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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因时代与社会的变迁致使教师无时无刻都需要进修，独中在近年来也受到这方面的冲

击，全国独中在师资培训方面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因各种客观的关系，独中教师的

教育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师资队伍中的非师范教师的比例很大，这类教师一般未经职前培训就

直接走上教师岗位，他们对教育理论固然是陌生的，而即使是师范毕业生，其教育理论水平也

不算高。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马来西亚独中教师师资培育的成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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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progress demands that teachers attend regular training courses to cope with changing 
educational needs.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of Malaysia have responded by placing 
great emphasis on teacher training. However, many of the teachers lack a background in education and 
are consequently weak in pedagogical training.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raining, many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edagogy and hence teach diffident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eacher training in privat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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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教育者在进行这类的特殊活动所需具备的条件有哪

些？目前，世界各国都已把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投资，教师教育更是发展学

校教育必备的首要条件，教师的各项知识与技能将是决定学校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目前各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地投入教师教育的发展。以我国独中的情况而论，近

年来由于政府推行新教育的政策（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由于新政策中具有一些

不确定因素，因此导致了独中出现人数暴增的现象，在这样暴增的情况之下，学校首

要解决的不是课室不足的问题，更棘手的问题是教师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独

中教师的素质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在独中任职的日子里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请

老师容易，但要请到好的老师就非常困难了”。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独中教师

不需要经过师范大学或教育部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考证就可称为一名合格的独中教

师。因此，一般这类教师如没有足够的经验是比较难将教育工作做好的。

   教师需要面对哪些问题呢？这个问题比较难具体的回答，众所周知的是一般教

师都难免需要面对学生厌学、学生纪律、学生家庭教育失调、教师生活条件不佳等

的外在因素；要如何有效的处理这些问题呢？这就应该是因人而异的问题了。根据董

总的2014年工作报告中显示（表1），我国独中目前仍有60.43%的独中教师不具备教

育专业资格（董总学务与师资局师资组，2014），笔者所服务的永平中学在教师教育

专业资格的情况也与全国独中的统计数字相近。由于没有获得职前的专业培训，所以

对于教育活动的各项过程都缺乏了足够的认识，因此对于教师应尽的责任难免会出现

理念上的偏差。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在学校里教的是科学基础学科，他应该能

够分辨清楚这门科学上的最复杂的问题，能够分辨清楚那些处于科学思想的前沿的问

题。”（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 1984：412）“虽然师范教育对专业化发展的作

用不可以忽视，但许多中小学优秀教师的良好品质与才能主要是实践中逐步累积和发

展起来的，其成长是一个多阶段的连续过程。”（王道俊、郭文安编 2009：460）由此

可知，我们对于教育的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比其它职业来得高的。我们也知道，任何

一位教师都不可能是一切优点的全面体现者，学习因此成为当代教师应持有的基本工

作，同时教师的学习也将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表1：全国华文独中教师教育专业资历人数与百分比

              资料来源：董总学务与师资局师资组 2014 年 7 月统计整理

   教师应该学习什么？除了自己本身执教的学科外，每一位教师都应在进行教育工作

的过程中学习教育学原理、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等基本教育学的理论，通过学习

来建立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信念。每一位教师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更重要的

具有教育专业资历

不具教育专业资历

总数

人数

1712
2614
4326

百分比

39.57%
60.4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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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对所有的学生实施个别的影响，用各种方式去引

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爱好、鼓励他、激发他们独一无二的个性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国际教育组织展开了教师专业的发展，“终身教育”的观念在此背景下被人们高

度的重视，同时国家对于教师的职前教育在教育的发展中被提到了最高的位置，“教

师专业发展”的整体理念在此情况下初具雏形。从教师培训走向终身教育，再由终身

学习走向教师专业发展是把教师职业生涯周期中各阶段发展的不同特征及需求设计成

为一个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教师专业的提升是当代独中教育发展的核心，国际上对于教师专业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乐观的发展。在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时刻，“教育改革和发展已不

可能脱离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模式而独立存在。”（李永培 2012：2）从独中近几年

来的发展情况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基础建设已日渐完善，学校的发展已从硬体设备的

