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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官立;英文師範學校(1926-1941 ) 
新界基礎教育的開拓者

方駿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在

一九二六年，香港政府為發展新界的中丈教育，為拔地區的小學培養合格教

師，成立了大埔官立，芷文師範學校。迋所二戰前帝r Jt.地區的 f最高學JitJ '與
港島的官立漢文中學的範部 (1926一1940) 、'ð"立女于漢丈師 j筑學堂 (I92C 一

1941)及官立夜寺院 (1935-1941 ， 1945一1950) ;吳文師資班?為當時香港各區學

校培養、培誠合格的，丈丈師資。自創立刻一九四一年底的香港淪陷而被迫停

辦為止， );!j 師前從一共招生十六屆。.lj!.業學生十五屆。由於它 1'f1t嚴格的訓

練和考核制度。學生素臂相對較高 I 即使那些曾在埔卸車學但未能頌歌、華業

發書的學生，也深受新界鄉村學校的歡迎。論師輸出的，:(i.業、結業生，作為

新界且從教育的開荒牛，封該地區的教育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搜尋

丈獻資料的向時!訪問數位曾在埔師學習的現已年介書主黨的前輩教育工作

者，盡量跤，青這所已經逐漸為人遺忘的早期師範學校的發展線索，並在此基

礎上，探討其教育實踐紛成令香港教師教育的成示。

前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香港政府教育嚼，為為了發且還新界地隘的基礎教育，

為該地區繪著是合格的中文小學教鯽，成立了「大埔官立法是文師範學校j

(T缸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I) ，簡稱「井圳市J '教育說J任命高級視

學寶森仁(白條任該校的第一任校監(一九二六年至三六年教任，三三六年

至三凶一年閃出高級視學1言，尹耀!蜂擔任此職) ，經以會立努子漢文絲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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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Y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Men, 1920… 1926) 的第…腦 (1922年)

是事業生機本照為校長。

作為第二吹1投界大戰部新界地區的「最衛學府J '埔的與浴鳥的

官立漢文中學師純青[5 (Normal Di、叫on of Yernacular Middle School 

1926-1940 ;前身為當立男子漢文郁純學金卜會立女子漢文的純學堂

(Y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1920-1941) 及會立夜學院

(Evening Institute, 1935-1941, 1945-1950) 漢文飾演班 p 為當時香港各

鼠學校精華書、培訓|合織的握在文師壁畫。自劍立到一九凶一是F底凶香港i侖

的H古老liiili停車的!為此，划i帥的後一共扮':t十六駒，司主樂學位=-1日五鼠、六

十人，外加教俗Jj~此的蟀業生。出於它實行嚴格的訓練和考核制度，

學生家教相對較高 p 即使那些曾在總帥求學位鍛終未能吃賀敬差事業經書

(教師文憑)的學生?只要願意教書? 也深受新界各~鄉村學校的斂

迎。 i禱告1月1俞傲的舉榮、長;jt草~(i. )作為新界墓礎教育的勝于在牛，對該地

區約教育發展起了讓婪的作用。本文字去搜尋章文聽說資料的同時，訪問九

位曾在埔師學習閃現已年介七十七至1八卡八歲的 ~U~教育工作者，錯!

靈理論這所已經逐漸為人遺忘的早期飾總是與校的發展線室主 p 並在此3基

礎上，探討其教育實踐給現今香港教師教育的敗法。

成立背景

埔的成立時 E 且在中英青青閻政府代裘李鴻章 (1823-1901) gln聖約樂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一1915) 簽署親借新界予榮嘉明九十九

年的《艇拓替港界扯著軍條》均不足三三十年。當時的主rr揖l 人;壞稀少，社

會經濟發展綜後。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時，港府發表十年一度的人口

調查紛來顯示 全港人口八才五萬多 3 其中在港島的約的一半，九龍

二十六萬多，護民六千九1百人，里就貴的發港全境九成左右的新界只有

九衡六千多人 ， i堇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1;易絢建、蘭奇皇島(遠、練{金榮，

1998 '頁445) 。

w此相對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新界的新式學校教育極不發

遠。一九二六年、新界地歐共有一百九十一間規模最最小的漢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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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人數個千八百九十，平均每校二十五名學生，一九二七年，新界

漢文學校總數一百人十五所，學生五千三 s七十五，生華校平均二 1-九

人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7, p. 04) 。那時新界的兒豈宜，失學情

況般裳。與重量?鑫八IË九成》女主豈甚至三高達1芽分之九十九(鄧承基 p

1973 '豆豆 30) 。

新興新式學校教育的落後，一方前與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

闕，另一方間也與洛英政府長男男忽視中文教育有很大mm係。替港教育

的發展，ì'i[分為中、英兩f簡體系，{造者司'E政府的挾持下，到二十世紀

一十年代，建立了小學、中學及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頭1箭發雖然一

道是香港華人教育的主流， í.且所受的官方資WJ卻極為有限，大部分都

是私人從胡平。在重視英語及精英教育的政策指導下，港府對中文教育

的支持和監管?在二二十年代初只局限於下述幾芳商 一川在補肋骨干IJ Jî

反津貼辦法下， r的一些Ifl教會談關總經辦的中文學校提供小敏~D)J ; 

