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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非華語學童在主流小學的
適應及成長發展研究報告撮要
總結
為促進少數族裔學童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教育局由二○○四年度小一入學（即於二
○○四年九月入讀小一）起，修訂非華語學童的小一入學安排，讓他們可按其意願，選
擇傳統取錄較多非華語學童的七所學校或其他主流華語學校。本項為期三年的追蹤研
究，透過對校長、老師、學校輔導員、非華語學生及非華語學生之家長，所進行的深入
訪問與問巻調查，以及由非華語學生的考試成績，去：評估非華語學生可能要面對的融
合問題；追蹤他們的成長發展，並就小一是否開始融合教育的合適階段，提供實證支持
的評估；及找出推行非華語學生融合教育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 非華語學生可能要面對的融合問題
被派到主流中文小學就讀的非華語學生，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問題包括﹕
a. 大部分學校只有甚為有限的教導非華語學生經驗（半數學校在過去五年內首次取錄
非華語學生）。
b. 大部分（77%）非華語學生在學校裡只有少於十名非華語同學。
c. 只有少數非華語學生（5%）於家中使用廣東話（15% 使用英語）
。非華語家長的廣
東話口語能力有限（1/3 父親及 1/2 母親完全不懂）
；閱讀中文的能力亦然（75%父親
及 82%母親完全不懂）。
d. 跟華語家長相比，非華語家長的教育程度較低（例如﹕65%華語父親及 60%華語母
親相對於 41%非華語父親及 26%非華語母親，擁有中學教育程度）
，失業率較高（4%
華語家長相對 15%非華語家長）
，收入較低（例如﹕46%華語家長相對 28%非華語家
長月入$10000-29000）。
e. 相對於華語學生，非華語學生在小一入學時的中文能力明顯較低，數學能力亦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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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同時亦反映一些非華語學生跟華語學生相似，甚至相對有利。這些因素可助長
非華語學生融入主流中文小學，它們包括﹕
大部分非華語學生（92%）均在香港出生，與父親（非華語及華語學生均為 83%）
及母親（98%非華語相對 92% 華語學生）同住，其父母居港超過 10 年（父親平均
13 年，母親平均 11 年）。
大部份（88%）非華語學生曾接受幼稚園教育(平均 2.59 年) ，且多（73%）就讀英
文幼稚園（相對而言，85%華語學生平均接受幼稚園教育 2.78 年，20%就讀英文幼
稚園）。
只有少數非華語學生（4%非華語相對 5%華語）被診斷為有特殊學習障礙。
相當多非華語家長能流暢地說及閱讀英文（非華語家長：50%-60%，華語家長：
25%-30%）
。
非華語學生在小一入學時的英文能力相對較高。
就家中是否有人能對其學業提供協助及指引，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並沒有明顯分
別。

