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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行动理论是职业生涯研究中的新理论。此理论以人类职业行动为基本研究单位, 认为: (1)
人类的职业行动在本质上都是意向性和目标指向的; (2)应在日常生活中了解人们的职业观念、解释和

选择; (3)职业是社会建构的。行动−项目质性方法基于此理论产生, 从外显行为、内在过程和社会意义

三方面收集职业行动的完整信息。背景行动理论对职业行动、发展过程及社会意义的认识为职业生涯

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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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行动理论(Contextual Action Theory)是
近年来职业生涯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理论

(Savickas, 2001; Zunker, 2002), 由于其对职业发

展背景的重视, 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此理论从

建构主义(Young, Valach, & Collin, 2002)的哲学

视角出发 , 在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基础上发

展而成。背景行动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体与

其发展背景的关系, 认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Zunker, 2002), 强调对于个体职业发展的理解 , 
不能脱离其发生和存在的生活背景, 职业探索、

决策和发展是个体与社会背景中重要他人共同

建构的过程。基于此观念, 背景行动理论使用相

应的研究方法 , 行动−项目方法 , 在情境中认识

和研究人们的职业发展。然而, 虽然背景行动理

论产生于职业生涯领域, 但一些概念却又超乎这

一领域之外。本文并未涉及这一理论在心理学其

他范畴内的研究, 主要着眼于背景行动理论及其

研究方法在职业生涯领域中的应用。
 
 

1 理论背景  
行动理论是心理学中研究行动的一个概念

框架, 其核心观点强调知识和意义是通过行动引

起并且构建的(Ponterotto, 2005)。背景行动理论在

此基础上产生, 并发展出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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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背景行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职业活动在

本质上都是具有意向性和目标指向的 (goal- 
directed) (von Cranach & Valach, 1983)。这一理解

是基于解释学的角度, 即把人看做是一个自我负

责, 意义赋予并具有主体性的个体, 他们既可以

给自己的职业赋予意义, 也能够掌控和决定自己

的职业生涯发展。 
其次, 行动理论强调我们对自己、他人或者

所生活的世界及经验的建构和意义解释 (Young 
& Valach, 2004)。背景行动理论认为, 研究者应在

日常生活中建构一种研究框架, 在此框架中去了

解人们是如何认识、解释和选择职业并给这些行

动赋予意义的(Stead & Young, 2007)。职业生涯是

个体自我构建的有叙事意义的概念, 个体不仅能

够解释自己曾经是什么样子, 还可以建构自己希

望的样子, 这些叙事为个体的职业解释带来了整

体性、目的性和意义(McAdams, 1995; Savickas, 
2001)。 

后, 人类的职业行动需要从社会意义的角

度来考虑, 个体的职业发展与其发生的背景是一

个整体。在这个背景中, 个体与他人共同参与职

业目标的制定和发展过程。除行动者之外, 与其

有相关行为的同伴也是这一职业发展过程的重

要主体和参与者, 他们对于职业发展的感知、解

释和归因是这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Young, 
Valach, & Domene, 2005; Zunker, 2002)。 



-1568-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年 

 

2 理论框架  
背景行动理论以职业行动为基本单位, 围绕

行动的角度、行动组织的水平和系统三方面来构

建这一理论的框架, 形成行动分析的三维概念。

在这一框架中, 研究者对职业行动进行分解和分

析, 并引入了纵向的时间概念来介绍职业生涯过

程的形成和发展。 
2.1 职业行动的视角 

此理论认为 , 职业行动可以从三个视角获 
得—— 外显行为(external behaviors)、内部过程

(internal process)和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 三
方面以一种整体的形式存在(Young et al., 2005)。
外显行为是指外部的、可观察到的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及 非 言 语 行 为 (non-verbal 
behavior), 如特殊的词语或者语言变化组成的问