二，對新界部分私人獨辦的鄉村學校，每年給予每{古學生乏必津貼 3

2支 p 按照一九一三年教育法案，巡視依法在教育詞署發言己的私立學校

(主廢武， 1997 '資料6-447) 。

一九三三年初的香港海員罷工及爆發於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

工， -}JílÏÏ給香港帶來強烈的社會經濟動黨員和反英情緒(處權縛，

1997 '頁385…398 ; Chan Lau Kit-chi時， 1990, pp. 195…197) ，另一}J

ílÏÏ卻對香港中文教育產生…些正在百的彩響。總、飯盒文泰( Cecil 

Clementi, 1875…1947 ; 1925-1930年在任)意識到，離開佔人口總數1言

分之九十八以上的華人 3 香港不僅談不上繁榮 3 誰~!f:存都會受到般室主

威脅，若在~保持本地政鬧的穩定，就不能排斥還會人。為了緩和港府只

是害人的緊張關係，他打破臉來行政為不譏華人參與的傳統，委任商界

名1晶u苟義等Ii[ (1861-1959) 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寫的、 i為仲芋， 1994 ' 

頁 144-- 145 ; Spurr, 1995 , p. 156) 。此外》港的對中文教育也採取了較

以前積極的態度，予以可定的支持(吳f晶質霞、鄭泊之攻， 1989 '真 171-

172) 。

要堅發展1::港特別是新界的中文教育，解決師資短缺問題最為鷗

鍵。 J爾帥創辦直1])可靠港已有兩所全封串IJ漢文師範學校。…!亦是專門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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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男教員的寫立男子漢文師能學堂，衡稱「討自的。該校主主於一九三零

年，初被於?奇李鴻道中華種奇心|吭，一九二六年三月併入新成立的當立漢

文中學 (Vernacular Mi通dle School ;後1ff;紀念促成該校建立的合文著手前

於一九五一年改名為至全文著急中學) ，成為葉帥飯都 3 位亦有包指教育詩

辛辛官員在內的不少人商量綴以晴立男子活在文帥純真醉翁j稱之。…九三九

年努港約2育學院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草草草5護自教育學院前身)成

立後，該校(即將純吾吾)於一九四零年七月在途退讓後戶路舉業生時停

止運作。二十年闕，問自軍總共輸出了一百一十名學業生(漢卿校史編 611

委員會， 1967 '頁 11-12， 26 ; Director of Educati冊， 1939, p. 014) 。

另一所漢文師範學校是它立女子單是文師級學堂，簡稱f女自駒，

是香港膝史上僅有的一所專門培養女教員的師靜11學校。該校ilHl1h''，:可

丸之零年，設於庇單單產士女絞。香港師資學院成立後，該校於…九閉

一年七月最後一屆學生學尊重ß守停瓣。在1幸存在約二卡一年時間草ï;，女

;市一為:由香港科技專科學校 (Hong Kong Technical Institute) 師資級第

一路 (1916年)學業生|揀逸馨女士擔任校長，總共1音發了二8零二名合

格教師(還在師校史編 rp 安員會， 1967 '頁 13 時，鉤 Directo[ of 

Education, 1939, p. 014) 。

此外，成立淤…九零七年的香港科技專科學校在農f之苦醫院內開設

誰是文師資班 (Vernacular Teache呵'Class) ，街串iI在穢的非合格教飾。該

校的是夜間上課 3 俗稱「夜締J '一九三五年正式改稱官立夜學院

(Hong Kong Governme肘， 1935 ， p. 024; Ng Lun Ngai-ha, 1984, pp. 115一

116) 。夜師師資糙的謀殺為其時三年，差事業生的資格受政府認可(阮棠，

1948 '直是紹;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11) 。夜師在日 i台時期

被迫停瓣，單單後建新閱讀羊，直到一九五零年。一九…四年芳，一九五零

年期間，夜師還是文師資就總共I音靜11 了的8五十五名被二月說教飾(漢飾校史

煽月l委員會， 1967 '頁的 22) 。

?f. jj，"'英文學校師資的培裳，則出一九一七年鐘玉立、一九的到一…年因

戰火斂，迫ßfl闊的吞港大學文學院的師胡11系 (Department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Facu1ty of Ar峙，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九五一年前皇大

文學院重新主主立的教育系及一九七六年脫離文學院布獨友設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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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的身)和香港科技專科學校的英文師資班 (English Teachers' 

Class) 負賞。前者重重點培養紛前教師 3 後各則訓練~f合格的在職教締

(Sweeting, 1998a, p. 4; 1998b, p. 2; 1999, p. 7;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8, p. 1 11)。