二. 非華語學生的成長發展追蹤以及就小一是否開始融合教育的合適階段提供實證支持
由本研究的各項結果得知，儘管有其難處，非華語學生的修訂小一入學安排頗為成
功：
a. 修訂的安排使主流學校在非華語學生中的受歡迎程度上升。隨著參與本研究的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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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生升上小二、小三，愈來愈多非華語學生進入該批學生就讀的主流中文小學（入
讀小一時，該批非華語學生裡有 77%人數擁有少於十名非華語同學，升上小二及小
三，上述之百分比分別跌至 50%及 39%）。
修訂的安排為各方人士所強烈贊同，包括校長、老師和非華語家長。他們全都認為﹕
非華語學生並沒有遭受歧視，非華語學生沒有交友上的困難以及非華語家長有權送
他們的孩子到主流中文小學就讀。
中文、英文、數學科老師以及班主任一致感到非華語及華語學生都很享受上學，不
過非華語及華語學生於數學科上的學習興趣，在他們升上小二、小三時略有減少。
非華語及華語學生對中文課及英文課的興趣都沒有明顯分別，但數學老師及班主任
認為，華語學生比非華語學生更享受上學。中文及數學（但非英文科）老師認為非
華語學生落後於班上其他華語同學。
非華語學生比華語學生於中文、英文及數學科上均較常不準時交功課以及缺席。非
華語學生亦較常「上課不專心」
、
「逃避學習」及「害羞」
，但此三項與華語學生的差
異相對前述兩項（不準時交功課以及缺席）較小。但是，非華語學生的操行則勝於
華語學生，（較少：「滋擾課堂」、「對老師不禮貌」、「對同學有暴力行為及與同學起
爭執」、及「喜歡欺負其他人」）。
校方(校長、老師等)及家長都認同，在早期融合有助非華語學生融入香港的華裔社
群。
根據老師的判斷，大部分小一非華語學生在學年初的中文及數學成績，均低於班別
的平均值。他們在中文閱讀及書寫能力上程度相對較差，在聆聽及口語能力上則較
好。第一學年後，非華語學生在聆聽及口語上接近「流暢」
，並能閱讀及書寫簡單中
文句子。而非華語學生小一學年初的英文程度比華語學生高很多，這差異並持續至
小二學年末及小三學年末。
我們對學生由小一升至小三的成績作追蹤及比較。
i. 非華語學生在中文、英文及數學科考試成績的進步速度，絕對比華語學生及控
制組快。
ii. 非華語學生起步的英文程度較華語學生略高，數學科略低，但他們在兩科的進
步速度也比華語學生略快。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在英文及數學科上的差異，
均小於在中文及總分成績上的差異。
iii. 中文對非華語學生而言是一個挑戰。19%的個案情況仍需改善，因為他們的成
績遠低於班別平均值，或進步得比同班同學慢。在數學及英文科，分別有 30%
及 11%的非華語學生的考試成績同樣地有待改善，不過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
在這兩科的表現差異較少。
iv. 總括而言，雖然部分個案仍需更多注意及支援，但大部分就讀主流學校非華語
學生均受益於主流學校教育：這可見於 78%個案的考試總分、81%個案的中文
成績、89%個案的英文成績、及 70%個案的數學成績。他們的進步與同學相若，
或成績保持在班中平均位置，又或成績進步比同學快。
研究並沒有強而有力証據顯示，非華語學生的進步跟種族背景、智力、及家中使用
的語言有關。
開始時中文、英文及數學科水平較高的非華語學生，或家長中文能力較高者，他們
在各科表現較好。
對老師進行的訪問及對非華語學生背景的分析結果，均強烈支持中文幼稚園教育對
預備非華語學生接受主流中文學校教育極為重要。
無可置疑，很多裁剪補救性活動(課前 / 課內 / 課後教學活動)及調適課程，均十分
有效。優質教學及融和的學校文化亦十分重要。相關的教師培訓、學校間分享、及
教育局在課程調適的支援仍需繼續甚至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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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行非華語學生融合教育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a. 校長及老師一致強烈認同提供額外的中文補習班，是幫助非華語學生在中文主流學
校就讀的重點。但是非華語學生由小一至小三參加補習班的比例略有減少（由小一
的 85%，跌至小二的 79%及小三的 72%，而華語學生的參加比例則相若，於小一時
是 32%、小二時是 43%、小三時是 35%）。在有參加補習班的學生中，只有 31%非
華語學生每週參加補習班五次或以上（相對於 77%華語學生）
。雖然比例上較多非華
語學生（與華語學生相比）參加課後補習班，但參加補習班的學生平均每天花在補
習班的時間較華語學生為少。因此參加課後補習班的重要性應被予以強調，而且若
情況許可，應增加每週補習課節以及延長每課節時間。
b. 非華語學生家長並不熱衷於送小孩參與暑期課程。只有三分之一（32%）非華語學
生曾經參加過升小一前的暑期課程，很少學生（少於數個百份點）曾參加升小二及
小三的暑期課程。再者，根據我們訪問校長、老師及學生所得以及學生的考試成績
証據顯示，中文幼稚園教育是非華語學生適應小學及往後學業的一個必要條件。增
加宣傳以鼓勵非華語學生參加暑期課程及就讀中文幼稚園是非常重要的。
c. 大量共通的配套措施（如：額外聘請助教，開辦課後補習班）在各校相應出現。然
而，學校認為有效的措施則包括：
i. 聘請非華語助教在課堂上提供援助（如：翻譯）
，尤其是在小一學年初以及與非
華語家長聯絡（如：解譯學校通告）；
ii. 課前 / 課後補習班；
iii. 朋輩補習計劃，讓較有能力的華語同學或高年班的大哥哥 / 大姐姐在早上、小
息、午飯時間、或課後閱讀或學習活動中提供協助。
d. 近乎可以肯定非華語學生在中文科及數學科需要額外幫助（如：課後補習班）
。至於
補習班應該由誰提供，大部分校長、老師及家長認為學校是最理想的組織，因為老
師明白學生的需要，而且在自己的學校上補習班對學生來說地理上亦比較方便。
e. 然而，對於只有少量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由地區中心舉辦中文補習班會比較符合經
濟效益。
毋用置疑，就讀主流學校的非華語學生需要面對各項挑戰。但本研究顯示主流中文小
學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最佳的融合課程，且大部份通過修訂的小一入學安排入讀主流小學
的非華語學生均有令人滿意的進展。