题、个体的身体姿势、位置距离、面部表情和动

作等, 这些特定的要素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

职业行动。行动的内部过程指引导并伴随职业行

动而出现的认知和情绪过程(emotional processes), 
虽然这一过程只能为个体所感知, 但却通过外显

行为而得以表现。内在的情绪过程能够有效地激

发相应的职业行动, 并为这一行动过程创设了新

的情境和意义(Young, Paseluikho, & Valach, 1997; 
Valach & Young, 2004)。 后, 行动的社会意义是

指在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或行动发生的社会

背景中来理解职业行动的目标, 意图及其他一些

特征。职业行动产生于背景和关系之中, 不仅是

个体概念, 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Young et al, 
2002)。 

2.2 职业行动组织的水平 
背景行动理论认为职业行动是在不同水平

上进行组织的活动。职业行动在三个水平上进行

组 织 : 基 本 要 素 (elements) 、 功 能 性 步 骤

(functional steps)及行动目标(goals), 这其实是与

行动的三个角度相对应的, 不同的是, 职业行动

水平的组织更强调职业行动的过程性和发展性。

其中, 行动要素包括组成基本行为的身体、心理

及环境资源、个体所拥有的技能和习惯等(Young 
et al, 2002)。这些行为以不同方式构成了日常生

活中的职业行动。当某个特定的言语行为与非言

语行为以某一种形态呈现时, 就能够表达或者达

到说话者的兴趣、意图或者目标, 这就是功能性

步骤。也就是说, 功能性步骤是指个体为实现某

种职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或者特定的方

法, 所表现的是行动之间的衔接、变化及前后顺

序。职业行动目标是职业行动所指向的状态, 代
表了个体所采取的职业行动过程的意义(Young, 
Valach, & Collin., 1996, 2002; Young et al., 2005)。 
2.3 职业行动的系统 

职业行动的系统除包括职业行动(action)外 , 
还包括职业项目(project)和职业生涯(career), 是
三者嵌套关系的组合 , 涵盖了时间概念的意义

(Young et al., 2005)。职业行动在前面已有所介

绍。当一些不同的职业行动在一段时间内都有共

同的目标时, 我们就可以把其看做一个是职业项

目。同样, 当职业项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存

在, 并且在个人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时, 我们

把其称作职业生涯(Young & Valach, 2008)。职业

行动、项目和生涯把行动、计划、目标联系为一

个过程、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职业发展过程的连续

性和长期性。有一点需要阐明, 即职业行动包括

个体行动 (individual action) 和共同行动 (joint 
action) (Young et al, 2002)。共同行动是指一群人

在实现共同目标或者参与共同事件的过程中的

意向性行为, 它脱离了心理学中的单向关系模型, 
转而强调社会背景及社会意义构建的重要性

(Young et al., 2005)。个体的职业行动很多时候都

是个体与其重要他人共同构建的过程, 存在于日

常生活的认识和社交环境中。可见, 职业行动的

系统是一个动态有机的系统。职业行动、项目和

生涯之间的关联既体现了时间概念上的联系, 也
强调了背景的重要性, 这种看待职业生涯的视角

为职业指导及评价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思路(Young 
& Valach, 2008)。  

与强调职业发展阶段、职业选择特点及影响

因素等理论不同的是, 背景行动理论把职业生涯

的研究带到了一个相对微观的层面, 以日常生活

中的行动为基点, 深入到职业生涯的内部过程之

中去认识、描述并解释这一发展轨迹。这不仅能

够解释许多我们尚未了解的职业探索、决策和发

展的内在原因及动态过程,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

新的看待问题的理论视角, 引发更多潜在的思考

和研究。  

3 行动−项目方法(Action-Project Method, 
APM) 

APM 是 Young, Lavach 和 Domene (200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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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行动理论基础上使用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