然而， r 日帥j 、 f女自郎、「夜帥j 、港大的商11系這些是位於港鳥的的

新i機構所培主要出來的主轉業生沒人般意到當時生活條件艱苦的新界農

村。據已故「新界學j權威邱東問億 3 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界鄉

村仍然過道r r半原始生法j 鄉民們住的通常是極光遼闊的幣5章，凶周

多數~~\窗，惟有3藍天井流通空氣 2!!說明一般都用火水燈，光線靜時，

吃的則支要是鹹魚、青菜，弱肉極少(Ií~棠， 1992 '真153-155) 。一九七

三年) t爾自車前校長陳本照凶愴的十多年前的fffr界情形時 3 有語言樣的描

述 「背余任職論自市之初，問學自;JL青甚遠大埔， 1，倚在冬之夜，空軍月不Tf

夭 p 火車抵沙的，主拉諾區外學 s 凶盟f如漆，車站、~~票、至1燈三三繭，獎

獎如鬼火 2 菱苦尋遜，為錢 (J駒，三吾吾舊病 3 羈旅視為居是途，在華疾亦常見於

大Jffl ' [問學生華以為苦，余百);瞥，您晶l(:!I[之草鞋蚊症J (除本!頃， 1973 '真

5) 。當時民間的說法是，大將此i遍野生長的馬錢學含有海素，滲入地

下後會導致附近飲舟山水或井水的鄉民身體獵弱〉加之山中蚊多 3 居

民易得攘草草或資腳病(縫i學;棠， 2000) 。從這種情況之下 3 雙解決新界

教師般童不是的問題 3 惟有靠自己捨簽了。 九三點|年，時任新界被

學1吉、旋於同年幣(王官立男子漢文締範學盞，校長(1924-26年在任)的資

陸1;修 (1903-83) ，建議政府持;新界設立一所仰望苦訓練學校。在省港大罷

工事件的催化下，埔師於一九二六年三月正式成立(當是綁校史總印委員

會， 1967 '豆豆26-27) 。

校舍

士講附在主之間辦的卡六年裳，校對i三變，一:或租f身自己房為校舍，沒有屬

於自己的問JE)佼濁。學校 F@IJil'J立的時候，校舍在大t剃了!聽街五十三至三

五十五號。第二年 (1927) 租用北感街五至七號作為隸主宜，改仁與街校

舍為師生宿命。一九三三年，學校全部進豆豆錦山話是家路(波鐵路 11.1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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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埔締約校舍

年份 校址

192已 27 大捕;仁興街]Ï ~I 三、五十五號

1927-33 大埔北錢街頁、七號，化與街五 1- ，豆、五卡五 WR

1933-41 大埔錦 11J i!Ii家!lií l近鐵路山坡處)

處) ，租照那裡朝北方向的六座大撥中的直至在遼闊康。一九三五年，埔

師平等級用布鄰大縷的上層(見我一)。此三三處的地址仍在，但原有房廢

今已不存(練本照， 1973 '真5) 。

埔飾的三個校舍繞線都很小，設備也綴筒111里，沒有草草動場池，更

談不仁見是林圓圓的ducation Dep恥1ment， 1939, p. 014) 。錦 lJJ校翁只有

一閱兵馬軍豆和一問八月且是校長陳本，~(l私人藏書的綴書宣言。師生的教學

滔動、學習岔開狹小。機下是教裳，機上則是師生宿舍(巫文彬，

2000) 。即使照當時的機誰來衡量，也控豈非理想。

教育當局也意織到為1甫飾另畫畫一所合適郁詞11校舍的必要。一九

=九年 3 教葡萄早早正式提出在 1:水吳痠村為埔飾興建永久校舍的

計劉 徐教室外，還鏘有師生宿舍、運動場地等。可惜這一車互關後因

之，戰爆發而成?但彩(陳本照， 1973 ' ]頁5 ; Education Department, 1939, 

p_ 014) 。

師資

j諒自車前後一共有七位男佼講師。這跟學生全是男生存闕，也R~當將極

少新界女?生接受絞高程度的教育有聯繁。這七位導師說非同時我總鯨

任教一一通常的情況是，何一時間學校只有包括校長絞肉的階.3':=

位教師。早期幾崗，士禱告市只有校長隊本照和導締陳毅兩人。其中練衰

擔任飾一和師之兩級的級主任，練本照珠(王師三班主任(文伯領 p

2000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6一1935) 。

埔8軍校長-]畫出練才~p.頁擔任，他也是H使白的一位自始至終在該校

任教的導師。練氏一九三三年專業於1話，立男子師純學堂，曾從i巷大中

文系的開山與'-1且各儒盛大典研習器是學，並完成普車文師級深造班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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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Government, 1926, p. 0鉤，丕齊樂， 1996 '真292-293) 。在埔

