素質發展
心理素質是教師專業素質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不僅直接制約著教師自身素質的
提高，還會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一定的影響。物理教師必須具備良好的心理
素質。第一，良好的專業情操。情操是帶有理智性的、高尚的情感傾向。教師
情操的陶冶，應從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三個方面進行。第二，優異的個人品
質和人格特徵。具體表現為熱情洋溢、誠實謙遜、善於交際、關心他人、人際
關係融洽、求實奉獻、富有創造性等。第三，健全的自我意識。在新課程改革
中，物理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還是學生的引導者，教學的組織者，課程
的研製者，教育的研究者，學習者等。第四，積極穩定的情緒。教師在任何情
況下，都應該能夠恰當地表達和控制自己，要反應適度，行為有序，保持良好
的心態。第五，良好的教育智慧。教師應該具備高度的教育敏感性，對各種教
學情境能夠做出合理的反應與調控，能夠科學的把握教育時機、轉化教育矛盾
和衝突，及時做出決策和選擇、調節教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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