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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澳門與香港的歷史、地理、人口、社會結構與生活模式都很相似。在二十世

紀末先後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在教育事務上，澳門接

受西方教育文化較早，聖保祿學院(1594-1835)，即現今的旅遊景點「大三巴」曾

是遠東地區最早的高等學府，為澳門、中國及鄰近地區培訓了很多天主教神職人

員及華人學者(劉羨冰，2000) 。其後澳門政制及社會變遷，高等教育發展停滯，

在 1894 年才開始成立第一間官立葡文中學(教育暨青年司，1994) 。第一間私立

華人中學「格致書院」，即日後的嶺南大學在 1900 年短暫出現(劉羨冰，2000)。
因此，澳門的中學教育及專上教育發展較香港慢，而且規模小。本文旨在回顧澳

門的初中教師教育歷史，從而分析澳門初中教師的培育教育問題，探索其未來路

向，以配合二十一世紀澳門教育發展的需要。 
 

往昔的初中教師教育 

 
    澳門初中或以上的教育在二十世紀初才細規模地開展，中學教師的培訓卻不

足 20 年的歷史。這一特殊現象之發生乃基於中學及中學生人數少，對中學教師

需求少；天主教學校多以神職人員作教員；國內動盪不安為澳門提供大量高水平

教師；還有是國內教師有一定的質量與薪金低，他們樂於來澳執教(李小鵬、蔡

昌，2000) 。八十年代後，澳門中學教育規模日增。如 1982/83 學年有各式中、

葡私立日、夜中學 25 所，中學生(包括初、高日夜校)總人數是 12,454 人(教育司，

1988)。第一所官立中葡中學在 1985 年成立(教育暨青年司，1994) 。1993/94 年

度的中學生(包括初、高中)總人數是 20,975 人，教師為 1,139 人；94/95 年學生

為 22,113 人，教師為 1,218 人，各式中學(包括 2 間特殊學校)39 所(教育暨青年

司，1996a) 。為迎接澳門回顧祖國及提高澳門基礎教育的素質，澳門政府在 1995
年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的免費教育，即小學預備班(幼稚園高班) 和六年小學教

育。在 1997 年實踐十年免費基礎教育，由小學預備班至初中三(澳門政府，1995；
教育暨青年司，1997) 。在 1999/2000 學年的中學總數已增加至 39 間，其中 10
間有附屬小學，另 15 間為中、小、幼一條龍學校；包括 6 所夜中學，其中 4 所

設有初中部。中學生(包括初、高中)總人數是 35,316 人。中學教師為 1,465 人，

其中 586 位教師未有教師教育學歷，即 40%的中學教師未曾接受職前或在職教師

教育(教育暨青年局，2000；www.dsej.gov.mo/statisti/edu/991126/st001c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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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 1988-89 年度的 73%全澳教師未受師資培訓(澳門統計司，1989)及 1994-95
年度全澳 859 名中學教師中有 48.9%，即 420 人並未有師資培訓資歷(教育暨青

年司，1996b)，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及其他境內外的師資培訓機構，在短短的數年

間，已培訓了數百位中學教師，改善教師隊伍的質素。 
 

師資培訓的發展 

    優質教育必先有優質的教師。中國、香港與台灣都非常重視教師教育，先後

在19世紀末開辦教師教育院校及不斷評核改革此等課程以配合時代的發展(課程

發展議會，2000，頁 12；師資培育發展促進會，1999；楊百世，2000)。在葡萄

牙統治的澳門政府的年代　，其關注焦點為葡人及土生葡人之教育，忽視大部份

的華人教育，因此不太重視華人教師培訓的工作(Tang, 1998)。話雖如此，其實

在四百多年的統治期內，澳葡政府未曾為澳門開辦本土葡文中學教師教育課程，

她只在 60 至 70 年代及後在回歸中國前開辦葡文小學及幼稚園教師教育培訓(李
小鵬、蔡昌，2000)。1985 年澳葡政府開始投入資源，借助廣州的華南師範大學

提供兼職函授的華人在職中小學教師培訓。直到 1990 年，澳門政府才正式全面

提供職前中學教師培訓，在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設立中文和英文科四年制教育學士

學位課程。1991 年增設數學科四年制教育學士學位課程。同年開辦兩年制在職

學位後教育証書課程，以培訓未受教師培訓的中學教師(傅潔玉等人，1994)。表

一總結了澳門大學教育學的各類中學教師教育課程的歷屆畢業生人數，職前中英

數中學教師人數分別為 166、129、96 人；學位後教育証書為 155 人。 十年間為

本澳培育了職前中學教師 391 人，在職中學教師 155 人，共 546 人。 
 
表一：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歷屆中學教師中學教師畢業生人數 

年份 課程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總數

教育學士學位(中文) 專業 - 12 20 35 25 39 20 15 166
教育學士學位(英文) 專業 - 3 14 20 19 20 34 19 129
教育學士學位(數學) 專業 - - 7 22 28 10 17 12 96

(在職)學位後教育証書 14 7 14 11 10 21 38 40 155
資料來源：澳門大學教育學院(2001a)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歷屆畢業生人數單張。  