飾，他主要教授閻文和經學。在學生心位中，他是一位要求般格、(包

待人親切的良師(訪時製憫， 2000) 。

陳毅先生也曾經在會，立男子師範學堂，求學 p 是男師第三屆(1924

年)學業生(漢卿校史編印委員會， 1967 '真 JI) 。在:I#ì師，他除教授關

文、算術外 5 還幸在授教育學、教學法和學校管膜。他的教育理念在他

三十多年後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路錢一斑。他認為 3 學生應該德智

體三三資金商發腿，問促使他們在這三方開發般的原則有七心 f不是外在

的他力塑造 5 而是內在的感染問化》不可從外向內參入， il有要血肉 fbl

外吸收，不強作單方的潑驗，防務求多方的是史發;不看重知識的授

予， jj有注意本能之擴展》不計較現殺之收受 f盯著:眼將來之自 E蓮，不

鼓勵返鋒於搶先，i)哥哥!毒害蓄勁以待後，不企室里其儉學秀發 p 間關切其

根本是荒野草雪原J (i煉至l' ' 1973 '資22) 。

園為教師人數有限 5 加上課程艱巨藍不算;艱漾，所以埔帥導飾的手于

自分工立主不;明顯 3 往往一人要教幾個科目。這可以從表二發出。檢部

分瑜、的藝生防憾，這七位導師所任教的科的如下

眾之 埔帥的草草草草及其任教科目

姓名

持k本照校長

帥，衰先生

綴著在陶先生

林紹光先生

翩縱曹先生

間I~聰先生

睞:1-'倫先生

任教科臨

國主、經學(儒家總典)

3辛懦、關:y.、教持學、教學法、學校管理

教學法歷史、 J血腥

生理衛弦

I血型l' 算i耐勞作

體育

艇和

對料來源 埔佈問學會會刊編輯t垂員會 (1973) ;文伯恆仗。00) ;左手其彬 (2000) ;駐文彬

(20C 日) ;張枝鱉 (2000) ;號黎 (1999-2000) ;繹j端諱; (20001 ;胡1M且 'J] (2000) 。

學生

埔師的學生全是男生。新界地霞的傳統私塾〉學畫畫多男性，女校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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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少。二二十世紀初 p 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收益譯詩懿

墟設立一倘名為全完發室 (Chuen Yuen Study Ha!l)的識字班，草草收十

二歲以上的男女學議，開創了新界女子教育的先河。此後 九心二年

防設的一所小規模上7](女子學校及一九一五年劍鄉的元朗南邊闋的真

光女校 (True Light Girls' School) ，都為推動新界女子教育作崩了不少

黃絲(何怨、儀、游子安， 1996 ，頁46) 。但總體來講，幸存界女子入驗正

式學校的仍然很少，適齡女主黨的失學來廠商(到17京舉， 1973 '真30) , 

專門在新界設立類似官立搭在文虫子翎]純學堂的師訓學校的迫切性顯得

不足。

埔自市多數學生只有小學主事業程度 E 有時小學未畢業的都可以入

學。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聲{創新界沒有一所中美學一一新界

第…B暗中學元朗公立中學創立於一九悶九年(充飢公立中學， 1980 '資

1 ;際機彭， 1986 '真的0) 。由於早期鄉村學校規模很小，設偽簡約 9

教師多數「…紛紛J (邱來， 1992 '里 177-178) ，雖然教育常為在一九二三

九年對學校課程司守所規定，很大部分學校無法做到，所以學校私塾成

分仍然;如晨，偏愛文史。這些學校的男主業生在入被埔約時通常己具備

一定的文史知識之k亭。如一九三六年進入總帥的張校繁先生，小學暑蓋

其是時 3 不僅能背誦《千字文》、《三字在齡、〈玉宇文》、。曾Jl~質文》建專家

科員物) r尚且還糊的論語》、《孟子》、伏學》、《中)為》得儒家竟經典恢

校繁， 2000) 。學生無論文入學繭的交部11背景如何，只要通過埔飾的入

學試，就可以入綴，除此向學間的年曲?參是是較大(音是茂芬， 2000 ;謝聖

明， 2000) 。

間為埔帥的~校宗旨是為主~!f早晨與校培養合格中文教鯽，所以學校

所收的學生~ , ~基本上是新界的背少年，偶爾也有來自中單單火陸鄰近地

區主如深圳的學生。本港的學生喜事業後，一定要在新界學校任教(條本

H~ , 1973 '頁5 ; Hong Kong Governmcr前， 1939 ， p. 014) 。

i南師的訓練及升學要求均很嚴格，入學後5J在不等於每年可以自動

升斑。學佼者考試不合格，就得留級室主綴，竄到考試合格為止。升級

的人數逐年減少，三三倒是!三是在的學生人數是金字熔形。iEI芳l為如此， j爾

帥學生有的要IZ!I~六年才能畢業， 1陸3更不能主事業 (5畏察， 1999…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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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彬， 2000) 。凡不能通過的教為前草書考試委員會主持的主事業紙的倫

三學生，均不得畢業。從一九三六年5至一九闖一年，入撞撞i甫的的學生

共有十六鼠，其中十五且還舉議室。皇室屆及格學業的 5 少則一人，多不過

人，、 3 十Eî. J商品息共主體業六 1-人(漢師校央總印委員會， 1967 '豆豆23…

訟，巡文彬， 2000) 。詳情兌表丘。

表三 場驛歷年在學及差事業λ數

年份 iikr:可錄取額 平均校學人數 成功畢業人數

1926 30 24 。
1927 59 42 2 

1928 34 27 4 

1929 37 31 5 

1930 3的 31 3 

1931 35 26 3 

1932 36 30 

1933 45 37 8 

1934 41 29 5 

1935 42 39 5 

1936 44 40 4 

1937 43 38 4 

1938 47 35 3 

1939 不詳 不符 4 

1940 不符 不訴 5 

1941 不許 司、吉T 4 

總共 JrfJ\超過600 單單超過500 以)