遵循背景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 APM 在研究个体

的职业生涯发展中, 把个体与其职业发展的背景

视为一个整体, 因此研究被试不仅包括被研究者

本人, 其成长背景中的重要他人作为其职业发展

的参与者, 也构成被试群体的一部分。具体来说, 
APM 意在从外显行为、内在过程和社会意义三方

面收集关于人类职业行动的完整信息, 并在此基

础上 , 获得跨时间的、连续的职业发展项目

(Valach & Young, 2002; Valach, Young, & Lynam, 
2002)。这一过程体现在一系列的数据收集和资料

分析程序中。 

3.1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为三个阶段 , 分别是初始对话

(initial conversation)、追踪阶段(Monitor Procedure)
和 后的对话及访谈阶段(Final conversation and 
interview)。在初始对话中, 研究者邀请被试双方

就某一话题展开谈话, 同时进行录像。随后, 每
个被试分别与一位访谈者一起回放这段对话的

录 像 , 即 自 我 面 对 程 序 (Self-confrontation 
procedure), 每次回放 1 分钟左右, 被试报告在这

段对话中出现的想法和感受 (Young, Marshall, 
Domene, Graham, Logan, Zaidman-Zait, Mart, & 
Lee., 2008)。自我面对技术的使用意在获取被试

在访谈过程中没有及时提供和意识到的信息, 深
入 了 解 被 试 的 内 部 心 理 过 程 及 情 绪 反 应

(Josselson, 2006)。对于自我的录像观察有助于个

体产生主体性意识, 认识到自己是职业行动和发

展 的 建 构 者 和 意 义 赋 予 者 (Young , Valach, 
Dillabough, Dover, & Mattes., 1994; Valach, 
Michel, Dey, & Young., 2002)。随后的 3 到 6 个月

内, 研究者对每个被试进行追踪, 包括两周一次

的电话访谈和被试自我监督表格(self-monitoring 
form)。只要被试参与到与其职业发展项目相关的

对话或者活动时, 都需要填写这个表格。追踪意

在日常生活情境及关系中研究个体的职业生涯

项目和行动。追踪过程结束后, 研究者与被试再

次会面, 除继续上次对话内容并使用自我面对技

术外, 还会就此阶段中个体职业生涯发生的变化

或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 

3.2 资料分析 
研究者需要分析研究过程中的所有资料, 包

括被试的对话及自我面对资料的录像及文字转

录、电话访谈和被试的自我监督表格等。具体来

说 , 资 料 分 析 包 括 个 案 内 分 析 (within-case 
analysis)和个案间分析 (cross-case analysis)两部

分。 
个案内分析的重点是被试对话资料中的职

业行动, 同时以录像、电话访谈、自我监督表格

及自我面对程序资料为参考。个案内分析通过自

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程

序依次进行。自上而下的分析意在确定整个资料

的意向性和框架, 及整个行动或项目的总体目标, 
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展开自下而上的分析, 通过

编码确定职业行动的基本要素, 并在此基础上确

定个体要达到的目标(个人/共同目标)及为达到此

目标而使用的功能性步骤。这些分析过程使得研

究者深入到被试的资料之中去理解被试的整个

行为系统, 保证了研究的真实性和深入性。虽然

每个个案的职业项目都有独特性, 然而在某些情

境之中, 某一个案的问题在其他案例中也会出现, 
表现为典型的主题(theme)。这就涉及到跨案例分

析, 跨案例分析能够为职业项目提供一些个案内

分析所无法提供的信息, 了解某一现象在某一群

体或某一时间段的特定表现形式 (Young et al., 
2005)。 

综上所述, 此方法在资料收集上紧密围绕背

景行动理论的基本观点。其中, 录像记录及研究

者对于被试的自然观察(naive observation)是收集

外显行为的有效方法; 对于被试内部过程的了解

通过访谈及自我面对程序来完成。同时, 追踪及

自我面对程序中, 被试对于访谈过程中的行为和

想法所做的解释和评论, 都是社会意义信息的重

要来源。这种问题中心, 而非方法中心的资料收

集所提供的信息更接近客观生活。即便如此, 研
究者认为, 如果能通过其他途径来收集这三方面

信息也未尝不可 , 只不过在迄今为止的尝试中 , 
这种方法还是收集这些资料的 好方法。需要注

意的是, 职业生涯的长期性使得在实际研究中获

得此类资料具有一定难度, 因此当前研究中, 所
获得的信息几乎都是在职业行动的项目水平上

采集的(Young et al., 2008)。 

4 基于背景行动理论的相关研究 
基于背景行动理论, 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关