需求转向教师教育的基本建构，教育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学校师资队伍的结构性变化。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与我国独特的教育环境，教师教育的要求正积极的呼唤着每位

独中教师，学校领导更应该注重教师教学技能的培养。目前，教师的教育技能正由知

识型向能力型发展，“在新技术革命的形式要求下，教师自己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

能应用现代教学设备，同时也要能发展学生的能力，以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在社会上应

付自如。”（李永培 2012：5）美国著名教育家舒尔曼把教师的知识基本分为七类包括：

学科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法知识、教育脉络的知识及教育学

的各项知识，笔者认为要做到舒尔曼所说的七类基本知识是考验独中教师意志力的挑

战，很多青年教师因不能很好地调整心理因素，因而在职过程中面临多种的瓶颈，最

终很多青年教师就离开了独中教师的岗位，而让独中教育这个艰巨的历程少了一份力

量。

二、教师专业能力的基本调查

   笔者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教师专业能力的状况，所以在自己所服务的学校永平中学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基本调查。学校目前有40位全职老师及3位兼职老师，笔者对40位全

职老师发出问卷，收回32份，回收率是75%，其中2份无效问卷。笔者将所得之取样进

行了两类分组，即资深教师（教学经验超过10年者）与青年教师（教学经验在10年内

者），从中进行统计数据比较。

表2：永平中学青年教师教育专业知识能力统计

2 3

教育学原理知识

教学技巧与策略

教学评价的观念

教育心理学知识

课程专题知识

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

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很好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好

0.00%
0.00%
0.00%
6.25%
62.50%
31.25%
0.00%

一般

68.75%
68.75%
75.00%
68.75%
37.50%
37.50%
62.50%

不好

31.25%
31.25%
25.00%
25.00%
0.00%
31.25%
37.50%

很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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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所示为16位青年教师之专业能力统计，当中绝大部分的专业能力都处在一般

的水平，当中除了课程专题知识与教师心理与情绪管理能力处于良好的状况以外，其

余的都有待加强。由于分布得不平均，造成了很难去掌控应该关注的教师群；所以，

无论任何形式的教师培训都出现了培训内容规划的难点。由于独中教育是属于私立中

学，因此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所以独中教师在职前就没有获得良好的教师教育，在

这样的情况下，表2所示之现象就变成正常的。独中教师因不受政府直接管制，也没有

任何的考核制度，所以教师自身的发展也都没有外在压力的要求，提升教育能力变成

了教师自身对工作要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表3：永平中学资深教师教育专业知识能力统计

   表3所示为教龄超过10年的资深教师，从统计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教师专业能力上

与青年教师的差异，这是自然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代教育技术

的使用方面，尽管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都没有全面掌握好教育技术的使用；同时，

在课程专题知识、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及学习理论都属一般的情况，说明了资深教师与

青年教师在职前教育的差异。可以那么说，大部分资深教师的专业能力都是通过教学

经验而获得提升的，资深教师对于在职的进修明显地比较懈怠，这点可以从现代教育

技术的使用获得证明，新科技技术的使用需要教师的学习，因此个人对于提升自己的

欲望是关键性问题。“教师的专业发展潜力是潜伏在教师个人身上，通过专业活动才

得以生成的一种有助于专业发展的能力，它往往处于内隐状态下，只有在教学活动过

程中被激活时才能凸显出来。”（涂艳国主编 2011：90）资深教师通常年龄都比较大，

4 5

学习理论的基本知识

德育原理知识

学校行政组织观念

班级经验管理

教师心理与情绪管理能力

对永平中学办校使命的了解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1.25%
6.25%
31.25%
0.00%
50.00%
6.25%

62.50%
56.25%
50.00%
62.50%
43.75%
87.50%

6.25%
37.50%
18.75%
31.25%
6.25%
6.25%

0.00%
0.00%
0.00%
6.25%
0.00%
0.00%

教育学原理知识

教学技巧与策略

教学评价的观念

教育心理学知识

课程专题知识

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

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学习理论的基本知识

德育原理知识

学校行政组织观念

班级经验管理

教师心理与情绪管理能力

对永平中学办校使命的了解

很好

15.38%
15.38%
15.38%
15.38%
7.69%
0.00%
7.69%
7.69%
15.38%
7.69%
15.38%
0.00%
7.69%