資料來源 Hong Kong Govemmcnt (1926一 1939) ;漢師校史縮印f委員會 11967) ;巫士將

12000) 。

出於埔帥檢察制度獻給，學生學習質壘辛苦保證， r是以捕H陪同學，

在戰後津貼學校教師之銓敘，即使常在校而!喝師二，亦f專列入時i級J (陳

本照， 1973 '資4) , l'fI乙級教師的畫IJ分，始於之一1-世紀五十年代初。

所謂甲級教師， ~[J受過政府認可的正式師級訓練的教師 p 而乙級教附

則是那些未受過港府認可的的純絨線的教師。埔師差事業生一入i織即可

成為甲級教師 3 話而那些未能順利互轉業者在校任教…段時日後也能i轉入

l'fI級 (5長錢， 1999-2000 ;給灣來，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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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j爾在前為家居遠離學校的學生提供宿舍 3 費用全兔。宿舍就在綠三室的上

險。在校住宿者「起JlilH鼓{多有定時，夜自修則首當然寂靜 p 清晨平繳 3 踩

在嚴寒 3 甫平瞬尚書毒草華徹1m腎。.'E衛生書本、被席、巾 p 以至三一筆之

微 2 必盤齋如序J (!東本照， 1973 '頁 5) 。校長陳本照先生亦住在學

校，他是兒郎擔任千古籃'!f'.晚巡視住校生的農緩和晚自修情況。星期六

下午和星期夭 p 住校生可以劉家過過末， {包星期天的晚上一定繁返的

學校進行攻自修 3 所以實際上位校生每過只可以辛苦…晚在自己家裘皮

遇。在這樣的管且還之下?學校的學風非常f嚴謹、純樸;無華J (黃茂芬，

2000 ;謝整膀， 2000) ，多次受到政府當是文視學1穹的t贊賞: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8, p. 022) 。

凶為在校居住，所以學生踩在尊師接觸的哼!聽較多 3 師生關係較

好 門叫餘年間 5 同學毆不易有不↑的}之色》為自車亦未見看疾厲之辭，師

汝之間 p 如父兄群Ã聖王子弟J (陳本貝說， 1973 '真4) 。導飾平時不但教

授專科知織'Ji:能進行身教 9 著教終身教真正統一。

學'È自己組織路食豈是真會?有專論!對自准為他們史事備飯菜。膳食費用

學生關付，每月大約三至凶元。但仍然有家住大埔接豆豆粉嶺、上水的

向學悶家境困難而選擇在1家吃飯，或步行!ìX;騎車，風尚書里閱(張三雪，

1999-2000 ;說t盤時另， 2000) 。

陸!於學校的各項設備簡陋 3 端的的校闖生活相對比較旦真誠。學

校搬了在錦ilJ後，平時學生的主要耳目體育活動是打真正毛球和排球 3 課告幸

閑談的去處則是校長陳本P-R 1苦，澀的小型關審~)春夏季將會組織

辛苦干次對炊。 f議?這'條件較室主 3 但大家都很珍惜在這所當時新界的「最

高學月刊學習的機會 (Æ文彬， 2000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3 , 

p.022) 。

古來牙呈

瑜的學制除第一屆 (1926-28) 為兩年外，其餘皆為三年劍。延長學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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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原因是學校發琨接受兩年阿靜iI的學生水平侃侃 p 不足以勝任鄉村