于青少年职业生涯发展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一个

更为深入的视角, 对理解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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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 对职业心理咨询有重要启示。 
4.1 青少年职业发展共同行动  

青少年的职业发展是一种共同行动, 这既体

现在亲子之间(Young, Marshall, Domene, Arato- 
Bolivar, Hayoun, Marshall, & Zaidnam-Zait, 2006; 
Duschesne, Ratelle, Larose, & Guay, 2007), 也存

在于同伴关系中。研究者使用 APM 对青少年职

业发展中的亲子共同行动进行研究, 发现在这种

共同行动之中存在三种主导行动模式: 探索模式

(exploration)、探索与对抗模式 (exploration and 
struggle), 以及协调与探索模式 (negotiation and 
exploration)。在探索模式中, 亲子的共同目标是

支持并促进子女对职业兴趣的探索, 这体现在一

系列从属行动中 , 如衡量潜在的职业发展可能

性、一起谈论特定职业可利用的资源及信息、父

母考虑可提供的支持等。探索与对抗模式代表的

是一种不良的共同行动模式, 父母虽然关注与子

女教育和职业相关的问题, 但双方却可能在如何

实施等事情上存在争议。协调和探索模式是有序

的共同行动。虽然亲子双方在职业发展问题上有

不同见解, 但通过信息交流、回顾过去经验或者

询问等方式可以确定教育及职业的发展目标和

计划(Young, Valach, Paseluikho, Dover, Mattes, 
Paproski, & Sankey, 1997)。此外, 研究也发现, 同
伴在青少年职业发展中有独特作用(Young, Antal, 
Bassett, Post, Devries, & Valach, 1999)。研究者使

用 APM 对青少年教育和职业探索进行研究发现, 
在同伴背景中, 青少年通过以下方式对未来的职

业发展进行思考和选择 : 探索、提出设想

(formulating) 、 挑 战 (challenging) 和 确 认

(validating)。探索是指青少年对职业可能性与未

来目标等信息的主动思考, 包括个体对自己的兴

趣及其在教育和工作经验中的发展、及社会影响

的认识和了解。提出设想指个体与同伴一起确

定、明晰和陈述未来的发展规划。挑战通常是青

少年根据自己的价值体系而对同伴产生责问, 这
种挑战代表了一种对于自我价值和信念的主张。

确认主要是通过鼓励、移情和肯定而达成。研究

表明, 同伴之间通常彼此鼓励并肯定对方对个人

兴趣的追求, 而与之相反, 这些兴趣常被父母所

忽视或强迫。 
4.2 家庭职业发展项目 

在对职业发展共同行动基础上, 研究者进一

步展开家庭职业发展项目(Family Career Develop 
Project)的研究(Young et al., 1997; Young, Ball, 
Valach, Turkel, & Wong, 2003)。研究者使用 APM
对 6 对华裔加拿大家庭进行研究, 发现家庭职业

发展项目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职业兴趣、职业

选择和个人发展。在这三个主题下的家庭职业发

展项目有以下特点: 父母影响(parental agency)、
共同目标、目标和步骤的协调、亲子交流和个体

化发展。具体说, 一方面, 父母对于青少年职业

发展的期望和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并确

定了家庭的职业发展项目 (Vignoli, Croity-Belz, 
Chapeland, de Fillipis, & Garcia, 2005), 但另一方