好

46.15%
38.46%
46.15%
53.85%
23.08%
15.38%
15.38%
38.46%
53.85%
38.46%
38.46%
61.54%
46.15%

一般

46.15%
53.85%
38.46%
38.46%
76.92%
76.92%
76.92%
61.54%
38.46%
53.85%
38.46%
38.46%
46.15%

不好

0.00%
0.00%
7.69%
0.00%
0.00%
15.38%
7.69%
0.00%
0.00%
7.69%
15.38%
7.69%
7.69%

很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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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对于专业技能的提升当然比起青年教师来得被动，也因

此对于这类教师所应该安排的培训就更加困难。

表4：永平中学教师教育专业知识能力统计

 从表2及3所分析的情况而言，永平中学的教师团队存在着能力分布非常不均的状

况。“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但并非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它既需要

教师个体的主观努力，也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的支持。”（涂艳国主编 2011：95）表4所示

要推行统一化的培训计划是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然而，这项工作必须是持续不断的，

而且需要教师个体的主观努力，同时加上环境的支持。在面对两种不同程度的综合体

之下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笔者认为校本培训是目前比较适合永平中学教

师专业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管道。

三、独中教师培训的主要途径

   要谈教师培训的途径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教师的学习特征。吴卫东在其《教师

专业发展与培训》一书中指出教师的学习首先是个体主动建构的过程，其次是基于情

景性的学习，再次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应，第四是实践共同体背景中进行的及最好

是过程反思的学习。（吴卫东  2005：52-56）从以上观点中，笔者认为教师知识的建构与教

学工作是相互对应的，对于独中教师而言，我们更缺乏的是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分享。

因此，绝大部分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没有被广泛地传播，教师专业资历就无法从实践

经验中获得良好的提升。而目前首要建构的是教学的反思能力，教学反思“是指教师

把自己放在研究者、反思者的位置，通过对教育教学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某些疑难问题

的观察、分析、反思及解决，提升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的智慧与能力。”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 2009：463-464）要如何把握从教师身旁的信息变为知识，再从

知识的运用变为教师的智慧，这些都有需要教师对教育岗位的热诚与学习。

4 5

教育学原理知识

教学技巧与策略

教学评价的观念

教育心理学知识

课程专题知识

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

教育科学研究能力

学习理论的基本知识

德育原理知识

学校行政组织观念

班级经验管理

教师心理与情绪管理能力

对永平中学办校使命的了解

很好

15.38%
15.38%
15.38%
15.38%
7.69%
0.00%
7.69%
7.69%
15.38%
7.69%
15.38%
0.00%
7.69%

好

46.15%
38.46%
46.15%
53.85%
23.08%
15.38%
15.38%
38.46%
53.85%
38.46%
38.46%
61.54%
46.15%

一般

46.15%
53.85%
38.46%
38.46%
76.92%
76.92%
76.92%
61.54%
38.46%
53.85%
38.46%
38.46%
46.15%

不好

0.00%
0.00%
7.69%
0.00%
0.00%
15.38%
7.69%
0.00%
0.00%
7.69%
15.38%
7.69%
7.69%

很差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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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获得教师专业资历应是舒缓目前我国独中教师教育不足的重要工作，要如何有

效地促进这些庞大的教育工程，笔者认为还需要独中教育的各阶层相互配合才能让这

项工程发挥得更好，单凭各校的单独行动是无法有效获得全面的提升。近年来，我国

教育部对各源流中学之教师提出必须具备教育专业资格的要求，因此，我国两所民办

学院便承担起培育教师专业资格的重任，新纪元学院首先与中国几所著名师范大学开

办“教育学分”的课程，同时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开办教育行政管理硕士境外专班，

新山南方大学学院沈慕羽师资培训中心也在2012年与华中师范大学联合开办《课程与

教学论》教育硕士班，这两项教育硕士的开办获得独中教师积极的响应，通过在职进

修的方式让独中教师在教育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获得显著的提升。王淑慧博士对于独