3

A. 背景及研究目的
一. 目的
為促進少數族裔學童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教育局由二○○四年度小一入學（即
於二○○四年九月入讀小一）起修訂非華語學童的小一入學安排，讓他們可按其意
願，選擇七所傳統取錄較多非華語學童的學校或其他主流學校。本是次研究嘗試：1）
評估非華語學生可能要面對的融合問題；2）追蹤他們的成長發展，並就小一(KSI
第一學習階段)是否開始融合教育的合適階段，提供實證支持的評估；及 3）找出推
行非華語學生融合教育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二. 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的參與者是於二零零四年九月，透過小一統一派位被派到主流中文小學的非
華語學生。在本研究，可追蹤的參與者為來自 27 間小學的 41 學童(小一學年初)[而
於小三學年末（二零零七年八月）
，則仍有參與者 31 人，來自 20 間小學] 。對應每
一位非華語學生，老師會挑選三位班別相同、性別相同、家庭支援與學習態度相近
的華語學生作配對，作為各項分析之對照組(控制組)。
三. 研究方法
a. 於本研究每一個學年末（小一至小三）
，研究小組均會分發問卷給校長及老師（中文、
英文及數學老師；班主任 / 學校社工 / 輔導主任）以評估：(i)他們對各項與社會共
融有關議題的態度、及(ii)他們對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課堂及社交行為的觀察。
我們亦取得學校裡非華語、華語或其他同一教育程度的學生的考試成績（中文，英
文，數學科成績及總分）
。我們就以下兩方面對非華語學生的考試成績及課堂表現作
出研究：(i)他們三年來的表現（小一至小三）、及(ii)他們與華語學生對照組及班內
的平均成績之比較。
b. 我們對 12 間學校的校長、老師、非華語學生之家長及非華語學生進行了深入訪問，
其中三次是研究初期進行的，用以協助我們設計及制定問卷。
c. 我們透過學生的學業成績、課堂表現(由問卷獲得)、及訪問(校長、老師、家長、學
生)所得資料，追蹤非華語學生的成長發展，並找出推行融合教育所帶來的好處及缺
點。