面 , 研究资料也证明 , 这是一个共同建构的项

目。在关于未来发展的兴趣、目标和实现途径等

问题上, 青少年对父母所设定的职业发展目标所

持有的态度非常重要。此外, 职业发展项目嵌套

于文化项目和亲子关系项目之中, 对教育成就的

追求, 父母的尊重, 家庭的重要性、孝顺等特点

在华裔家庭职业发展项目中有明显体现。 
4.3 成人转变期 (Transition-to-Adulthood)的职业

发展 
向成人期转变是青少年期的重要任务。背景

行动理论把这一转变看做是一系列跨时间的目

标指向的行动, 由青少年及其重要他人共同参与

和建构(Schultheiss, Kress, Manzi & Glasscock., 
2001; Young, Marshall, Valach, Logan, Zaidman- 
Zait, & Graham., 2007)。该研究使用 APM 对 20
对亲子进行研究, 探索青少年后期的职业生涯发

展 , 尤其是从学校向学校后生活(post-school)的
转变, 如进入大学、开始工作、成为父母、经历

失业及参与社交活动等。结果发现, 青少年向成

人 期 转 变 的 项 目 包 括 职 业 促 进 (career 
promotion)、管理权转变(governance transfer)和亲

子关系过程(parent-youth relational processes)三
个项目。其中 , 职业促进主要体现在目标水平 , 
即亲子在促进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发展中, 所追

求的一系列连续的相关目标, 包括与从高中向学

校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转变相关的目

标; 与特定职业发展相关的目标; 获得与教育及

职业发展相关的生活经验和技能的目标。管理权

的转变和职业发展嵌套于亲子关系项目之中。积

极的关系模式可以促进亲子对于管理权转变项

目的参与, 也使得家庭在青少年教育和职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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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得以发挥, 反之亦然(Blustein, Schultheiss, & 
Flum, 2004; Richardson, 2004; Kenny, & Bledsoe, 
2005; Young et al., 2008)。 

可见, 与当前研究相比, 背景行动理论框架

内的研究更关注过程性信息的获得, 以及对职业

生涯过程动态性和丰富性的解释。这种研究范式

不仅认识到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个体差异, 充分挖

掘了这一轨迹发展的内在信息, 也有助于研究者

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和促进青少年的职业生涯  
发展。 

5 评价与展望 
5.1 职业生涯概念的重新理解 

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取向, 背景行动理论把职

业行动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 强调个体的职业行

动、项目和生涯都是意向性和目标指向的过程 ,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在这一

视角下 , 职业生涯的过程性本质得以明显体现 , 
不仅在终生发展的过程中, 还深入到日常生活的

微观行动中去考察这一特征。因而, 对这一过程

的描述既有长期的轨迹, 也包括个体特定的职业

行动。此外, 对于个体职业发展的认识是置于背

景和关系之中的, 对于影响因素的考察没有局限

于程度和方向上的了解, 而是关注这一影响的内

在变化, 捕捉这一动态过程的组织和发生。这也

为职业指导和教育提供了更多干预的机会和能

力, 使其基于个体的职业发展特点, 提供有针对

性的指导。可见, 背景行动理论所强调的概念紧

密结合人类的真实经验, 对职业行动和生涯发展

重新认识, 引发了更多的关于人类行动的思考。 
5.2 APM 质性研究信度的借鉴意义 

质性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可信性一直是研究

者关注的问题。资料收集的精确性以及能否与现

实或他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成为这类方法被质疑

的主要原因。Lincoln 和 Guba (2000) 提出评价质

性研究方法是否真实可靠的两个标准为研究者

所认可: 一是方法应用中是否有严格的使用程序; 
一是研究提供的解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进行合