中教师在职培训的趋势也提出几个观点，包括：“正向看待教师在职培训多元化的特

点，教师在职培训应与评鉴、待遇相结合，重视教师在职培训理论基础点的研究及培

训目标与内容更强调实用和全面性。”（王淑慧  2014：404-405）目前来说，这些进修

课程都取得乐观的发展。必须指出的是，这类型的在职进修仅仅是一种“弥补缺陷模

式”，它是把改变教师的行为作为指导，目的是要使教师掌握特殊的技能，它反映的

只是权威型的知识观。

     除了两所民办学院所提供的进修课程以外，董总每年都通过各项管道，以短期课

程培训的方式提供教师进修的机会。这些课程主要是针对教师在教学事务或是行政事

务上给予比较针对性的交流与观摩，在培训的具体活动中，主要是以促进教师个人发

展为核心，结合本地与国外专家学者的意见，让不同层次的教师获得提升自己教学或

行政能力的机会。但是，这些由董总发起的培训活动一直以来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培训的时间安排，一直都相当困扰着独中教师，也让参与的老师倍感不满。

    以上所示之途径都存在经费与时间的困难，因此，近年来各独中极力的推展“校

本培训”计划。“校本培训指的是源于学校发展的需要，由学校发起和规划，旨满足

学校每个教师工作需要的校内培训活动。”（吴卫东 2005：67）笔者认为校本培训是独中

教师培训的可行并且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提供教师整体水平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校本培训具有灵活性及经济性的特点，同时与以上两个途径比较，它具有针对性、连

续性和实践性。目前我国独中对校本培训的概念还是非常薄弱，如“校本培训”的内

容、方法、目标等都缺乏深入的理解，相关的研究也极少。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开展培

训活动处于盲目的危险中，“盲目的培训活动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实践着‘教育浪费’，

它对教师的伤害远不只是精力和财力的无效付出，更造成了教师对教学价值观、过程

观理念与实践的分离。”（吴卫东 2005：1）王道俊及郭文安教授在其《教育学》一书

中针对校本培训的观念提出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学校为培训基地，关注教师的

实际需要，按需培训；第二，重视在教学中培训教师，教学、科研与培训一体化；第

三，重视教师中培训中的主体地位，重视激发教师专业成长的内部动机。（王道俊、

郭文安主编 2009：464）笔者认为，独中教师之校本培训往往缺乏了对教师实际需要的

研究，致使很多的培训演变成学校领导者对教师工作规范的要求训练，这样的情况自

然导致教师无法激发自身专业发展的内部动机，这样不但无法做到教师专业能力的提

升，同时也对学校的各项发展形成了无形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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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以上的各项观点及培训途径，笔者于2015年在永平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校本

培训计划，计划主要是针对青年教师在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等方

面的专业培训，以讨论及分享的方式让青年教师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学习，从而做到教

学相长，同时感受一下作为一个学生在课堂聆听的感受。培训计划的展开在思维首

先将培训的目的定位在教师自身的发展上，“没有教师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学校的

发展，而没有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发展也就将失去必要的基础与条件”（代蕊华主编  

