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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turning to the motherland, Macao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the non-higher education section.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uccessively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basic academic ability and curriculum framework, The education and Youth Bureau has prepared 
relevant curriculum guidelin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curriculum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carried out pilot 
teaching plan. his study takes 2016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Chinese Education in Middle School (the first 
language is the teaching language) a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bject, put the teaching plan of the pilot plan school as a 
practical refer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inese curriculum of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Macao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tent,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explor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s such as basing o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formula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curriculum reform, refining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pilot 
plan of teaching optimization and obtaining a series of teach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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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归祖国后，澳门在非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相继颁布《基本学力》和《课

程框架》系列法规后，教育暨青年局根据课程改革的需要编写相关的课程指引，同时开展先导教学计划。本研

究以 2016 年《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第一语文即教学语文）为理论研究对象，以先导计划学校的教学计划

为实践参考，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教学、课程评价等方面展开对澳门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的评介。

基于上述探究，本论文提出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整体视野、制定有法可依的课程改革法规、细化《课程指引》、

推行课程教学先导计划和获取一系列教学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语文课程改革的启示。 

关键词：澳门，语文教育，《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 
 

1. 前言 

澳门非高等教育的发展并非一直优秀且长期备

受世界瞩目的。从 2012 年起，澳门组织学生参加历

届 “ 国 际 学 生 评 估 项 目 （ 即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以下简称 PISA），

学生的阅读素养稳步提升；2018 年，澳门学生参与

PISA 测试并在阅读素养方面名列全球第三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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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绩的取得源于澳门在非高等教育学段的锐意改

革
1
，也引起学界对澳门非高等教育中各学段中文科

课程的极大关注
2
。 

本论文主要研究澳门中文科（（第一语文即教学

语文）的课程指引，主要以《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

2016》（（以下简称《课程指引》）为主要研究对象，

分析其伴随澳门政府的教育法令制度颁发而提出相

《课程指引》，对其进行探究和评介，以期为粤港澳

大湾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2. 澳门初中中文科课程的改革历程 

谈及澳门初中语文课程改革，教育暨青年局负责

人萧美欢老师说“澳门的课程改革是整体性的”，

“没有专门针对语文的教育改革”。回归祖国前，澳

门教育改革制度法令沿用 1991 年的《第 11/91/M 号

法律澳门教育制度》；2006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以《第

9/2006 号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文件为法令

依据，将非高等教育的改革正式从澳门原有教育制度

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教育改革体。 

从 2006 年起，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持续进步，

发展有道”为主题提出对澳门教育制度的修改；同年，

遵循第 102/2006 号法令，行政长官批示设立课程改

革及发展委员会。经过近十年的探索，澳门分别形成

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15/2014 号行政法规本地学制

正规教育课程框架、第 10/2015 号行政法规本地学制

正规教育基本学力要求。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分别在

第 118/2015 号、第 19/2016 号、第 56/2017 号 、第

55/2017 号批示核准（订定）幼儿、小学、初中、高

中教育阶段的基本学历要求的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澳门教育改革制度与课程改革的变化 

 澳门回顾祖国前后的变化 

 回归前 回归后 重要变化 

教育改革法律 第 11/91/M号法律澳门教育
制度 

第 9/2006号法律非高等教
育制度纲要法 

区分对待高等教育和非高等
教育。 

课程改革法令 第 38/94/M 号、第 46/97//M
号法令幼儿及小学、初中、
高中的课程组织 

第 12/2014 号形成法规本
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 
 

规定正规教育的课程框架，
语文课程有其及连续性。 

课程大纲 公立学校遵守； 
私立学校参考 

第 10/2015 号行政法规本
地学制正规教育基本学力
要求 

公立、私立学校均需遵守 

除了这些与课程教育关系密切的法规，澳门政府

还颁布一些法令来确保澳门教育改革的有序进行。如

《第 20/2006 行政法规学费津贴制度》、《第 29/2009

号行政法规书簿津贴制度》、《第 12/2010 号法律非

高等教育公立学校教师及教学助理员职称制度》；澳

门政府还用法律制度对私立学校的教学人员、制度框

架等进行权限的确认。为了让教育改革的持续进行，

澳门政府还发布了《第 16/2011 号行政法规持续进修

发展计划》
3
。 

由此可见，“澳门的教育改革一直在持续进行着。

自回归后，先后推出多项法規和政策，尤以 2006 年

出台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2011 年第一个

非高等教十年规划，2021 年颁布的非高等教育中长

期规划，（这些）都对澳门非高等教育影响深远。”