理的推论。关于第一点, APM 通过严格的程序来

确保其有效性。从编码手册确定 , 到文字转录 , 
以及报告撰写, 这个过程不仅经过研究组成员的

多次讨论审核, 并且都有被试的参与。这既保证

了研究结果是符合被试自身经验的, 也避免了方

法因某个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而出现偏差(Young et 

al., 2005)。其次, 背景行动理论强调在日常生活

经验中探讨人类行为。APM 从基于生活背景的访

谈到日常生活事件的追踪, 以及被试在自我面对

过程中对内在过程的反思, 所获得的资料都立足

于被试的生活事实, 反映了这一连续的过程, 具
有很高的解释性。这种对实际行为实时的记录使

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得以保证(Young et al., 2005)。
可见, APM 的实施和使用对我们使用质性研究方

法都产生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5.3 在职业咨询领域的应用 
心理咨询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建构

的复杂过程(Young et al., 2005)。背景行动理论及

其方法, 在职业咨询领域的理论视角和具体咨询

技术中,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Smith, 2006)。首先, 
背景行动理论把咨询过程看做一个目标指向的

共同行动, 而非咨询师或来访者单方的事情。这

一方面有助于咨询师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在咨

询中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咨询双方以新的

眼光看待来访者的地位。来访者不再完全是被帮

助的对象, 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的个体, 能够构

建自己的人生经验, 是咨询过程重要的目标实现

者和参与者。此外, 自我面对技术的应用提供了

一种对咨询过程进行深入思考和反思的途径。自

我面对技术有助于咨询师和来访者更好的认识

自己在当时情境下的情绪和想法, 捕捉到一些很

容易丢失的信息, 提高了咨询的深度、广度和丰

富性, 这一点在一些研究中已得以证实(Valach et 
al, 2002; Popadiuk, Young, & Valach, 2008)。 

5.4 背景行动理论的不足 
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方法, 背景行动理论既

为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同样

有很多发展的空间。该理论的研究强调职业行

动、项目和生涯三个水平的系统, 尤其是职业生

涯水平的研究, 更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长期和

连续过程的发展轨迹及影响因素, 为职业咨询和

指导提供借鉴, 加深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认识。然

而可惜的是, 迄今为止所展开的绝大部分研究都

集中于行动和项目水平, 无法提供生涯水平上的

丰富资料。此外, 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青少

年为被试, 研究的关注点也是就业准备期间的职

业探索, 而对其他群体职业选择、决定和发展等

职业生涯领域的多方面内容, 该理论并没有更进

一步的探讨。因此, 填补这些研究空缺, 扩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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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研究范围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同样, 作为研究方法的 APM 也存在一些不

足。其一就是, APM 可能对个体的职业行动发展

过程起到了干预作用(Young. et al., 2003)。从初次

访谈中目标的确定, 到之后的追踪阶段, 被试可

能会有意识的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这在某种程

度上对这一过程起到了干预作用。此外, 与其他

观察研究一样, 被试之间在实验室中可能表现的

更为合作, 而且也会存在由于录像而表现不够自

然的现象。 后, 由于追踪过程在家中进行, 因
此很多程序可能并不如预期的那样进行, 这使得

这一阶段的可靠性不能完全得到保证。 
综上, 背景行动理论对个体职业行动、发展

过程及背景在其中作用的重新审视, 对于理解职

业生涯问题产生独特贡献。从目标指向和社会意

义的角度认识职业行动、从情境和关系的视角看

待职业发展, 都为我们认识职业生涯的内涵提供

了新的思路。与之相对应的方法 APM, 也从一个

质性研究的角度, 提供了关于人类职业行动的大

量信息 , 鼓励了职业领域研究的多样性与丰   
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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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xtual Action Theory of Career has been a new theory emerging in career field. Action 
theory addresses human intentional, goal-directed action, project, and career, as well as conceptualizes 
actions as reflecting everyday experiences and as being socially directed. Action-Project Method is a 
qualitative method based on Contextual Action Theory, which collects complete data of human action from 
external behavior, internal process and social meaning. Contextual Action Theory of Career provides a new 
way to conceptualize career actions, related processes, and their soci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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