2011：1）,可见教师的发展与学校的发展应该是一体的，对教师进行培训也就意味着

发展学校。其次是培训时间安排在教师的空堂时间，没有需要教师额外的时间，所以

教师们是相当欢迎的；培训每周进行一次的教育专业课题讨论，通过培训者对教育理

论的讲解，也通过教师当下的教学困难分享，这样可以及时地让教师明白理论与实践

的关系。在培训过程中，笔者深刻的感受到青年教师对于教育专业学习的渴望，另一

方面也倍感在培训过程中所要负担的沉重压力。该项校本培训获得青年教师积极的配

合，培训计划要求全校老师都在该年交上一份教学反思，通过教学反思让全体老师分

享各自的教学经验，最后将所有文章收集成册，同时也可让往后的新教师作为一种经

验的借阅。

  笔者从参与校本培训的教师的访谈中获得如下的启示：首先是培训的时间安排符合

了教师期待的，无需使用教师额外的时间进行，这点是决定教师是否自愿参与的首要

考量因素；其次是培训的内容具有针对性，不同于校外或是国外培训，教师每日都在

学校教育的实践问题上，因此所面对的问题及所讨论的课题都是正在发生的，通过讨

论可以让教师相互取得有效的应对方法；再次是对学校而言无需花费大量的培训经费

及教师的时间，同时在培训过程中也能做到直接培养教师对学校办学使命的理解。当

然该项校本培训必然面对一些问题，首先是需要获得学校领导（校长及董事会）的认

同，包括对教师教育之重要性的认同及对参与教师的付出的认可；其次谁应该负责培

训，这或许是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应该确认的是“教育具有的知识、技能和教学实

践经验恰恰是培训的资源，开发教师培训资源的方式之一就是让教师成为培训者，而

非被动的受训者。”（代蕊华主编 2011：106）笔者认为资深教师即是最好的校内培训者，

他们具有相当多的经验可以与青年教师分享，当然仅有经验是不足够的，所以无论如

何还是需要一部分具备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来担任培训者；再次是培训的具体目的与要

求，如果没有任何要求任何的培训将只是一个静听的活动，没有任何的成果可言；为

了避免纸上谈兵，该项计划要求所有的教师写教学反思，通过教学反思我们就可以比

较清楚地判断教师在该年的教学工作上是否获得自我提升，然而教师的工作是忙碌

的，所以要求教师做“作业”的确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教师写反

思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作，教师唯有通过写教学反思才能真正地自我教育，才能获得

真正的提升；第四是培训工作的持续性，无论如何培训需要每年持续地进行，这样才

能把今年所获得的成果累积下去，唯有长时间的累积，教师的个人经验才能获得理论

与实践的对应。利皮特和富克斯（Lippit and Fox, 1971）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问题解

决模式的教师培训理论，他们指出：“只有当有关的教师参与了整个过程，并一致同

意问题的诊断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正有效的变革才能成为可能。”（吴卫东 2005：72）

6 7



郑国富

四、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教师专业能力的培训是教育发展的重

要部分，也是当代独中教育改革的重要机制，独中教育事业的现代化不能没有教师专

业发展的支持。从目前独中的发展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独中普遍上存在着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教师的质量来源不平衡；二是师资队伍不稳定，师资流失量大；三是大部分

教师缺乏现代教育的意识与能力。因此，教师的培训已成为我国独中教育进一步发展

与改革的重要一环。董总与各校领导应更明确地指出教师专业水平提升的各项方针，

教育事业的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深化，以便教学活动的质量能够获得更好的提升。

   教育是栽培人的活动，因此教育者必须谨慎地对每个教育活动进行设计，没有

明确的教育理论既是无法全面理解教育内涵，虽然教育学的理论与实践常出现反差现

象，很多一线教师都深感教育理论无用，因此学校环境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常让一线教

师失去了对教育原理的学习欲望，认为理论是无用的。如果从教育的目的来看待这个

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可以说是对教育活动结

果的一种设计，它决定着教育实践的方式与手段。简言之，教育的目的是教育者在观

念和受教者的一种设计，目的的观念来自价值的要求。笔者认为，任何一位教师如果

对自己所进行的专业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那么在育人的活动中难免存在着部分的价

值矛盾问题，可以这么说：在这样情况下所进行的教育活动是容易发生错误的。虽然

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但是追根究底这些偏差的根源不正是来自教师对于教

育学理论的误解吗？从孙孔懿的《教育失误论》的分析指出，人的行为是由主体因素

与环境所造成的，“人的行为既受动于自身素质（内在受动性），又受动于外部环境

（外在受动性）”（孙孔懿 2003：216），他进一步指出导致教育失误的成因包括了：

教育价值倾向的偏蔽、教育目标上的偏离、教育内容上的偏废、教育方式上的偏倾及

学生评价上的偏差。导致教育失误的关键人物是教师，教师在观念上和行动上都必须

保持着教育正功能的成长，任何细小的微观因素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教育过错。“要知

道自己的教育行为有无失误之处，其答案似乎也可到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寻找。”（孙

