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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以及澳門旅遊學院四所高等院校成立的籌備小組在

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及研究後，計劃於 2017 年推行「四校聯合招生考試」。該四校聯招方案經推出後， 

社會上有關於聯招應否推行以及四校聯招考試的內容及制度等方面的輿論褒貶不一，但關於這些輿

論，大多是來自教育界的專家，學者，也有部分來自與社會人士，但作為四校聯招的對象，澳門的

青少年們，他們對於四校聯招的情況了解程度如何？他們是如何看待四校聯招？他們內心對於四校

聯招的想法又是如何？青少年們的聲音被社會上的輿論所遮蓋，社會給予他們的發言機會亦十分欠

缺，政府和聯合籌辦機構對於學生的輿論也較少關注，但筆者認為作為四校聯招的主要對象，他們

的看法和意見應被給予重視。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依據理論和前人研究成果，採用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自行設計問卷，向

被抽選出的十所中學進行數據收集和問卷回收。而問卷內容分為五部份，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對四

校聯招之認知程度、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所帶來的影響及立場的意見。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四校聯招推行過於倉卒，對四校聯招計劃實施不抱太大期望，

認為一旦四校聯招推行，將會令本澳的教育內容統一；大部分受訪者對四校聯招有較高的認知程度，

但仍有一部分的人對四校聯招的推行情況並未了解；在影響方面，普遍受訪者認為一旦四校聯招推

行，會令他們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以及令上課內容難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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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環視全球，統一考試或聯合考試的制度已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實行，包括教育水平相對領先的美

國、強調基礎教育的中國大陸地區、多元文化背景的香港、台灣地區等。而同樣有著多元文化背景

的澳門地區，其高等院校招生制度卻略有不同，至目前為止，其還未實行過統一或聯合考試的制度，

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的主要是兩種制度，一是高等院校獨立自主的招生考試制度，即考生須經過所報

考大學的入學考試（包括筆試和面試），達到相應的標準後方能取得入學資格；另一種是免試入學

制度，即高等院校參考應屆高中畢業生的中學成績，實施綜合選拔。 

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高等院校招生制度，統一或聯合考試是否應在澳門地區推行一直教育界

商議的問題，同是這也是涉及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以及澳門旅遊學院四所高等院校成立的籌備小組在

廣泛聽取各方意見及研究後，計劃於 2017 年推行「四校聯合招生考試」。該四校聯招方案經推出後，

社會上陸續出現褒貶不一的言論及評價，其中對四校聯招持贊成立場的觀點主要是考慮到一方面可

以避免澳門多所高等院校考試時間重複，減少學生重複考試次數；另一方面鑒於澳門特殊的教育背

景，四校聯招可以促進學生穩固知識基礎，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繼而提升澳門地區的整體教育水

準。而持反對觀點的公民主要是擔心四校聯招會影響學校的多元化教學模式，削弱學生全面發展綜

合能力的機會，特別是減少學生入學高等院校的渠道減少，增大學生的學習壓力。 

社會上有關於聯招應否推行以及四校聯招考試的內容及制度等方面的輿論來自四方八面，但關

於這些輿論，大多是來自教育界的專家，學者，也有部分來自與社會人士，但作為四校聯招的對象，

澳門的青少年們，他們對於四校聯招的情況了解程度如何？他們是如何看待四校聯招？他們內心對

於四校聯招的想法又是如何？青少年們的聲音被社會上的輿論所遮蓋，社會給予他們的發言機會亦

十分欠缺，政府和聯合籌辦機構對於學生的輿論也較少關注，但筆者認為作為四校聯招的主要對象，

他們的看法和意見應被給予重視。 

 

§研究目的 

有見及此，我們從本澳青少年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探討其： 

（1） 對四校聯招推行的內容及制度的認知程度； 

（2） 對四校聯招的推行的看法、立場、內容的制定的意見； 

（3） 四校聯招的推行對本澳青少年在生活習慣、課餘活動、學習方式、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未       

來升學等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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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聯考的界定 