在接受本人访谈时，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以下简称为

“教青局”）课程处处长郑锡杰特别指出澳门教育改

革的这些关键历程。 

3.《课程指引》的建构和发展 

为了方便教师以及相关人员了解中央课程的精

神，解释各学段的基本学历要求，落实课程与学历要

求的原则和案例，澳门教青局担任《课程指引》的编

订和教学先导计划的安排工作。本论文以《初中中文

科课程指引 2016》（第一语文即教学语文）为例，

对澳门中文科学科课程的经验进行具体探究。 

教青局对初中中文科（第一语文即教学语文）的

《课程指引》包含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内容丰富而全

面。正文包含前言、课程定位和发展方向、基本学历

要求的解读、校本学习要求的订定和课程内容的建议、

课程的实施、学与教资源，学习评价等七个章节；附

录包含教学计划（节选）示例、教案案例、中学中文

科评核等四部分。 

3.1. 在目标体系上：《课程指引》建构了中
文科基本学力的完整结构 

由于澳门文化多样、语言多元（含粤语、普通话、

葡语、英语）、环境的特殊性、生源地的多样化、学

校资质的公私化以及学生中文水平的差异性，教青局

在制定《课程指引》之前综合多方因素，充分考察了

世界各地母语教学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内地、香港、

台湾的中文教学做法，最终定位澳门初中中文科课程

的基本理念是面向全体学生，提升全体初中学生的中

文素养（着重运用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互通性）；鼓励

学习的自主性、教法的多样化与有效性；引导学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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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认识优秀的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尊重多元文化；鼓励

各学校建设活泼、多元而又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 

在政府颁布的法令文件、基本学力和课程框架的

大方向指引下，教青局首先推出崭新的中文科课程的

架构；这种架构可概括为“一核两翼三力四维五基综

合”。“一核”是指语文核心能力；“两翼”分别是

学生在中文科学习中的共通能力以及价值观和态度

等两方面；“三力”指进行中文科教育时应着重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等；“四维”

是指中文科教学对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道德修养、

中华文化、审美情趣四方面的培养，以培养学生良好

的价值观和态度；“五基”说的是为了达到上述中文

核心能力，需从识字与写字、聆听、说话、阅读、写

作和运用综合等五个方面训练学生的基本技能，促成

学生在文学、文化、文辞和品德情感等人文内涵的提

升，最终将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中文能力运用于社会实

践，提升个体的人文素养（见图 1）。 

 
图 1 初中中文科基本学力架构图 

中文科的课程架构考虑学生学习中文的实用性

和人文内涵，兼顾对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中文科课程体系；对学校的要

求不分公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这种初中中文科的基

本学力架构图全部显示了中文科学习能力要素，初中

学生都必须要达成，各学校还享有课程校本化的权利

和义务。 

3.2. 在内容实施上：《课程指引》规划了中
文科课程校本化的完整流程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布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

架和相应阶段学科的基本学力要求，以法律的意志强

调全澳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必须达到学科规定的基本

能力；教青局通过《课程指引》对学科的基本学力进

行阐释和说明，各学校以自身水平为基础，使用“微

调”“收窄”“补充”“分解”“提升”等方法将

基本学力转化为校本学力目标后，通过师生的教学协

同持续优化初中中文科的学科课程。 

各学校在实施中文科课程的实施，并非是毫无指

导和经验借鉴的；教育暨青年局在初中中文科课程推

广之前，建立并实施《课程指引》，同时招募学校参

与其有针对性的教学先导计划，先导学校通过两年教

学实践，分享经验给全澳学校的教师们。教师们参与

中央的培训课程以及校本课程，既学习了学科课程的

原理，又能从教学案例中获得真实经验；在各自学校

主管部分的统领下，经过各自的教学策略再优化，再

与各校学生共同实施课程，形成各学校有特色的初中

中文科校本课程。各个学校的校本课程在家长、阅读

推广员、教育基金会支持者和课程设计研究者等不同

“教育持分者”的参与下，得到再优化再升级，因而

形成良性循环的优化升级流程，这个流程是自上而下

又从下而上的良性循环流动（见图 2）。 

 
图 2  课程校本化的流程 

3.3. 在教学方法上：《课程指引》细化教学
指导和优化教学资源 

《课程指引》不仅规划课程持续优化的流程，而

且细致安排教与学的方方面面。 

《课程指引》首先指出初中（即第三学段）学习

内容的三个维度即中文的基本知识如字、词句、段、

篇章、标点符号、修辞、文言文基本知识、工具书的

运用；同时要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等三

个方面来强化从饮食、服饰、建筑、器物到哲学、宗

教、文学、艺术再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文化学习；

还需要从个人、家庭、社会等多层面开展品德情意的

熏陶。 

为方便开展对上述内容的学习，《课程指引》给

基本学力的各范畴进行字母编码，对其范畴下属的基

本能力再用数字进行标号。如用 D 标识中文的”阅读”