小學的教學工作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p, 014) 。

繆管科間方面 n 除自市級科外，直豈有關文、作文、品頭發(儒家綴

~14卜算偽、歷史、地潑、生fll!.衛生、國獎得;科。生瑚!衛生、自哥華縣哥哥寄

自 li 多 i被大 i兩種奇周醫生和函林局官員等非學校正式導飾擔任(1辣本

照， 1973 '頁5) ，彈體育、勞作等科仿辦時沒有，三十年代起劉絡中

文課教委員衡訂定的《中小學課稅樑準》而增設，教師有時也是邀請

外商有識之士擔任(謝!真是明， 2000; E吐ucation Department, 1939 , 

p， 014) 。一九二九年港府頒佈《中小學課程樣講起} ，要求公私立學校依

例施行。小學藍眼程包括劉文、 3專學、燈史、地理、公民?有古龍、待J'ì.、

英文、體操、音樂、藝術吾專利(吳偷窕霞、鄭赤軍長， 1989 '資 177-

178) 。

埔師'1:1兒關文、經典。歐文三主要議《春秋》、《左傳} ，經學員自重點

青幫締結苦?、《溢于)，副校長陳本照親授(陳本熊， 1973 '直在5) 。這樣的

偏岡|凍本煦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及訓練有一正在約翎係。險氏本人

在文史方闊的學養i架R事?已身節衣縮食H著重重由 t海中華吾吾吾;)苟於一九三間

年3\:三三一年鬧出版的全套《關部備要} (七十年代贈給香港中文大學) (，\在

文彬， 1973 '苦苦鈞一28 絲j學棠， 2000) 。他認為《論語》為「五綴之管

幣 7、可是每之H俊扮J (條本照， 1973 '真5) 。…九二七年，政府漢文校學

官在其年度級檢巾，認為埔飾學生的漢學功底時勝溶為的 f 的師J 、 f女

控制學生一簿 (Hong Kong Government, 1927, p. 024) 。

一九三九年的《中小學諜罪是標準》規定小學閱設英文章果，但由於早

期的香港教育當局，言重視討r[g[學校的英文教育，對新w鄉村學校採取

基本上放棄的政策 p 不作特別的要求(注廢紋， 1997 '頁422) ，所以當

時新界的小學一般均不總設英文諜，蚓i師也不;教授英文。

trtl飾的話己分規定是 2 各科以一夜分為滿分，五十分合格，凡列為

考試的科間，必須絲不均分合裕。國埔師家來童視中文，所以作了止一

科，不可月jJ主他科目的分數補救，必須合格，才能升級或主事業(巫文

彬， 2000 ;夸其彬， 2000) 。隔一考散文一篇，絲二考散文、偽扎各一

籍，師;三懇請是試，考散文、信扎、史論各一篇(~在文彬，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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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課本主要害購自中華書畫書鳥、商務印吉普做出版的有關發緒，導

師閃出書名後，學生自費購貨 (5晨，祟，: , 1999…2000) 。

IÌI於)f信仰的學生要去鄉村小學任教，具備基本的農業知識是必要

的，所以埔師學生除了學習農科發本知被外) i選婆進行農場實腎。錦

i訓時期的埔帥，實彎處塌地:tJJ:在今眷 11軍閻明、主教室聲院附近) ，自在校舍

約二「分綴步行E各種。教的;自時將學生帶到農場，在目主才貨物進行授

在啦。主要的則是學'ì線餘輪流到i此地淚花種萊、施nE除車，在照著農

場的同時，增加I@I 身的農業知青說(李其彬， 2000) 。

i前帥的的二的三學生主要進行教殼，質習。貨發生也點是大楠、附近的小

學。與繞行香浴的師認11院校的通常做法不同 3 埔師的實習並不是學生

整段時間(如一學生F外 tt\實習…至二假月) , I1它是學習中拍一些時間去

質習學校試教， 過 裳: (文(自餒， 2000) 。 通常是 位名師帶皇島個學

生去一所學校，發他們實習，並進行記錄， I到校後符t臨行諧音于分析(文

的恆， 2000 ;游樂盼， 2000) 。師三繁榮試中吾有教學賞，會一科。由教

育詞是守派一位商級視學官(考試委員會成員之一)親臨埔締綠黨 3 考察

學生的教學表現(如…九三九年的高級視學官兼埔帥校盟主尹耀畫筆膽

怯) ，放記錄評分。事先邀請大捕一間小學的六年級學'ì三十人在本I ' 

來埔師教三~J:.線，韌的;三參加學業試的學生輪流試吉普〉星星目的該車在考

官臨時指定，考古拉無法事先史學鏘，只在依照教師平時所授的教學法 3

隨機應變教直接(巫文彬， 2000 ;張校繁， 2000) 。

學生郎…飾二時的考試， IÌI學校街己支持。值的_.舉業試，貝日出

教育向發統一出卷、改卷) J禱告市草草飾不參加，試卷收齊f是針好交人帶

I巨l教育向學(文伯恆， 2000) 。在徑教育數為考試合格後 3 准予""棠，誰

介紹到新2月t鄉村各校校教(鄧承學， 1973 '頁31) 。事實上，的為埔師

每年只有機少學生學業 3 遠遠滿足不了新界各隘小學的衛主要) J惜的不

少學生在舉業前已有鄉村學校通過熟人預約(謝雙明， 2000) 。不像拿

到教育署和Jl!l師聯合頒發的教師文憑 (Teacher' s Certìfìcate) 的是事業生人

人受JI學 3 就全區那些未能I11賀科學業的學'1'只要害it里教書，也向樣能夠謀

到教職 3 間目車進少獵人需要去西震、沙TIJ，I角和大破1 山等相對更加偏遠

的地區任教(豈是茂芬， 2000 ;草草草草棠，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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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師對新界教育、社會的貢獻