         「聯考」，顧名思義，即為聯合考試，這一詞使用一直較為普遍，其所指也較為廣泛，不同地

區或不同的專家學者對其也有不同的界定。 

        中國大陸地區，稱其為「自主招生聯考」，即具有自主選拔錄取試點資格的全日制本科高校，

根據自身的辦學需求，自願選擇加入某一個自主招生考試聯盟，與聯盟內其他若干所高校聯合舉辦

考試，在自主招生初試環節聯合命題，聯合組織考試以及閱卷評分，考生考試成績在該聯盟內共享

互認可。 

         台灣地區主要稱其為「大學聯考」，即台灣地區大學聯合入學考試，應屆高中畢業生需要參加

大學統一入學考試，高等院校根據學生的考試成績等進行錄取工作。 

         也有學者認為，要體現聯考的目的，關鍵在於考試內容。聯考試題怎樣設計既能聯繫高中教學

又不重複高考的內容，更能體現高校特色，是需要在今後試題的設計上用心思考的，一旦試題背離

高中教學，會影響高中教學秩序，更會對基礎教育產生不良導向。內容的選擇、測試方式的採用、

選拔考試的類型、錄取的方式等等都會影響到考生是否能發揮其自身的潛能和特長，所以這些都是

招考院校要加以考慮的因素。  （朱衛國，張 瑋，高校自主招生十年回顧與反思）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聯考」是具有招生自主權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招收新生時採取的聯合考

試方式。其主要的區別在於聯盟學校的規模，不同聯盟學校的教育性質以及聯考的內容。 

§2. 2 澳門教育背景概況 

自從澳門回歸十五年來，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進教育改革，但相較於澳門快速的經濟發展水平，

澳門的教育發展仍比較滯後，並且教育水平在國際上相對較後。（馮增俊 江健 郭華邦 周紅莉 

鄒一戈， 澳門回歸十周年教育發展戰略與未來走向） 

澳門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根據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新需要，以及教育自身發展的環

境與可能，對澳門的非高等教育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調整。自回歸後，在本澳頒布的多條有關教

育改革的法令，明確了許多本澳教育制度與內容的標準。澳門的教學不以知識教育為唯一目標，而

是重視人的整體發展；教育內容切合本澳多元文化的特色。澳門原有的非高等教育制度的組成十分

複雜，而回歸後訂立的教育制度法律對這方面作出了重要調整。將非高等教育分為＂正規教育＂和

＂持續教育＂兩大類；重視家庭教育、親子教育和家校合作；成人教育都為＂持續教育＂中的一部

分；發展高中職業技術教育。新的學制統一了全澳學制標準，將＂小學教育預備班＂改為＂幼兒教

育第三年＂；高中學制統一為三年。新的教學制度還將免費教育由原有的 10 年拓展到 15 年正規教

育的各學級。並保證私立與公立教育機構的教學自主。同時改進課程和教學內容，由政府整體規劃

各教育階段的課程框架，讓各校在此基礎上自主發展校本課程，保持本澳教學的多元化。回歸後的

教育制度改革進一步促進了本澳的優質化教育。（郭曉明，回歸以來澳門教育制度的變革，全球教

育展望，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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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基礎教育存在著三個體系：中文體系的學校居於優勢，大部分為私立学校，,以招華人學生

為主，並以華語授課；葡文體系的學校大多為官校，招生葡籍子弟，並以葡語授課；而英文體系的

學校多為私校，學生以華人子弟居多，以英文授課。不同體系的學校高度自治，政府不參與干涉與

管理， 由於澳門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以及學校的性質大不相同，因而澳門沒有統一的辦學模式、學

制、課程設置、特别是教學大綱和教科書，许多学校都会直接選用香港、大陸、臺灣地區的教材，

自編教材的比例非常少，并且澳门政府也缺少對教師任職資格的嚴格規定，此外政府對教育投資不

多,除官校外，私立学校幾乎得不到政府的資助。 

虽然澳门澳門教育相对比較落後的， 但澳門教育獨特文化背景及發展過程也為其帶來一定優勢，

澳門私立学校高度自治，为了提高新生入学率，澳門私立學校之間存在明显的竞争，这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教育質量；此外虽然澳门的学校没有规定的统一教材，但是这也为澳門的學校所使用的教

材靈活多樣提供了契机，因校制宜，私立学校能按照不同學校和學生的能力，編制一些對其適合的

教材。（徐玉斌 張瑞珩，澳門教育述評）   

 

§2.3 其他地區聯考的制度 

    ※ 2.3.1    台灣   

          臺灣大學入學制度經歷過多次改革,但一直沒有中斷過。1954 年臺灣地區四所大學院校首次實

行聯合招生制度,1956 年起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專院校以及軍事學校都必須參加聯考。1989 年臺灣成