孔懿 2003：108）
   学校教育的发展需要一支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敬业的学习型教师团队，以

适应教育改革和教学创新的需要。因此，独中教育有必要建构一个完善的师资培训系

统，“这个培训系统不同于来自外在的教师教育系统，而是强调在学校事业发展的基

础上建立教师整体协调发展的目标，强调基于学校的实际教师专业发展之阶段规划和

全程发展。”（李永培  2012：16）

五、教育专业发展的困境

    从以上各项论述中，不难发现教师的专业发展是目前提升独中教育及教育改革的重

要工作。然而，这些工作的推展必然面对一些客观的因素，笔者根据观察研究所得将

目前独中教师培训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以下几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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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时间不足，生活压力大

   独中教师一般都面临时间不足及生活压力的困境，由于收入偏低，所以很多教师

都需要兼任其它的工作以维持生计。时间在很多独中教师的眼里成了一个渴望拥有的

抽象物品，心理与生理素质一般都处于不良的状况。“教师要干好教育工作，首先要

有强烈而持久的教育动机，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张大均主编 2003：410）试想，

一个教师如果连基本生计都是问题，那又怎么会有多余的精力进行科研及自我提升

呢？生活压力可以是双重性的，“适度的压力是动力；而过重的压力，以至无法承受

的压力就可能是心理负担，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林虎编 2011：128）就因生活

压力大，所以很多教师需要进行另外的工作以获得足够的生活经济来源，最终导致的

是教师严重缺乏时间。

（二）教师工作负担过重

  独中教师的工作除了在学校要进行的教学与行政工作外，还有大量的工作，如课前备

课、家访、参与在职培训或在职进修等，需利用下班时间去做。在我国，独中教师更

肩负了传承中华文化等民族使命，时刻被要求为华教付出，在精神上被要求为华教奉

献；同时独中因经费的关系，教师所需要承担的授课节数都比其它国家的教师高出许

多。在这样的环境下，独中教师长期在生理与心理上都超负荷，使不少教师在情绪上

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易于产生倦怠心理。因此，独中教师的流动率相对地高，就笔

者所服务的学校就常常出现30%教师离职的现象。另外，还有部分教师因身兼教师与

学校管理的工作，同时因为兼课太多而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品质，最后变成学校管理与

教学工作都没法有效地完成。这样的情况导致很多教师都不想负责学校管理工作，演

变成学校的管理者年轻化，而青年教师也因经验有限而无法很有效地进行学校管理的

工作，这样的连锁负面效应一直都存在。

（三）教师身份的社会认同感不高

    独中教师的待遇反应了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度。对于教师是专业人员的观点，目

前在国内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同，这直接影响了教师团队的建立与职业热忱。“教师

专业化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法律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教师工作的

核心技能和能力的重要手段。”（程红艳、董英主编 2012：20）当社会无法给予教师

适当的肯定，教师进取的动机自然就比较薄弱，与此同时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是，“作为

一名教师，首先要具有巨大的工作热情，此外还要有奉献精神、倾听和交流的本领、

随机应变的能力、坚定的意志、好奇心、巨大的耐心、爱心和责任感，以及敏锐的直

觉等。”（程红艳、董英主编 2012：5）独中教师实际上都存在强烈的奉献精神，生活物

资无法获得充分的满足时，独中教师希望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因此，社会给予的

评价是教师获取精神安慰的其中一个重要支柱，“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自己首先应

该自尊、自爱、自反、自律、自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敬。”（王道俊、

郭文安主编 200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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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缺乏有效的专业培训机制与培训人员

  过去近一百年以来，独中长期处于与政府抗争的生存环境，因此对于教师与学校

发展缺乏明确与计划性的策略。一般独中发展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形成不稳定的

状况，对于完善学校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是在近十年来才开始被关注。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独中对于一些基本的评价工作如听课、教学观摩、教学研讨等都无法定期的展