織俯在其街辦的十六年中 p 總共士當需要了六十名主事業生和教仿ffN七的辦

業生。他們在新界各區學校就業 3 成為主持界基礎教育的關于在牛，畫藝路

墜青畫=為該地[iI[教育的發展作出了意大的室主獻。

一九七三年啦!圾的《埔師同學會會于Ij} ，筒介了1m j-閉{立埔師是事業

生，這之中 3 曾經對曾任或告當時正在擔任校長的有二十六人，接近六

成。除一人後來轉往其藍鳥校教外，其餘凶十三{立全部在新界各處學校

任教(李其;彬， 1973 '頁60-64) 。

織lflì哲學業難重量的|淘繆中，不少卓有成就，這褻{革列舉斂{立。…九

三九年是事業生張校繁先住: (1920…) ，向自!關學校後 3 一直在新界博文

學校任教書從一九闖一年到一九八零年退休，長期擔任該校校長。張

氏主義先後擔任新界多所學校的校叢、校餒，八十歲高齡時 p 仍擔任j~ì

帥紀念學校校里在及長長德學校、;其;織機緣學校和火t市公立學校等校的名

幸學校董 3 佛教大光中學校議會主席。社會服務方函，曾擔任新界學界

體育協會、大埔文藝1海自主會、林村辦ß0f9í主席以及新界地域主豈有主總監

等1歲十多年 (5長校繁， 2000) 。

5罷雲先生 (1924- ) ，一九三九至間一年就激於梢師， I渴盼本侵{古

香港而被迫停學。一九凶九年自戰後創辦的官立:鄉村絲絨專科學校

(Rural Training ColIege, 1946-54) 學業後，長期在大埔汀角絡的胡德

學校任教，直到退休。張氏在執教之餘，潛心畫畫藝，飾從辛苦名閻登大

師趙少昂(1905-1998) ，西洋謙和劉語言的造詣均很深厚。自一九六六豆豆

九七年 3 先後舉辦十吹憫人頁數艘，其中六次在港以外，包括一九八三

年在瑞典、一九八四年從倫敦、一九八五年從組約、一九八九年在英

關寫埠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一九九悶年在曼徹斯特、一九

九五在深圳舉行。出版畫畫集三三木，計有G長繁華書鼓勵 (1982) 、 {s畏雲速

主詩集} (1984) 、《早晨雲畫畫集} (J 997) 。現任埔飾伺學會會長。

另外，第八屆學業生彭富有發曾任新界鄉議為第十七關主席 (1966…

68) 愧可界鄉議舟， 1996 '頁5 劉偶和， 1999 '頁67) ，第二腦專業生

際有才曾任鄉識為第十八( 1968-70) 、第十九( 1970-72) 、第了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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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n一74) 屆直到主席(新界鄉議舟， 1986 '豆豆45 ， 49) 。陳有才先生還且要

任新界學界罷體育協進會會長、北處處議會非官守議員、于]鼓獵手自 1事委

員會主席、上7}( ~ç，贊美學校校盤、于1鼓嶺昇平學校校望在、打鼓主益沖洋學

校校盤是專職(新界綁在義舟， 1986 '頁 10) 。

埔帥直喜'i ì還積極創辦了大捕師範學校紀念學校 (Tai PO Normal 

School Memorial Schooll 。他們於可九五八年提出此建譏 p 從此關始

鋒做經費。很多埔師校友捐款一千元，適從當時紛議，於他們數月的薪

水(論約問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 1973 ' 1'( 52) 。一九六一年佼於大瑜

錦山的紀念學校順利建成，其it校經變…半 IÍI政府出資 3 另一半 IÍIJ禱

締向學;每縛。紀念學校初期為上下午級學校，然有 t 二疵，一九九七

年閥始改為全院制小學(大繡的能紀念學校， 1999) 。

埔師教育實踐給我們的狀示

雖然繡的規模很小，只辦了十六年 2 頁司主j 停辦了近六十年，但它仍有

一些做法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佮鑑

一、寬入品走出

埔的實行三年制，全校僅設三三班(每級一班) ，加起來全部人數不是一

首。 IÍI JÌ~士學校考試嚴格，不少學生不能順利升級或學槳，/!IT以粉飾十

五蹈學其是學生中，只有六十位學其是 3 平均每屆間人。火約每十名入該

埔帥的要與生吽I ，設終一名得到教師吉聲響。這樣的結果 3 也許立主不是最

理您的， 1ê嚴格要求及進行質學;把關?質是好事。 i商品F在這…方區的

做法〉值得王克今包約的詩11機構在內普通貨行嚴草草寬出的大專院校偕

鑑。

二、豁免學費

埔師學生u鼓童聲不用繳交學漿， 1主微不fIl付衛星費，憔言寄自{才在校1養費。

這種經濟上的支持，對當時絕大多數新界學生來漪，有很大的吸引

力。這個良好的做法 ， ìl單於香港第一所師前11機橋一一政府在單純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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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Normal School, 1881-1883) ，並為後來包括發立鄉村師
級專科學校在內約多所帥純院校緣承和發展。鄉飾不但不收學費，尚