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專門就大學入學制度的改革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92 年大考中心向臺灣教育部

提交《我國大學入學 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建議改革大 學聯考制度,採取多元入

學方式。1999 年“大學多元入 學新方案”正式公佈,並於 2002 年全面實施。此後,多元 入學方案又進

行了一些技術層面和制度層面的改革和 實踐,但整體上沒有大的改動,堅持簡單、多元、公平的 原則

繼續實施。（盧青，臺灣大學多元入學） 

臺灣大學的多元入學考試，分別有兩個不同層次的考試：第一是學科能力測驗，第二是指定科

目考試和指定項目甄試。相比起聯考，多元化的入學和招生管道不但增進了考生和大學之間的自由

選擇，也給予了考生更多的自由競爭機會。在多元入學制度中，已經不再局限於過去聯考的一種方

式，注重學生的特殊才能表現，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學習，促使學生走向多元發展。台灣對考生的報

考資格沒有硬性規定，凡高中畢業生，符合申請校系各專業的篩選標准，均可以報名參加推薦人學

或個人申請人學。（陳 彬，台灣地區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探析）（楊李娜，台灣大學多元考試制度

的若干特點）（王彥力，台灣高考制度的改革） 

 

    ※ 2.3.2    美國   

   美國聯考是國際上最為多元、最具挑戰、最為嚴格的高考制度之一。首先其高等院校具有高度

的自主權，政府不會介入，亦不會對其干涉，並且美國的高校招生考試沒有統一的行政管理機構,主

要由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美國大學考試專案測試中心等兩家民間團體運作高校入學考試，民

辦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能夠提高考試效率和檢測結果的公平性；其次是美國高等院校的招生以多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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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統一為主，學生除了要參與統一的入學考試，高等院校也可以根據學生的中學成績、獲獎情況

而進行錄取，其中，高校入學不僅看高中畢業資格，還要看整個中學階段各學科的成績，美國高校

在選拔新生的模式可以概括為：“學術綜合考試 + 學業成績 + 綜合表現 + 面試考查”。(馮生堯，正確

看待美國高考制度) (郝寧，美國招生政策與我國高校的自主招生) 

 

    ※ 2.3.3    香港  

       香港的會考制度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CEE, Hong Kong Certificateof Education 

Examinationg）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科目都採用校本評核，很多考試科目都進行合併，並設有必修

和選修部份，規定中國語文、英文、數學和通識教育四個核心科目。每科目的專家小組負責制訂各

個等級的水平。考生在考試前已清楚各等級的描述和學生的表現樣本，考生不需要與其他考生作比

較，其等級也不會受其他考生的表現影響，考試成績作為招生的依據。(伍海雲、賈文靜,香港、臺灣、

新加坡大學招生考試制度述評) 

 

    ※ 2.3.4    中國大陸地區 

        自 2003 年中國大陸地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開展，這種新的大學人才選拔方式主招生與

台灣 2002 年增加的大學甄選入學方式很相似。中國大陸地區的高等院校單靠統一考試這種單一的選

拔制度已不能滿足普通大眾享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且高考制度本身有許多弊端。而高校自主招生可

彌補統一高考之不足，有助於高校選拔出綜合素質較好的生源。但中國大陸地區的自主招生只是在

部分高校進行試驗，仍以統一高考為主導，自主招生開展的範圍很小，另外大陸地區對考生報考條

件的要求普遍偏高，如要取得大型比賽的獎項等。這些高要求讓諸多考生望而卻步。（曾艷清，海

峽兩岸高校自主招生異同之比較，湖北招生考試，2006 年 12 月） 

中國大陸地區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統一考試」，簡稱「高考」，即應屆

高中畢業生參加統一考試，根據分數及填報院校進行選拔；另一類是「自主招生考試」，即高校聯

合對應屆高中畢業生進行提前選拔，基本上分為筆試和面試兩部份。對於這兩種類型的招生制度，

考生只需參加一次考試，成績便得到多所大學的認可，獲得多所大學申請入學的資格。（劉超，論

聯考的優勢及其發展著力點） 

       綜上所述，高校自主招生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缺點，不論中國大陸地區或是台灣，都要想

方法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兩岸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以相互借鑒學習，高校