B. 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對照組之背景
一. 學校(包括主流及指定學校)
a. 在本研究，非華語學生被派到一些對教導非華語學生經驗有限的學校。只有 5%（兩
位）參與本研究非華語學生的學校，有五年以上教導非華語學生經驗。半數目標學
校（二十間），在過去五年內首次非華語學生（自二零零零年起）。
b. 在小一，大部分（77%）非華語學生的學校裡，只有少於十名非華語學生。此情況
隨著參與本研究的非華語學生升上小二、小三而改變，因為愈來愈多非華語學生進
入主流中文小學。
（當該批非華語學生升上小二及小三，上述 77%之百分比分別跌至
50%及 39%。）這趨勢印證了這新政策使主流學校的非華語學生大幅上升。
c. 在每屆入學的學生中，被取錄的非華語學生愈來愈多。在小一只取錄一位非華語學
生的學校，由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的 25%，分別跌至零五至零六年的 12%及零六至零
七年的 7%。由訪問可知：(i)非華語家長愈來愈接受主流學校所提供的教育，(ii)非
華語學童十分正面評價他們的學習環境，並向其他非華語學童推薦主流學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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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說，這些學校只錄取甚少非華語學童，不影响學校在華語學童中的受歡迎程度。
d. 當一間學校取錄多於一位非華語學生時，把所有非華語學生編在同一班別的趨勢略
有上升。於二零零四至零五年，33%學校把所有小一非華語學生編在同一班。到了
二零零五至零六年，及零六至零七年，這百分比分別升至 40%及 57%。不過由於參
與本研究的學校數目不多，而學校間並無一致取向，故此我們對是否應該將所有非
華語學生編在同一班內，難以下一結論。
二. 學生：國籍、出生地、家長
a. 在 41 位參與本研究的非華語孩子中，約三分一（37%）是男孩，約三分二（63%）
是女孩。相較之下，華語學生對照組的男孩比率（56%）比女孩略高（44%）。非華
語學生與華語學生對照組年齡相近，在小一時都是六歲左右。
b. 在非華語學生中，92%生於香港，而其他華語學生中，則只有 61%於本港出生。
c. 至於學生的國籍，來自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學生比來自其他地方的多（39%巴基斯
坦籍；37%尼泊爾籍；15%印度籍；10%菲律賓籍）
。因此，只有很少數（5%）於家
中使用廣東話。他們使用的是英語（15%）及其它語言。至於華語學生對照組，他
們差不多所有（98%）都是生在香港或中國內地的中國人。他們大多數（88%）在
家中以廣東話交談。
d. 大部分非華語及華語學生與他們的父親（兩組同是 83%）及母親（百分比分別為 98%
及 92%）同住。
e.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多是來自尼泊爾及巴基斯坦（母親及父親來自上述兩個國家的各
有 30%）。他們通常不是在香港出生（父親：85%；母親：71%），但均已在港居留
十年以上。
f. 華語學生的家長教育程度比非華語的略高，他們當中有較多人受過中學教育（華語
學生的父親 65%，非華語學生的父親 41%；華語學生的母親 60%，非華語學生的母
親 26%）
，而只受過小學教育的非華語學生家長則比較華語的多（父親：非華語的父
親 31%，華語的父親 19%；非華語的母親 48%，華語的母親 23%）。
g. 至於家長的職業，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兩組家長從事基層工人（建築，保安，運
輸，送貨）的比例大致相同。然而，較多華語學生家長從事半專業行業（家務助理，
售貨員），而失業的非華語家長比華語的略多（非華語 15%；華語：4%）。
h. 從收入統計中，較多的華語家庭在在較高收入組別（華語：46% 在$10000-29999 組
別；非華語只有 28%），由此可知，華語家庭的收入比非華語的高很多。
三. 幼稚園，補習
a. 大部分非華語學生（88%）曾接受幼稚園教育，他們主要在英語幼稚園就學（73%），
平均為 2.59 年。在華語學生對照組，85%學生曾接受幼稚園教育，他們主要用中文
學習（80%），平均為 2.78 年。
b. 只有少數非華語及華語學生（非華語 4%；華語 5%）被診斷出有特殊學習障礙。
c. 在小一時，大部分非華語學生（85%）參加了課後補習班，但只有 32%華語學生參
加。
d. 由小一至小三，參加補習班的學生比例略有減少，由小一的 85% ，跌至小二的 79%
及小三的 72%。相較之下，接受補習的華語學生由小一至小三，比例相若，比例於
小一是 32%、小二時是 43%、小三時是 35%。
e. 在小一時，有參加補習班的學生中，非華語學生通常每週參加兩次（47%）或五次
或以上（31%），而大部分華語學生（77%）則每週參加五次或以上。
f. 接受課後補習的非華語學生由小一升上小二、小三，參加補習班的頻密程度愈見加
增，而華語學生則一直每週參加四次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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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由小一至小三，雖然較少華語學生(與非華語學生相比) 參加課後補習班，但在參加
補習班的學生中，華語學生每天花在補習班的時間較非華語學生為多（兩組學生平
均為每天 1.5 至 2 小時）
。由訪問得知，一般華語學生家長相信補習有效，但一些非
華語學生家長卻認為補習會增添額外工作，不一定對他們的小孩有幫助，故此寧選
較短的補習時間。
h. 在小一至小三，大部分非華語及華語學生均在補習班中學習所有科目（非華語︰52%
至 76%；華語︰73%至 80%）。
i. 由小一升至小三，在補習班中學習所有科目的非華語學生穩步由 52%上升至 76%。
相對地，大約相同比例（70%至 80%）的華語學生在補習班中學習所有科目。依我
們的理解，補習班中學習那一個科目，多由老師決定。
j. 在補習班中，只集學習中文的的非華語學生，由小一升至小三時大幅減少（由小一
至小三，百分比分別為 36%，27%及 19%）
。
k. 少於 10%非華語學生（相對 10%至 20%華語學生）參加只集中英文的補習班。
l. 約有 10%非華語學生（相對半數華語學生）參加只集中數學的補習班。
m. 至於在家中能就學生之學業提供協助及指引的人士，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沒有明
顯分別（約 10%至 30%）。
n. 約有三分之一（32%）非華語學生及 16%華語學生參加過升小一前的暑期課程。很
少學生(少於數個百份點）參加升小二及小三的暑期課程。
四. 家長：語言
a. 非華語家長說廣東話的能力有限（父親及母親：1/3、 1/2 - 完全不會；1/2、 1/4 - 簡
單詞彙；1/5、1/10 - 流暢）。
b. 至於閱讀中文的能力，75%非華語父親及 82%非華語母親完全不會閱讀中文。25%
非華語父親及 18%母親最低限度能讀簡單詞彙。
c. 大部分華語家長能流暢地說及閱讀中文。
d. 非華語及華語家長在英文能力之差異，則與上述中文能力之結果剛剛相反。有相當
多 非 華 語 家 長 能 流 暢 地 說 及 閱 讀 英 文 （ 非 華 語 家 長 ： 50%-60% ， 華 語 家 長：
25%-30%）
。
五. 學生原先的語文及數學能力（小一學年初）
a. 我們請老師在學生小一入學時，用一份有十七題的量表，評核學生原來的中文能力。
華語學生的表現在所有項目上均比非華語學生優勝。
b. 在學生的英文能力方面，情況略為相反，差異大幅縮小。
c. 在數學能力方面，老師們覺得華語學生大致上稍勝於非華語學生。