要求，而用 D-4 表明学生需要掌握基本的精读方法；

D-4-4则是要求掌握精读方法中的叙述、描写、说明、

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最后根据教育课程框架进行

课时安排的建议：如三个学年共 20600-37080 分钟，

初一初二教学周均为35周而初三为33周，每周8节，

每节 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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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指引》对学习力的要求还有层递性和具体

性。层递性是指同一能力在不同学段的能力要求逐步

提升。以阅读“叙事”（编号为 D-4）基本学力为例，

从初一、初二到初三有逐步的能力提升要求，初一的

叙事（编号为 D-4-1）要“能理清文章思路、概括要

点和把握主要内容”；初三的叙事（编号为 D-4-5）

要“能从所读作品的资料、来源、思想观点、表达技

巧、语言文字等方面，评议作品”
4
。 

具体性是指中文科的基本学力在各校的安排下，

根据学校各项资源，有各自具体的体现。以《课程指

引》上附录的“初中教育课程先导计划-培正中学初

三级（节录）”为例。这个教学计划表是以 9 月 1 日

至 9 月 13 日为时间单位，进行的是单元一“选材与

剪裁”的教学安排。该校根据单元一的主题制定 23

个本校要实现的基本学习目标，这些学习目标分属于

阅读、写作、语文运用、说话、聆听、写字六个板块，

有分别对应的课时、主要内容与活动、教学资源来源，

对应基本学习要求编号。下面以第 22 个目标为具体

案例进行分析。第 22 号的目标是“广泛阅读、养成

阅读习惯、提高中文素养”；对应基本学力编号分别

为 D-1-5（即“能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

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每学

年至少阅读两部名著。）和 D-5-5（即广泛阅读文学

作品，获得审美享受，提高语言的表达力）。阅读的

内容分成网络阅读和名著阅读。网读是学生通过学校

的校本网上阅读平台 ECLASS 教室每周自行阅读，阅

读的内容是莫言吃事二三篇《吃的耻辱》、《吃的凶

恶》。名著阅读是每学段读一本，学生根据学校每年

自定的阅读书目自行完成阅读。 

为应对社会的需求，《课程指引》中规定了广义

的中文科课程资源包含学习材料、支援系统、教学环

境和学习空间；以“规范”、“适切”、“多元”、

“生活”、“有趣”和“启发”等原则来选取学习材

料。因此学习材料不仅以文字材料（如经典名著、文

学佳作、实用文字和报刊杂文）为主，还辅以视听材

料、电子媒体以及实物、自然景观等；澳门公办学校

使用中文科教材主要来自大陆教育部统编初中语文

教材，同时也会参考香港、台湾等地的中文科教材，

注意让社会生活资源和媒介资源等生活型的学习材

料进入中文科阅读视野，注重原著阅读和跨学科阅读，

特别强调要选择优秀的古诗文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

欣赏传统文化的价值。《课程指引》还提到资源的开

发和共享，要求教师利用资讯科技进行中文教学，提

供教学资源的网址，如教青局辖区下的教育中心和网

上教学资源、澳门社区资源和海内外的教学网络资源

出处。 

3.4. 在教学评价上：《课程指引》分享教学
计划和倡导多元评核 

与大陆语文评价有诸多不同，澳门《课程指引》

从理论和实践提供更“容易操作，比較完整”
5
的评

价系统。它在正文中明确学习评核理念是为了“优化

教与学”，对其功能、分类、原则、策略与方式进行

了详细的安排。首先从“排序、筛选、预测”和“诊

断、辅导、掌握”等 6 个方面谈评核的功能，既方便

学生自我定位，也有助于教师诊断学生的状况，根据

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来促进教学朝向更优化的

方向发展；还提出了检视中文素养、发展校本评核、

评核促进教师教与学等原则；注重结合教学拟定评核

计划、照顾差异、用参加测试回馈促进学生等评核策

略；促成除形成性评核、总结性评核以外，还兼顾“纸

笔、观察、口头报告、专题研习和学习档案”等多元

评核。因此，澳门《课程指引》在兼顾差异时注重评

核全面而多元，指导性和操作性都很强；公正客观而

又全面地检视学生的中文素养，形成符合学校的校本

评核政策，又用国际标准来促成中文的教学，从而用

评核真正促成澳门初中生提升自身的中文素养。 

3.5. 在实施推广上：《课程指引》配套了课
程先导计划和系列的培训 

在 2014 年、2015 年澳门特别行政区以法令政策

的形式公布课程框架和各学段的基本学力后，教青局

于 2016 年推出《课程指引》；同步邀请澳门一些学

校参与其先导计划，劳工子弟学校（初中部）、教业

中学（初中部）、广大中学参与其中。 

在附录部分，《课程指引》节选了上述学校的初

一、初二、和初三的教学计划（节选），还邀请广大

中学的多名教师进行课堂的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

语交际教学等课例分享；这些课例通过教青局的平台

分享给全澳学校，从而促进澳门的初中中文课程教学

朝向更优化发展。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对教师的系列

培训，教育暨青年局还不定期地邀请香港、大陆的语

文教育的优秀研究者给澳门一线教师做现场讲座，将

课程的推广进行理论的阐释和注解。同时教育暨青年

局。 

4.《课程指引》的若干启示 

目标、教材、教法与评价是课程的四大元素之一。

《课程指引》是在借鉴世界各地母语教学规律的前提

下，综合考虑澳门中文科教育和学习实际的规划；是

在澳门基本学历和课程框架体系下的学科课程的细

致指引，很好地阐释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学科评核，提出了澳门初中中文科教育的新思