自主招生是新的大學入學途徑，亦大大改善了原來統一考試的弊端，應好好推行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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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1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採用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方式收集數據。問卷內容分為五部份，包括個

人基本資料、對四校聯招之認知程度、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所帶來的影響及立場的意見，合共 42

條問題。 

第一部份：  本部分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就讀年級、學校類別、在校成績及升大意向等的個 

人背景資料，目的是為了探討出不同方面的學生對校四聯招的立場和見解。 

 

第二部份：  本部分以選擇題的形式探討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制度、推行細節等方面的認知 

程度。 

 

第三部份： 本部分收集受訪者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的意見，包括各科考試內容、評分標準 

   等，從而得出一個受訪者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的綜合和全面的結論。 

 

第四部分： 本部分以五分量表(又稱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的形式瞭解出受訪者對即將推行 

的四校聯招可能會帶來的影響(包括心理、生理、學習方式及與未來發展等方面 

的影響)的同意程度。 

 

第五部分： 本部分以量表 (五分量表及四分量表) 形式調查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制度、未來 

   升學及本澳教學大綱的影響以及對四校聯招推行大綱等方面的立場。 

 

 

§  3.2  研究對象 

      是次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2013-2014 學年就讀於本澳日間課程的初中三年級(中學三年級) 及高中一

年級(中學四年級)學生。 

 

§  3.3  抽樣方法及數據收集方式 

        是次問卷調查共派發出 500 份問卷，在 2014 年 4 月到 5 月

頭期間進行訪問、派發並收集。是次回收的問卷共 447 份(89.4%)，

其中有效問卷為 436 份(87.2%)，無效問卷為 11 份(2.2%)。是次問

卷回收後，我們利用 SPSS（社會科學統計包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 

其次，在蒐集資料方面，我們運用網上抽籤系統隨機抽選出

10所中學(見圖一)，所抽取的10所中學的名單如下圖所示。然後，

向被隨機抽出接受訪問的中學發信邀請參與問卷派發，由它們將

其派發至適合的對象填寫，但只有其中三間中學願意參與，故我

們在其他七間中學採用自填調查方式（Self-Administered Survey）

在學校門口訪問，由受訪者填寫問卷。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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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名詞界定 

四校聯招： 聯招是「聯合招生」的簡稱，四校聯招是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旅遊學院和澳門

科技大學組成的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https://www.gaes.gov.mo/news/1 

945-2014-04-15） 

 

心理壓力：心理壓力即精神壓力，現代生活中每個人都有所體驗，心理壓力總的來說有社會、生活

和競爭三個壓力源。（有健康網，http://www.uuuwell.com/mytag.php?id=57547） 

 

留級率：留級是指學生學年成績不合升級標準,留在原年級重新學習。留級率是指這些學生占總學生

的比值。（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3651.htm?fr=aladdin） 

SAT 測驗：中國大陸俗稱「美國高考」，前稱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和學術評估

測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是由美國大學委員會委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定期舉辦的測驗，

做為美國各大學申請入學的重要參考條件之一。並首次在 1926 年舉辦。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hk/SA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5%A4%A7%E5%AD%B8%E5%A7%94%E5%93%A1%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6%95%99%E8%82%B2%E6%B8%AC%E9%A9%97%E6%9C%8D%E5%8B%99%E7%A4%BE


《基於青少年角度，探討其對澳門四校聯招的看法》 2014 .5 
 

 
9 

第四章   研究分析 

是次研究受訪者來自本澳十間學校之中學三年級(初三)以及中學四年級(高一)學生，有效問卷共

436 份。 

§  4.1  受訪者背景資料 

    ※ 4.1.1 受訪者性別 

       表1 中顯示受訪者性別的分佈情況。在所收集的436份有效問卷中，受訪者男女比例並不相等，

以女性受訪者較多，佔總體受訪者的41.5%；而男性受訪者則佔總體受訪者的58.5%。 

表 1 受訪者的性別分佈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男 181 41.5 

女 255 58.5 

總和 436 100.0 

 

※ 4.1.2 受訪者就讀年級 

       表2 中顯示受訪者就讀年級的分佈情況，在所收集的436份有效問卷中，中四學生的受訪者較多，

佔總體的63.1%；而中三學生則有36.9%。 

表 2 受訪者的就讀年級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中學三年級 (初三) 161 36.9 