C. 校長及老師的信念
我們請校長及老師（中文、英文及數學老師並班主任）表達他們對學生的學業問題及
社交行為的觀感。
一. 所有老師一致強烈認同的地方
所有校長及老師一致強烈認同以下各點：
i. 「於本學年，非華語學生沒有因為他們的種族或外貌被歧視」、
ii. 「學生們沒有交友上的困難」、
iii. 「非華語家長有權送他們的孩子到主流中文小學就讀」、及
iv. 「提供額外的中文補習班應該是幫助非華語學生在中文主流學校就讀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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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比較意見分歧的地方
a. 校長及老師對以下兩點之意見有分歧：
i. 「貧困家庭背景及社會經濟地位是導致非華語學生學習困難的主因」、及
ii. 「非華語家長對他們孩子的教育及前途期望較低」。
b. 認為「非華語學生在主流中文學校就讀，長遠而言利多於弊」的老師略多於持相反
意見的。
三. 不同的意見
a. 學生就讀小一時，校長、班主任、英文老師及數學老師（平均值 > 4.00）比中文老
師（平均值 = 3.83）傾向於相信「除了語言上的障礙，非華語學生沒有因為他們的
種族出現學習困難」。
b. 當學生升上小三，趨勢似乎出現逆轉：中文老師較相信語言是唯一問題，而校長則
傾向相信除了語言外，還有其他問題存在。
c. 學生就讀小一時，校長、班主任及中文老師較相信「提供額外的中文補習班應該是
幫助非華語學生在中文主流學校就讀的重點」。
d. 當學生升上小三時，校長及老師仍相信提供額外的中文補習應該是我們工作重點，
但校長較班主任及中文老師更相信中文補習的重要性。有趣的地方是，英文及數學
老師比之前(小一時)，更認同中文補習應該是工作重點。
e. 相對校長及其他老師，較少中文老師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及家庭背景是非華語學生學
習困難的主因，這在學生升讀小三時尤為明顯。雖然中文老師更相信中文能力不足
是導致非華語學習困難的主要原因，而提供額外的中文補習又十分重要，但校長較
中文老師更相信中文補習的效用。

D. 老師及校長對學生課堂表現及其他社交行為之觀察
我們請中文、英文及數學老師及班主任評估學生的課堂表現及其他社交行為。
一. 各項目上的差異
a. 所有老師一致感到非華語及華語學生都很享受上學。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學習興
趣，尤其是數學科上的，在他們升上小二、小三時略有減少。
b. 由小一升至小三，非華語及華語學生對中文課及英文課的興趣都沒有明顯分別，但
數學老師及班主任所認為，華語學生比非華語學生更享受上學。
c. 在三年裡，中文及數學（但非英文科）老師認為非華語學生「落後於班上其他華語
同學」。
d. 在研究的三年裡，所有老師（包括英文老師）均指出非華語學生比華語學生較常「不
準時交功課」
。有趣地，雖然非華語學生的英文能力，相若於或稍勝於華語學生的英
文能力，非華語學生仍不準時交英文功課。那就是說，在進度上落後於其他同學只
能（在中文及數學上）部分解釋、而不能完全解釋（例如在英文科中）他們為何不
準時交功課。
e. 「上課不專心」、「逃避學習」、「害羞」的趨勢與「不準時交功課」的相近，不過非
華語及華語學生在前述三項 (「上課不專心」
、
「逃避學習」
、
「害羞」) 的差異較小。
在上英文課時，前後二者在前述三項 (「上課不專心」、「逃避學習」、「害羞」) 則
沒有甚麼差別。
f. 在研究的三年裡，雖然比率低，非華語學生比對照組的華語學生較常缺席。
g. 非華語學生的操行勝於華語學生，他們較少：
「滋擾課堂」（尤其是在小三的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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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數學課）、「對同學有暴力行為及與同學起爭執」（尤其是在小三時）、及「喜歡欺
負其他人」。
h. 雖然非華語學生較「傾向於獨處」及「沒有好朋友」
，他們在小三時對上述兩點的傾
向相若於甚至稍低於華語學生。
i. 非華語學生在「被其他同學欺負」
、「不願參與課外活動」、「顯得緊張、焦慮」
、「穿
著不整潔衣服」及「顯得憂愁及焦躁不安」上與華語學生沒有甚麼分別。
二. 老師對學生語文能力的觀感
我們請中文及英文老師主觀地在以下階段評估學生的語文能力：(i) 在小一學年初,
(ii) 在小—學年末, (iii) 在小二學年末, 及（iv）在小三學年末。
a. 非華語學生在中文閱讀及書寫能力上程度相對較差，在聆聽及說話能力上則較好。
b. 非華語學生在上述四方面在第一學年大有進步。第一學年後，非華語學生在聆聽及
說中文上接近「流暢」，並能閱讀及書寫「簡單中文句子」。
c. 雖然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力在第一學年大有進步，但按照老師的評估（量表由完全
不會、簡單詞彙、簡單句子、流暢、至非常流暢）
，華語及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力由
小一學年末至小三學年末，均沒有較期望水平有明顯進步。
d. 我們對學生的英文能力進行了類似的比較。結果顯示非華語學生開始時(小一學年初)
的程度比華語學生高很多，這差異持續至小二學年末及小三學年末。
e. 在第一年（小一學年初及學年末）
，非華語學生在英文說話能力上進步稍大，而在英
文聆聽、閱讀及書寫能力上的進步則比華語學生稍遜。
f. 非華語及華語學生英文能力由小一學年末至小三學年末的提升不大，而且兩組的提
升相若。