考，给粤港澳大湾区语文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诸多

启示。 

4.1. 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整体视野 

澳门《课程指引》教学标准的制定既参考了两岸

三地的中文教育；还兼具有全球视野。中文科教学的

评核标准既要多元动态，还要紧贴世界赛道：如中学

生参加 PISA 测试权衡 15 岁学生的阅读素养、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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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PIRLS 比赛来查看阅读的需要，从参赛结果中确

认学生的位置，为师生共同探索未来中文科教学的努

力方向提供了标准数据。 

为了编制与《课程指引》相配套的澳门本土初中

中文科教材，教青局组织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编撰了澳

门本土教材《中国语文》；推广《中国语文》时组织

相应的培训工作。这些教材使用、教法的采纳、评核

方法的多元，使澳门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具备立足本

土放眼全球的整体视野。 

4.2. 制定有法可依的课程改革法规 

《课程指引》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法规实施的

中间环节，也是基本学力、课程框架与学科教学的紧

密结合，还是各学校依据自身情况进行校本课程的重

要凭借。在制度层面上，它关注所有学生基本学力的

达成度；在实施层面上，它尊重学校选择的多元性；

在管理层面上，它考虑参考内地、香港、台湾多地的

语文学习标准，按照世界母语教学的趋势制定学习理

念；这些有法可依的课程改革法规和有路可循的校本

课程实施流程，为全澳学校学生指出中文科教育的方

向和未来，也可让教师按章进行日常的语文教学工

作。 

4.3. 建构并细化《课程指引》 

澳门政府所规定的各学段学生必须达到的基本

学力类似于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

准》。因为这些标准有高屋建瓴之效，一线的语文教

育者其实并不知道该怎么做，需要仰仗教研员的解读

和主编们对教材的解析；由此可见，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指引是一线教师的刚需。基于自己城市的特点，澳

门教青局制定《课程指引》，是恰到好处地解决了上

述的需求；它还真正地细化了方方面面的指导：如简

述课程指引的架构、解读基本学力的要求、对校本学

历要求的制定和课程内容的建议、课程的具体实施、

学与教资源的介绍、学习评核的原则和方式等。《课

程指引》的附录提供了教学计划示范、教学案例、中

学中文评核的实践，方便全澳所有教师观摩与学习。 

4.4. 推行先导计划和获取系列资源 

为了《课程指引》的有效实施，少部分学校在教

青局和专业团队的指导之下进行教学实践，然后再将

先导经验分享给全澳老师。不仅如此，教青局还进行

一系列的专业培训，提供了各学段的教学资源。为为

教学设计奖励计划的有效实施，教青局邀请内地优秀

教师来澳交流计划。例如 2021 年 11 月，来自陕西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和来自广东广州教师为澳门

的教材施行进行了经验介绍。教青局还舉辦不同教育

階段各學科的“骨幹教師研習計劃”、“教師研習

班”、課程發展座談會和講座等，提供了教育培训课

程讲义、教师杂志、教育文摘、动感教育等学术交流

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澳门初中中文科的教育还有来自

纵横力量的支持。当澳门中学教育陷入困境时，教育

基金会按照法律要求给提供相关的经济资助。例如中

华教育基金曾提供经济支援，来资助高水平的教育团

队对全澳初中教育的进行深度研讨，提供研究结果供

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 

另外，澳门文学创作出版和活动的繁荣，“形成

人人都喜欢文学、全城都充满文学气息的景象。”
6

这些活跃的本土文学既是澳门地域教材《中国语文》

范文编撰的重要来源，同时这些澳门本土文学接地气

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澳门初中中文科的教与学

的氛围。 

 

5. 结论 

本论文主要研究澳门《初中中文科课程指引

2016》，从教学改革的历程探究澳门初中中文科改革

的法律背景和发展轨迹；从《课程指引》的目标、内

容、方法、评核、实施等多方面进行评介，提出了若

干启示：如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视野、建构有助于教

育改革的课程法规、构建并细化《课程指引》、提供

有关中文科课程资源等。这些启示，在一定程度上，

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语文教育提提供了深度的思考、启

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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