中學四年級 (高一) 275 63.1 

總和 436 100.0 

 

※ 4.1.3 受訪者的在校平均成績 

        表3 中顯示受訪者的在校平均成績。而這個成續是受訪者的上一學段的平均成績。由於部份受

訪者可能會忘記了自己在上一學段的平均成績的實際數字，或者他們不願意公開自己的成績。於是，

我們在設計問卷時，將其分成5個分數段供受訪者填寫。在所收集的436份有效問卷中，少於60分和

90分以上的人數分佈較少，分別佔總體的5.0%和4.4%。而60分以上而未滿70分及80分以上而未滿90

分的人數分佈比較多，分別為29.1%和17.9%。而分佈最多的成績段為70分以上而未滿80分，佔總體

的43.6%。可見，是次研究的受訪者平均成績集中在7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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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在校平均成績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少於 60 分 22 5.0 

60 分以上而未滿 70 分 127 29.1 

70 分以上而未滿 80 分 190 43.6 

80 分以上而未滿 90 分 78 17.9 

90 分以上 19 4.4 

總和 436 100.0 

※ 4.1.4 受訪者就讀學校的類型 

       表4 中顯示受訪者就讀學校類型的分佈情況。是次研究所隨機抽出的10所學校中，中文學校有8

所(佔總體的80.0%)，而英文學校只有2所(佔總體的20.0%)。在所收集的436份有效問卷中，來自中文

學校的受訪者較多，佔總體的75.5%；而來自英文學校的學生則只有24.5%。因此受訪者就讀學校類

型的分佈不均情況是符合的。 

表 4 受訪者的就讀學校類型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中學學校 329 75.5 

英文學校 107 24.5 

總和 436 100.0 

※ 4.1.5 受訪者對日後升讀大學的地區的意願 

       表5顯示受訪者對日後升讀大學的地區的意願。在所收集的463份問卷中，選擇在澳門就讀大學

的有36.5%，而選擇在澳門以外地區就讀大學的有63.5%。可見，較多數的受訪者希望在澳門以外的

地區升讀大學。 

表 5 受訪者對日後升讀大學的地區的意願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澳門 159 36.5 

澳門以外的地區 277 63.5 

總和 436 100.0 

§  4.2  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認知程度 

        表 6 顯示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認知程度。我們在問卷中以 4 題選擇題(1 題 4 項選擇題及 3 題單

選題)探討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認知程度(問題詳見附錄--問卷)。然後，我們將這些選擇題以 7 分作

為滿分，並將它進行分類：0~1 分為「不清楚」；2~3 分為「模糊」；4~5 分為「比較清楚」；6~7

分為「十分清楚」。在所收集的 463 份問卷中，有 16.7%的學生對聯招的內容不清楚，有 9.8%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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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聯招感到模糊，有 43.1%的學生對聯招的內容比較清楚，有 14.2%的學生對聯招的內容十分清

楚。可見，較多的學生對於四校聯招是比較清楚，但亦有部分並不了解。 

表 6 受訪者對四校聯招的認知程度(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0 分 52 11.9 

1 分 21 4.8 

2 分 11 2.5 

3 分 32 7.3 

4 分 127 29.1 

5 分 131 30.0 

6 分 57 13.1 

7 分 5 1.1 

總和 436 100.0 

§  4.3  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的意見 

   ※ 4.3.1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考試的次數 

       表 7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考試的次數。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最多學生認為

聯招應每年舉行 2 次(45.0%)，其次為應每年舉行 1 次 (30.7%)。所以得出有較多的學生認為聯招應

每年舉行 2 次，建議聯招的每年舉行次數定為每年 2 次，以順應學生的實際需要。 

表 7 受訪者希望考試的次數(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1 次 134 30.7 

2 次 196 45.0 

3 次 52 11.9 

4 次 54 12.4 

總和 436 100.0 

   ※ 4.3.2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考試的實行時間 

       表 8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考試的實行時間。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選擇高三

次年 3~4 月舉行聯招的學生最多(35.6%)，其次為應在高三開學之前(7~8 月)舉行聯招(20.2%)。所以

得出有較多的學生認為聯招應在高三次年 3~4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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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受訪者希望考試的實行時間(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高三開學之前(7~8 月) 88 20.2 