 
    其餘境內的專上院校，在 20 世紀末加入中學教師培訓的行列。如澳門理工

學院的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開辦 3 年制體育及運動高等專科學位課程讓高中三

畢業生成為中學體育科教師，並增設壹年制體育及運動學士學位補充課程，提高

持有體育及運動高等專科學位的教師資歷。另一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提供 3 年制

的「視覺藝術—教育專業高等專科學位」和「音樂—教育專業高等專科學位」，

培訓中學的美術和音樂教師。但這三個專科在 1999/2000 年度的在職教師學員總

人數只得 32 人(教育暨青年局，2000，頁 4) 。最後是澳門高等校際學院(IIUM)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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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及其他各級澳門教育工作　開辦教育證書、文憑、學位後文憑、碩士及博士

課程(以英語為主) ，重點範籌是「教育行政」、「課程發展及評鑑」、，社會及公

民教育」、「數學及電腦科學教育」(www.iium.edu.mo) 。 
 
    此外，澳門中學習慣了從中國內地、葡萄牙及其他國家聘請專科教師，亦會

聘請在內地或外國留學的本土澳門畢業生為中學教師(Li & Kwo, 1999)。因此現

今為澳門培育中學教師的境內外院校頗多。究竟澳門的中學教師教育應採用台灣

的多元式多院校教師培育法，還是集中培訓法如香港教育學院？按 Bray 和 
Packer(1993) 對五十萬人口以下的地區政府的教育問題探討，他們傾向於集中培

訓法加借助強鄰之協助。由於境外院校眾多，不能容易整合，而且「辦理外國學

歷認定之業務後患無窮」(師資培育發展促進會，1999，頁 16-17) ，因此境外師

資培訓雖作深入研究。基於境內最大、長久、主要的職前及在職中學教師培訓乃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下文將集中探討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中師課程。 
 

廿一世紀的初中教師教育路向 

 
    由於澳門的中學教育較遲發展，澳門境內過往的中學教師培育重點是量的追

求。廿一世紀的中學教師培育工作必須針對質與量並重的方向，方能配合澳門的

教育改革與社會變遷。首先是課程內容，澳門大學教育學(2000，2001b)的職前

中學教師課程 4 學年總學分由 147 至 153。每學科以 3 學分共 45 小時為主。每

一學年修讀教育理論與技能課各兩科：「教育學導論」、「心理學導論」、「教育社

會學」、「教育心理學」、「課程發展」、「教育科技」、「教育專題」、「學生輔導」*、
「特殊教育導論」*、「教育行政」*(*三選一課程)。主要學科是中、英、數各專

科知識每年約八科，此外是普通話或葡語共 9 學分、計算機科學(資訊)6 學分。

最後是第三學年的教學實踐一(院內微格教學)及第四學年的教學實踐二(上下學

年約十節課的學校教學實習) 。 
 
    至於在職中學教師的培訓，此課程以二年制每週上 3 個 3 小時學分的教學專

科。計有「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學法一」、「課程發展」、「教學實習一」、

「教學法二」、「教育科技」、「教育研究」、「教學實習二」、「評鑑與測量」、「教育

社會學」、「研究報告」*、「特殊教育」*、「教育行政」*(*三選一) (澳門大學教

育學，2001b)。表面看來，這在職課程尚針對教學專業的培訓，如前述職前培訓

課程一樣，筆者認為此等課程相對地保守，還停留在培育教師主導教學的模式。

此課程欠終身成長、擴大教師對教育理念、教學輔導、教師專業操守、社會文化

及全球一體化等等的視野。教師教育必須配合廿一世紀的學校教育收革與社會及

科技的急遽變化(如江愛華，1999；Peak,1999)。莊維貞和林啟超(1999) 強調在師

資培訓的過程中應開啟準教師或現職教師之視野，形成收革的意識。教育改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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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於教師自我精神上對教育的再認識與思想更新(Ball, 1999) 。因此教師教