E. 學生的智力
我們用瑞文非文字智力測驗(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Test)（副量表 A, B, C）評估學
生的智力。結果顯示非華語學生智力的標準差（SD）比華語學生的大。

F. 考試表現
一. 分析的框架 (Analytical Framework)
a. 我們取得學生在小一至小三不同階段的考試成績。所有考試分數先根據班別的平均
表現標準化，即是，如果學生的成績位於班中的平均值，該學生的標準分是「0.00」。
由於分數被標準化（又假設成績按常態分佈）
，取得-1.00 及-2.00 的分數的學生的表
現應分別比班中 84%及 97.5%的學生差。
b. 我們可以理解，在很多科目中，非華語學生在小一開始時的程度比較低。若他們的
進度比同級的華語學生快，則該負值分數會愈來愈接近正值（例如，由-2.00 升至
-1.00）。
c. 我們評估了二十七位學生的考試成績，他們有多於一次的分數可供分析。
d. 值得留意的是對照組華語學生的考試成績普遍接近別平均值。因此，任何跟對照組
的比較與跟同一學校同一級別內，所有華語學生的比較是一樣的。
二. 非華語學生在小一至小三時於學校考試中表現如何？
a. 總分
27 位非華語學生中，有 48%在開始時程度低於班別平均值，但他們進步得比同學快。
8

另外 30%非華語學生進步的幅度與他們的同學相若，而且成績保持在班中平均分左
右（保持在平均值 1.5 SD 以內）
。至於其餘的非華語學生，15%同學的總分遠低於班
別平均值，而 7%的進步程度則比他們的同學較慢。
總括而言，共 78%（48% + 30%）個案進度令人滿意（進步較快或保持在班中平均
水平）
，而其餘 22%的情況則有待改進，他們的總分持續遠低於班別平均值，而且進
度比同學慢。
b. 中文
中文考試成績方面，27 位非華語學生中，有 59%在開始時的程度比班別平均值低，
但進步得比他們的華語同學快。另外，有 22%的進步程度與他們的同學相若，成績
徘徊在班別平均值附近。至於剩下的學生，15%的學生成績遠低於班別平均值，而
另外 4%的學生則進步得比同班同學慢。
總括而言，81%的個案進度令人滿意（有較快的進步或成績中等）
，而其餘 19%的成
績則持續遠低於班中水平或進度較慢，情況仍需改善。
c. 英文
至於英文考試成績，26%在開始時的程度比班別平均值高，而且保持著高水平的表
現，或比他們的華語同學進步更快。另外，有 26%的同學在開始時表現比班別平均
值低，但進步程度比同學快。37%進度與他們的同學相若，成績徘徊在班別平均值
附近。至於剩下的學生，4%的學生成績遠低於班別平均值，而另外 7%的學生則進
步得比同班同學較慢。
總括而言，89%的個案進度令人滿意（有較快的進步或成績中等）
，而其餘 11%的成
績則持續遠低於班中水平或進度較慢，情況仍需改善。
d. 數學
在數學考試成績方面，27 位非華語學生中，有 39%在開始時的程度比班別平均值低，
但進步比同學較快。另外，有 33%的進步程度與他們的同學相若，成績徘徊在班別
平均值附近。至於剩下的學生，15%的學生成績遠低於班別平均值，而另外 15%的
學生則進步比同班同學較慢。
總括而言，70%的個案進度令人滿意（有較快的進步或成績中等）
，而其餘 30%的成
績則持續低於班中水平或進度較慢，情況有待改進。
三. 考試成績的主要分析
要進一步理解上述數據，其中一個簡單的方法是找出主流學校對非華語學生是否弊
多於利。若我們假設主流學校對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的影響相若，非華語學生中，進
步比華語學生較快及進步比華語學生較慢的比率，應該相若。

a.

b.
c.
d.
e.

根據上述數據，隨著學生由小一升上小三，
非華語學生進步的速度絕對比華語學生快，這可見於其總分（48%較快，7%較慢；
注意：若主流學校對非華語及華語學生有一樣的影響，這兩個百分比應該是一樣
的），中文（59%較快，4%較慢），英文（52%較快或保持於高水平，7%較慢），及
數學成績（37%較快，15%較慢）。
非華語學生起初的中文程度及總分較低，但他們的中文成績及總分進步比同班同學
較快。
非華語學生起步的數學程度較低，但他們進步比同班同學較快。然而，這非華語學
生及華語學生進步上的差異，小於中文成績及總分成績。
非華語學生起步的英文程度較華語學生略高，進步的速度也比華語學生略快。這進
步上的差異跟數學科的相若，但小於中文成績及總分成績的差異。
中文對非華語學生而言是一個挑戰。19%的個案情況有待改進，因為他們的成績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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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低於班別平均值，或進步得比同班同學慢。 在數學及英文科，分別有 30%及 11%
的非華語學生的考試成績同樣地需要改善，不過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在這兩科的
表現差異較少。
總括而言，雖然部分個案仍需更多注意及支援，但大部分就讀主流學校的非華語學
生均受益於主流學校教育：這可見於 78%個案的考試總分、81%個案的中文成績、
89%個案的英文成績、及 70%個案的數學成績。