且遞給就是魯吉普俊庫的生活練員古(方駿， 1999 '頁8) 。可惜這昌安有助於吸

收家境貧寒的優秀學生的做法 3 在一九六五年被港府取消(湯闖進、爾

關鍵、 11刺圭榮 ， 1998 '頁782) ，從此以後，的純金三不但沒有':1: 1哥灣

貼，盟章要繳交大選學費。依童在看看， ~盞是導致師哲11院校招收不到頂尖

人才的精憑原閑之一。

三、讀者風氣濃厚

埔郁的學習條件即使府當時的綠綠來衡護 p 也不玉皇怨、 p 不{!l活動教|詞

狹小，沒有進動i易地 p 也缺乏像樣的鐵草書館。位學生們晚上都安靜地

在綠豆室主裝進行晚自修，清晨上練前貝Uí商草草朗議課文，學習風氣良好。

反觀現在， i許多哼，校宿…i屯的教學設施?不少學生卻很少充分利用。

除了期末考試、交功課jjß段時間， ;t甘常多的學生平時…放學就匆匆離

校，極少流通訴說發生是:吉、寬敞舒適的圖書書館。自掏1'Ôf包、定期貨華書的

學生也愈來愈少。這種令人遺憾的情況亨值得廣大的教育界人才了深

思、。

四、講究文史基本功

瑜的約練級重視文史，學5位從這方前3基礎室主蟹。一九七三三年出版的《埔

自ilî同學會會引錯，車每錄了部分主事業生所寫的直接十諾言守祠，其中不少有一

定的文學是功底。茲舉爾首為例。廖爵榮的 (1軍 l:r.晚閉t> : r炊起草縷縷出堤
束，著嘉錫蒼茫入釣畫畫，寂寂i壁江漸漸長，歸帆來哥拉夕陽紅J ;都德欽的

〈雨夜> : r春風吹糢入山縷 3 午夜蕉驟雨未你 3 欄外游紅知直接詐，有人

掩卷梅花愁J (埔師陶學會會刊編鞠委員會， 1973 '真45-46) 。另外，

埔師學生長每晚都要為一賞中小機的毛第字，立主E13校長i凍本照織等，批

改。論師張黎先':I:H守隔六十年，張今仍然保存著當年的書法練爾特草(5長

裳， 2000) 。幾攸賜爾本文作者的埔飾著寄生，不僅普適文章在1削弱、遁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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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而且童醫法清秀。相比之下 dJil.今的佈範笠，在板發及嫂丟在書法

方f間很少下功夫，瀉出的sr..:常常，令人汗顏，而且板霎時鑽到員也每每寫

錯。雖說如今是假息時代 3 教郁可以借助電腦來輔助教學， {且必要的

板發仍然需要，研ll.替學生改裝擎的評語，必不可少，這些都要教獅子

書，字寫得像鬼鑫符的是~J市如你能贏得學生的尊敬與佩服呢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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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張枝繁、黃茂芬、謝聖明諸位老先生，立t室主傘兵彬、 Æ文彬、陳

端文、謝章里明、張三室，、絡繹棠等憨賜俗的 p 得到l許多贊賞資料。另

外 3 兩位著F憫人的意兇也很有敢發性，在此-1#致謝。文中一切疏誤

出作者自負。

訪問和通信

文伯假 (2000) 。二零零零年1m月三日電話訪問埔卿一九三三六年學業生文的恆

先生 (1917- )。

巫文彬 (2000) 。之二零零零年五月五日電話訪問埔帥一九三八年學業投放文彬

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巫氏親筆倍。

李其彬 (2000)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這話訪問埔帥…九間一年畢業生ZF其

彬先生，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二日李氏親筆份。

張校繁 (2000)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六月一封訪問鼎師一九三九年學

業tE張校繁先生。

張三軍 11999一2000) 。的九九九年十之j守人日、二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卡二閥、六月

… 1，1 訪問一九三九:'Ë 1211一年在埔倆就澈的張發先生。

隊瑞文 (2000) 。埔飾一九三九年舉!業生關瑞文先生二二零零零年五月二三卡九日

親筆倍。

1鼓也沒芬 (2000) 。之等等零年三月二十二糾紛間埔約第一路學生ti鼓l究生于先'1.

(1913- )。

紛舉例 (2000) 。二二零零零年凶丹三日、五月五日電話訪問瑜的…九的零年舉



的4 方司是

業生說i聖明先生 (1923一) ;二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及五月十五詞謝氏悶

封殺繁倍。

羅潔棠; (2000) 。繡姆…九的零年畢業往總潔棠先1:二零零零年五丹之于九臼

親筆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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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1926-1941): The Pioneer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Territories 
FANG Jun 

Abstract 

The Tai Po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TVNS) was established in I926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train qualified primary schoolteachers for the then 

backward New Territories. Together with the Normal Division of the Vernacular 

Middle School ( I926-40) and the Vernacular Normal School for Women ( I920-

I941) as well as the Vernacular Teachers' Classes ~fthe Evening Institute (1935-

1941, I945-1950) in the Hong Kong Island, the four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es 

supplied the majority of qualified Chinese teachers in Hong Kong prior to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e territory in December 1941. A total of 15 classes 

graduated from the TVNS during its 16 years' existence. Practically all of the 

graduates and those who once studied and finally left the school without teacher's 

certiflcates, assumed teaching position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consequently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region. This paper, using documentary sources and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with some of the TVNS alumni aged between 77 to 88, constructs the 

history of this early teacher education institute and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and 

experiences we can gain from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