开，更不用说是建立适合与完善的培训机制。笔者认为，我国华社对独中教师的要求

与期望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这些成因都出自我国独特的“独立中学”的体制，因

此，身为独中教师要比其它国家的教师来得更为艰辛。除此之外，独中教育的发展与

改革还需要一批更专业的教育专才来拟定学校所需的各方面制度，包括教师培训的专

业机制。

表5：全国华文独中教师学历人数与百分比

             资料来源：董总学务与师资局师资组 2014 年 7 月统计整理

   表5所示全国四千多名教师中，只有19人拥有博士学位及413人拥有硕士学位，这份

资料并未提及相关教师的毕业专业，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这群教师中，有多少人是

能够掌握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是值得追问的问题。笔者所服务的永平中学拥有硕士资格

的仅有4位，教师队伍中没有博士，而4位硕士中仅有一人是教育学硕士。以这样的比

例来看，要在独中各校展开教育研究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一些相当专业的课题如学

校改革、课程改革、教学技术发展、教育文化、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哲学等问题

都需要有对教育学专业足够认识的专家来进行研究。因此，独中教育应首先取得一定

的专业人士人数，才能为独中教育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与本地或海外师范教育大学

进行合作，扩大教育学术的研究人员。

六、独中教师师资培训的建议

（一）研究教师实际需要的展开

    关注教师生活所需是获得教师主动投入教育事业的有效手段之一。华社对于独中教

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学者给于“教师”这个职业非常多的论述，

因此教师的职业压力是相当大的，而独中教师除了这些职业性压力以外，很多时候还

必须承受多种无形的外在压力。在此，笔者不想对教师的工作义务等进行任何的论

述。独中教师在我国的教师体制中是非常独特的，独中教师需要接受“为华教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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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学历

博士

硕士

本科/学士

专科文凭

专科文凭以下

其他

总数

人数

19
413
2996
667
231
0

4326

百分比(%)

0.44%
9.55%
69.26%
15.42%
5.34%
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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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需为学校的存在进行募款活动等。若教师、校长与董事会的沟通管道不完

善，难免发生互相不理解的状况，董事会成员实际上极少能了解教师在生活上所需，

因此学校领导人即成为教师与董事会沟通的关键桥梁。要激发教师进修的内在欲望，

首先需要解决教师的基本生活条件，其次才是教师对自身职业的发展与精神追求。一

个人如果连生活都成问题，无论你说的是多么伟大的民族事业或是道德人格问题，对

于他/她来说都只是时空上的噪音。华东师范大学代蕊华教授指出进行校本培训时，

我们应该要关注教师的特殊需求，如教师成长规律（教学时间）、教学科目等进行分

类，从而发现新教师和资深教师、语言教师和数学教师的不同培训要求，除此之外，

他也指出要关注教师的培训意愿。因此，学校在进行任何的培训计划前，首要进行的

应是教师分析。

（二）建立能够促进成长的教师评价与评鉴机制

   一位教师要改进自身的专业技能，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情况，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是

哪些，之后才晓得如何改进。因此学校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师评价机制，能针对教

师的各方面表现给予客观、准确及具发展性的评量和评价。“教师评价是对教师的素

质和专业发展能力、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效果作出价值判断的活动过程，目的在

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学效能。”（涂艳国主编 2007：312）必须强调的是，评价

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教师工作的品质而不是为了管制与控制教师的教学工作。目前我国

独中并没有一套适合独中教师评鉴的标准，部分独中使用管理学的绩效考核制来作为

教师评价的标准。永平中学同样也没有完善的评估机制，教师的教学品质因此没有比

较系统的标准，对于提升教学能力的要求也就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标准。笔者认为，

很多绩效考核方式的内容缺乏了对教育专业的各项评量准则，也因此绩效考核的实行

目前面对相当大的问题，而原本应该是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目的的工作，最后却演变成

了教师离开岗位的原因之一。

（三）循序渐进让教师通过在职学习提升自己 

    “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终身伴随着教师。”（涂艳国主编 2011：
91）既是漫长的过程就应该有长远的计划，知识与经验也是通过累积而来，不能期望