G. 學生的背景及考試表現 / 進步
一. 學生考試的進步是否與他們的種族背景有關？
雖然菲律賓籍及尼泊爾籍學生表現略勝於其他種族群體的，但從現時較少的個案樣
本下此結論言之尚早。
二. 考試的進步與他們的智力是否有關？
我們用了瑞文非文字智力測驗評估學生的智力。智商高的學生比智商低的學生成績
較傾向於進步或保持中等，但差異不大。
三.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廣東話）說話能力是否與學生考試成績的進步有關？
有輕微趨勢顯示，若非華語家長的中文能力較高，非華語學生的成績會較好。
四. 學生在家中使用的語言與學生的考試成績是否有關？
我們根據學生在家中使用的語言把學生分成三組。在兩位於家中使用中文的學生當
中，一位的總分及中文成績穩步上揚，另一位則只有中文科成績有進步，而總分則
持續徘徊在班別平均值以下。四位在家中使用英文的學生由小一至小三，成績有大
幅進步（三個個案）或徘徊在班別平均值附近（一個個案）。至於其餘 21 位在家中
使用其它語言的學生，約 2/3 的進步幅度比他們的同學大，或保持成績中等。沒有
明顯趨勢顯示某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優勝。
五. 學生起步的中文水平是否影响他們的考試表現？
開始時中文水平較高的非華語學生中，約有 80%學生的成績徘徊在班別平均值附近
或進步比他們的華語同學較快。相比之下，開始時中文水平較低的學生中，只有 50%
有同樣正面表現。這些結果強而有力地顯示學生起初的中文水平對他們在主流學校
的學業非常關鍵。
六. 學生起步的英文水平是否影响他們的考試表現？
開始時英文水平較高的非華語學生中，約有 90%學生的成績徘徊在班別平均值附近
或進步得比他們的同學快。相比之下，開始時英文水平較低的學生中，只有 60%學
生有同樣正面表現。這些結果強而有力地顯示學生起初的英文水平對他們在主流學
校的學業非常關鍵。
七. 學生起步的數學水平是否影响他們的考試表現？
開始時數學水平較高的非華語學生中，約有 90%學生的成績徘徊在班別平均值附近
或進步得比他們的同學快。相比之下，開始時數學水平較低的學生中，只有 70%學
生有同樣正面表現。這些結果強而有力地顯示學生起初的數學水平對他們在主流學
校的學業非常關鍵。

10

八. 幼稚園的準備對學生有多重要？
幼稚園階段有良好準備，對提升學生小學時考試的表現非常重要。這包括強化他們
小一入學前中文、英文及數學的能力。中文、英文及數學之高水平有助增加他們保
持成績中等或進步得較同學快的機會。