育必須改革。筆者非常認同溫明麗(2000) 對師資培訓機構反思的路向，應更新

調整課程內容、注重內涵的改革，走上多校合作、國際合作之途。 
 
    陳伯璋(2000) 指出了教師的角色應再定位以便推動教育改革。教師們應具

備課程改革的「推動者」與「行動研究者」、校本課程的「設計者」及課程發展

的「協調者」。因此教師培訓課程應改革，如教育專業科目與普通教育科目與專

門科目間比例的調整。並應加入「行動研究」、「課程設計」、「多元教學評量」、「協

同教學」、「合作學習」、「校本管理」、「家庭、社區與教育」、「終身學習」、「全人

教育」、「廿一世紀全球公民教育」……。此外，中、小學教師分流培育的制度應

加以修訂。因為澳門現正推動十年基礎義務教育，此乃通貫之學習歷程，極需中、

小、幼三種學制能互相銜接。故此師資培育制度必須轉型為中小幼師資合流培

育，打破過往中小幼師資階級區隔的困窘，使各級教師互相理解溝通，分享如何

教育兒童成長，化解互相推卸責任的現象。 
 

教師教育革新與挑戰 

    教育實習在師範培育過程中肩負了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功能。教育實習的概念

由德國哲學及教育家康德(Kant)在 1793 年的「論一般規範」一文中提出。後經

赫爾巴特(Herbert) 的實踐，引出 1826 年普魯士皇家「通諭」，首次在法令上設

立教師須經三年的實習，方能取得教學資格(楊深坑等人，1994，頁 94-95) ，可

見教學實習課之重要。還看台灣師資培育的兩階段教學實習安排，即受訓期內的

「試教」及畢業後的「全時教學實習」或曰本的「初任教師」與德國的「試用教

師」制度(丁志權，1999)，相對現有的澳大教院的短期教學實習課，必須改革。

更重要的是加入其他專業成長的項目，如學員同儕互相觀課、反思學習分享研

討、校本輔導教師等不同的方式，增大學習的層次。 
 
    其次是現有中師培訓課程的教育研究和專業成長課程不足。現代的教師，除

日常班級的教學工作外，必須加入教研改進自己教學的能力，並與其他教育工作

者作交流，提升教育效益。教師的專業道德操守亦是不可缺少的元素。良好的教

師不單接受任務，依賴課本做好任內的教學工作，還要注意社會的變遷，主動監

察政府的教育和提出教改方案，為學生創造理想的全人成長而努力。因此澳大教

院應修訂現有課程內容，加強教研及教師品德的培育。 
 
    加納(Gardner) 的多元智能教學理論，刺激了教師重視學生個別差異與才幹

的教學。在中學階段，教師們應注意如何引入鄭燕祥提倡的六種情景多元智能

(Contextualised Multiple Intelligence) ，即學習智能、科技、經濟、社交、政治與

文化智能於教學活動中，方能輔助青少年面向社會生活的種種挑戰(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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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因此如何成為廿一世紀全球和本澳公民的教育必須加入澳大教院未來的

中師培訓課程。 
 
    還有現時的澳大教院中師培訓課程只提供中、英、數三門主要學科的職前教

師培訓，雖加入副修科目如物理、中國歷史等科目(郭婉雯，2001)，仍是不能滿

足各中學不同學科的要求。當然，澳門中學教師市場少，不能長期大量培訓某一

學科的教師，不開辦職前各科教師教育課程帶來很大危機。澳大教院應該擴充中

師培訓課程的模式，引入職前學位後教育文憑課程，讓澳門大學或其他境內外大

學各類專科畢業生，進修一年制全日課程或兩年制兼讀課程，方可入職教師工

作。這樣不但提供了一般普通文法中學各學科如經濟、歷史、化學、生物、地理、

社會公共事務、電腦、資訊科技等等科目，亦能為職業中學提供工商業科目的教

師，滿足各校的需求。 
 
    由於回歸祖國，普通話教學的爭論見有所聞，如胡培周(1995) 和蔡建華

(1995) ，未來澳大教院必須正視普通話教師培育的工作。現有的 9 學分普通話

課程不足以使職前中學教師學員掌握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只能提供一般日常

交談溝通的能力，必須另設中學普通話教師培育課程，方可肩負以普通話教授中

文的重擔。 

總結 

 
    總觀澳大教院的兩個中學教師培訓課程有其實用的一面，但要改善的地方仍

很多，盼望其能早日完成課程改革，為澳門培訓高質素與效能的廿一世紀基礎教

育教師而努力。未來教育發展的遠大理想在付諸於現實世界中本身是一項巨大的

工程和挑戰。回顧十年來澳大教院培訓出來的中、英、數中學教師的數量每科已

達 100 人或以上。澳門現有中學不足 40 間，實難每年大量吸收數十位同一教授

科目的新教師。更不幸是近幾年本澳的自然出生率為每年不足 4000 人(澳門統計

暨普查局，2001)，各級學生人數將由高峰期的 8000 人下降一半(教育暨青年司，

1996a；教育暨青年局，2000)，因此教師的真正需求量將於短期內下降。澳大教

院不宜擴充職前中師培訓，宜建立「複修」課程，首先培訓行政人員及科主任，

了解新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好能回校帶動校內改革，為教育改革打好根基；然後

是各級教師定期複修，改善並提供教師的效能。 
 
    最後是如何結合澳門的多元化中學教師培育機構，讓其互相合作，善用資

源，方能針對本澳的小型教育體制的困局。澳門教育暨青年局、高等教育辦公室、

統計暨普查局及相關政府決策層應定期與澳大教院等機構商議及作實質的支

授，強化中學教師培育的效能。如何開展及結合境外優質教師培訓機構補足本澳

教師培訓的不足有賴各有關機構的合作和創新。總而言之，澳門正規的初中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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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教育教師教育只有極短暫的歷史，可塑性極強，而且體制上較中國、台灣和香

港等地細小，容易改革。但願上述的探索建議能早日實現，讓澳門莘莘學子在廿

一世紀新教師悉心教導中全面成長成材，與眾人一起活享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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