立即有效果。教师的学习也如同儿童的学习，正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

论》所指出的教学理论，教学内容的安排要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近及远，从一般

到特殊，务使先学的为后学的扫清道路。由于独中教师在入职前并没有获得比较统一

的职前训练，在推展教师在职培训的工作就显得特别的难以把握，各类的短期课程一

般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因此，激发教师内在的学习动机是教师培训的核心问题，学

校领导有必要深度地调整教师培训重心，借用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的方便，提供更容

易促进教师个体发展的管道。学校领导不应存有通过一次的培训活动就希望教师有教

学能力上的改变，或是认为已经培训了就应该能够把教学工作做好的观念。笔者认

为，任何形式的培训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让教师进行内化，这才是教育的可贵与特别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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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从永平中学所调查的简单数据显示，独中师资存在着多种外因而导致教师的素质

良莠不齐，各项的教学理论都无法有效地在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得以发挥，为了改善这

样的情况，各校应激励进行师资培训，因此建构适合马来西亚独中的师资培训变成了

一项重要的教育工程。永平中学学校领导也意识到教师的专业在办学教育的重要性，

从所展开的校本培训情况而言，校本培训能够做到提升教师专业的能力，这无疑对小

型学校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再从全国的情况而言，因政府不承认独中教育与

不提供师资的情况下，独中不具备选择优良教师的优势，因此只能对愿意成为独中教

师的青年教师加重培训的重心，让独中教育的品质从提升教师教育的工作开始。笔者

从永平中学青年教师的培训经验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是教师的心理因素问题，

因在职前大部分的教师并没有获得比较系统式的师范训练，所以在进入课堂时都是以

经验来探索教学的基本原理，从“做”中学习；其二，为了生活，部分教师需要兼职

做其它的工作，因此在时间方面就显得相当的不足；这样的条件下，教师对于学校的

教学工作也就仅是“尽量”，其它的工作如行政工作、培训课程、自身的进修及科研

工作就能免则免，这样的局面让独中教育的发展不断发生品质欠佳的状况。孟子曰：

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说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准则。为了让教师能更安心地进行教育工作，董事会与学校领导应检讨教师的授课节

数、薪金待遇、福利等事项，这样更能促进教师培训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其三，由于

全国独中对于教师教育的观念还未建立，能获得的资源有限，在教师培训的计划上不

能有效地展开，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培训就变成负担而不是自我发展的机会。除了

以上三点，对于外在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董事会与学校领导更有必要对教师教育

的观念、计划、策略、评估及预算等作详细的计划，任何的计划就如同学习的情况一

样，必须继续才能有显著的效果，所以笔者认为董事会的认同与支持将是一个重要的

激励作用。

    对很多教师来说，时间或许是他们最需要的，也因此借此推脱没时间进行科研，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想要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

死抠教科书，那你就要读学术著作。”（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 1984：7）虽然

目前独中教师教育存在着相当大的困境，但是如果我们永远以这样的观点来对待教

师教育的工作，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进一步地发展独中教育，最终独中教育也将面

临被社会淘汰的噩运。独中教师唯有通过现有的资源，“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学

习，在学习中提高的过程，促使教师成长为研究型教师，从而有效提高教师的专业发

展。”（代蕊华主编 2011：33）

12 13



谈独中教师教育的基本建构--基于永平中学校本师资培训的构想

参考文献

程红艳、董英主编，2012，《新教师的专业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代蕊华主编，2011，《教师专业发展与校本培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但武刚，2005，《活动教育的理论与方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董总学务与师资局师资组，2014，《2013年全国华文独中教师基本资料调查分析报告》，加 
    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李永培，2012，《做更好的教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虎编，2011，《教师心理拓展训练》，南京：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苏霍姆林斯基著、杜殿坤编译，1984，《给教师的建议》，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孙孔懿，2003，《教育失误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涂艳国，2005，《走向自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涂艳国主编，2007，《教育评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涂艳国主编，2011，《教育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道俊、郭文安主编，2009，《教育学》第六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淑慧，2014，〈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师的在职培训——以新纪元学院提供之课程为例〉，     
    叶新田主编，《2014年世界华文教育论坛论文集》，加影：新纪元学院。

吴卫东，2005，《教师专业发展与培训》，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大均主编，2003，《教育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