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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目的是希望以天主教上智小學教育者特色，融合蒙特梭利

教育與依納爵神操內涵，為天主教教師的師資培育提供一個可能的實踐方

法。論文的重點在於探討天主教上智小學師資培育，除了在教師基本專業



準備培育，更重視教師內在精神的培養和素質。 首先從天主教的教育使

命來瞭解，在一所教會學校任職的教師，應認識天主對人的肯定和價值意

義。其次，從耶穌教育的理念，來學習擔任一位教師的使命，特別在教學

困境時，能以耶穌為模範。另外，從內在聖神的導師來說明，人在學習過

程中或革新生命過程裡，內心都有一股推動力。身為教師的人首先應努力

培養自己覺察到這股動力，它可以使人成為更有行動力的教育實踐者。 

接續以上所述，在從蒙特梭利教育與依納爵神操中的教育內涵，來闡明蒙

氏教育是以兒童為出發，且重視教師對學童內在啟蒙過程的預備。依納爵

是成人的靈修引導者，主要是藉著生活的操練經驗，培養人與我，人與他

人，人與環境，人與天主之間的關係。此外蒙特梭利與依納爵這兩位學者

都提及「指導者」。對於「指導者」兩位都非常重視身為教育者的內在精

神準備過程。藉此深究企圖為師資培育在靈修幅度上，提供一種新的思

維，新的面向與內涵。 關鍵字：神操、指導者、蒙特梭利、依納爵靈

修、天主教教育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a possible method of application in 

training catholic teachers using the educator’s characteristics of Sedes Sapientiae 

Catholic Elementary School; t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Ignatian Spiritua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 deeper study of the Sedes Sapientiae 

Cathol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while more emphasis is on the 

formation of teacher’s inner spirituality and quality than the teacher’s basic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First of all, teachers in a catholic school ought to be 

knowledgeable on the meaning of how God affirms and values the human being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holic School mission. Secondly, teachers ought to 

learn how to carry out missions as a teacher based on Jesus’ concept of teaching. 

Especially, teachers could follow in Jesus’ steps during teaching difficulty. 

Finall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renewal, people can feel that there is a 

driving force deep within through the inner guide the Holy Spirit. Therefore being a 

teacher must primarily strive to be aware of the inner forces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a 

more active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 Under the concepts mentioned above, through 

the essence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Ignatian Spirituality education, we can see 

that Montessori is child-centered and has put emphasis on how teachers prepare the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for children. Ignatian is a spiritual guide for adult, mainly 

through life disciplining experiences, cultiv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people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od. In 

addition, both Montessori and Ignatius stress the role of the “guide”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ner spirit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as an 

educator. Therefore the study attempts to provide new facets, thoughts, and 

connotations in teacher trainings from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Spiritual Exercise, Guide（Directress）, Montessori Ignatius Spirituality, Cathol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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