H. 對校長、老師、家長及非華語學生進行的訪問
一. 培訓 / 所需服務
a. 無可置疑，由學生考試成績可見，很多裁剪補救性活動(課前 / 課內 / 課後教學活
動)及調適課程均十分有效。優質教學及融和的學校文化亦十分重要。因此相關的教
師培訓、學校間分享、及教育局在課程調適的支援仍需繼續甚至增強。
b. 學校通告：學校需要為家長書面或口頭翻譯通告內容，這主要由老師、教學助理或
非華語助手負責。非華語助手於致電家長及進行其它非正式接觸時甚有幫助。
c. 暑期銜接課程、密集式中文課：差不多所有學校，都在暑假期間及課後，為非華語
學生提供額外中文課。這些課程部份由非牟利機構或學校本身提供，亦有由具中學
會考程度的年輕人（受非牟利機構聘請及已接受基本訓練）
、教學助理或曾正式受訓
的學校老師負責。
d. 老師通常希望有更多 (i) 適用於非華語學生的教學資源及材料（例如：特別的中文
教科書）
，(ii) 有助明白教導非華語學生的特殊技巧分享研討會，(iii) 可供他們參考
的英文學校通告的樣本，讓他們可以節省自行翻譯中文通告的時間（注：這些服務
有部分已為教育局所提供）。
二. 校內的種族歧視
a. 總括而言，校長、老師、家長及學生均認為學校內沒有存在任何種族歧視。他們全
都認同非華語及華語學生相處融洽，非華語家長尤其因為他們的子女有很多要好的
華語朋友而高興。
b. 很多校長及老師清楚地指出非華語學生的存在，有助他們的學校及社會推動社會融
合。他們全都相信這種社會融合給予華語學生一個良好的學習機會。
c. 所有非華語學生都很喜歡他們的學校、老師及同學。
三. 修訂的小一入學（POA）安排
a. 校長、老師及家長一致認為非華語學生應有權選擇主流學校。
b. 校方(校長、老師等)及家長都認同，在早期教育融合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是正確
的決定。
四. 文化問題 /議題
a. 老師指出家長對就學 /教育的態度可能存有文化差異。
b. 我們可以理解很多非華語家長未能在子女的學業上幫助他們。然而，如頗多老師所
反映的，部分非華語家長: (i) 較不重視他們子女是否完成功課及測驗的準備、 (ii)
較不重視他們子女請假及 (iii) 較不熱衷於送他們的子女到暑期預備班或課後補習
班。有些非華語家長更相信女生不需要接受與男生同等程度的教育。
c. 所有我們接觸的非華語家長都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他們的子女能接受大專程度的教
育。他們當中大部分都視香港為他們的永久居留地。或許與華語家長相反的是，非
華語家長往往認為課後補習班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他們的子女已學習了一整天，而
且額外的補習班或會令他們有更多功課。這與華語家長的態度相反，他們相信子女
參加課後補習班愈多愈好。一般來說，課外的補救性活動及課程均十分有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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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學校繼續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這類活動及課程。不過，我們亦應更努力向非華語
家長解釋這類活動的目的及好處。
五. 學業有關的議題
a. 非華語學生比較活躍及願意回答老師課堂上的發問。由於部分非華語學生的英文能
力比華語學生優越很多，他們也為華語學生提供練習英文的機會。
b. 學習中文及用中文學習其它學科對非華語學生而言是一個挑戰，除此以外，部分老
師發現數學科也是他們在語言障礙以外的另一個需要幫助的範疇。部分數學老師表
示非華語學生或許在他們的文化中學習了另一套計數的系統。這是將來需要多加留
意的一個範疇。
c. 老師普遍認為暑期預備班對非華語學生很有幫助，但我們估計四分之一至一半非華
語學生對之並不熱衷或無瑕參與（例如：因為要返回他們所屬的國家）
。我們建議對
非華語父母作更多宣傳，令他們明白這些仕暑期預備班的重要性及好處。
d. 根據我們訪問老師及非華語學生所得，我們確信幼稚園的預備對非華語學生小學階
段的學業成就有決定性作用。在我們的訪問中，我們可以肯定中文幼稚園教育是非
華語學生適應小學學業的一個必要(雖然不是充分)的條件。曾就讀中文幼稚園的非
華語學生，通常在對語言及本地課室學習環境的掌握上有較好的開始，因此，他們
自小一開學初期已能輕易適應各個科目。
e. 對於「若學校在小一階段取錄多於一名非華語學生，他們對是否應該把這些學生放
在同一班」
，學校間並沒有一致的意見。某些校長認為把所有非華語學生放在同一班
可令教學及課程設計更切合非華語學生的需要，而另外一些校長則相信把非華語學
生放在不同班別，可讓老師對他們有更充足的個別照顧。
f. 在是否讓非華語學生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例如：烏爾都語，印度語）
，部分家長關
注到他們的子女或許沒有機會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由於每間學校只有很少非華語
學生，開辦屬興趣班一類的語言學習班並不容易。

I. 問卷內開放式問題回應之撮要
a. 老師及社工（或輔導員）要耗用大量時間與非華語家長溝通及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補
習班。
b. 約有一半校長刻意安排英文老師或較有耐性的老師當非華語學生的班主任。
c. 在研究期間（2004 - 2007 年），很多老師參加過教育非華語學生之訓練。
d. 約有一半學校明確地指出他們有為非華語學生提供額外補習班，而約 1/3 學校則有
朋輩支援計劃（例如：大哥哥 /大姐姐）。
e. 差不多所有校長都明確指出學校裡沒有種族歧視存在。
f. 按照校長及老師的觀感，非華語學生面對的主要挑戰是：(i) 中文程度低，(ii) 家長
未能在子女的學業上提供援助，(iii) 非華語學生缺乏學習動力（例如：懶惰）。
g. 校長希望 (i) 得到經濟上之援助，以便為非華語學生提供更多服務，(ii) 為非華語
學生安排更多加強輔導活動，以幫助他們學習中文，及 (iii) 加強非華語家長對主流
學校的理解。
h. 老師希望為學生 (i) 在課堂上或校內提供額外支援，(ii) 調適課程，(iii) 改良教學
模式（例如：用另一套教學資源），及 (iv) 獲取一些資源（如：經濟上的）幫助非
華語家長（如：支付課後補習班的費用）。
i. 至於如何分配資源（金錢）
，老師稍微傾向於把資源分配給學校而不是直接分給家長
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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