高三的 9~10 月 60 13.8 

高三的 11~12 月 69 15.8 

高三的次年 1~2 月 64 14.7 

高三的次年 3~4 月 155 35.6 

總和 436 100.0 

   ※ 4.3.3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第一次考試的內容 

       表 9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考試的內容。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選擇考高三所

學內容的學生最多(30.0%)，其次為高一、高二所學內容(24.1%)。所以得出有較多的學生認為聯招應

考高三的內容。 

表 9 受訪者希望第一次考試的內容(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高一所學內容 68 15.6 

高二所學內容 45 10.3 

高三所學內容 131 30.0 

高一、高二所學內容 105 24.1 

高二、高三所學內容 87 20.0 

總和 436 100.0 

   ※ 4.3.4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在各科中設單獨試卷作為考核的範疇 (見表 10 至表 13) 

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受訪者都希望在原定科目(中、英、數、葡)的基礎上再開設四科各自單

獨的試卷作為考核內容，他們的意願如下： 

    (1)對於中文科，多數受訪者希望開設作文、文學知識、閱讀理解作為考核內容；                                

    (2)對於英文科，多數受訪者希望開設文法、作文作為考核內容； 

     (3)對於數學科，多數受訪者希望開設代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作為考核內容； 

     (4)對於葡語科，多數受訪者希望開設口語會話、聽力、詞彙運用作為考核內容； 

＊註 1：由於在設計問卷時，以下四條問題為多項選擇題，故受訪者可作出一項或多於一項的選項。因此，在有效百分

比方面，我們只計算每一項目（科目範疇）的有效百分比，並沒有計算全部項目之綜合有效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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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受訪者希望在中文科中設單獨試卷作為考核的範疇  (N=436)  

 人次 有效百分比 

文學知識 155 35.6 

作文 222 50.9 

字詞讀音及應用 52 11.9 

普通話應用 90 20.6 

口語會話 94 21.6 

閱讀理解 153 35.1 

聽力 87 20.0 

古漢語運用及知識 80 18.3 

總和 933 *註 1 

 

表 11 受訪者希望在英文科中設單獨試卷作為考核的範疇  (N=436)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詞彙運用 98 22.5 

作文 172 39.4 

文法 193 44.3 

聽力 139 31.9 

口語會話 152 34.9 

閱讀理解 144 33.0 

總和 898 *註 1 

 

表 12 受訪者希望在數學科中設單獨試卷作為考核的範疇  (N=436)  (下頁續) 

 人次 有效百分比 

平面幾何 170 39.0 

代數 219 50.2 

三角 125 28.7 

立體幾何 124 28.4 

微積分 11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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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89 20.4 

總和 843 *註 1 

 

表 13 受訪者希望在葡語科中設單獨試卷作為考核的範疇  (N=436) 

 人次 有效百分比 

詞彙運用 118 27.1 

作文 105 24.1 

文法 111 25.5 

聽力 137 31.4 

口語會話 170 39.0 

閱讀理解 74 17.0 

總和 715 *註 1 

   ※ 4.3.5 若實行四校聯招的次數為兩次或以上，受訪者希望取當中的之平均成績還是最高成績作為

他/她在四校聯招的成績  

       表 14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的次數為兩次或以上，受訪者希望取當中的平均成績還是最高成績作

為他/她在四校聯招的成績。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選擇希望入學考試取最高分數有 70.0%，而

希望入學考試取平均分數有 30.0%。可見，較大多數受訪者希望取當中的最高成績。 

 

表 14     若實行四校聯招的次數為兩次或以上， 

受訪者希望取當中的平均成績還是最高成績作為他/她在四校聯招的成績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平均分數 131 30.0 

最高分數 305 70.0 

總和 436 100.0 

※ 4.3.6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在評分標準上，考試成績應以何種方法評定 

       表 15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在評分標準上，考試成績應以何種方法評定。在所收集

的 436 份問卷中，選擇以分數制度作為考試成績評定的有 48.4%，選擇以等級制度作為考試成績評

定的有 51.6%。可見，這兩個選項相差的結果相差不大，因此我們認為並沒有主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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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在評分標準上，受訪者希望考試成績應以何種方法評定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分數制度 211 48.4 

等級制度 225 51.6 

總和 436 100.0 

 

※ 4.3.7 .1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除了以中、英、數、葡四科作為考核外，應否額外考更多

那些科目 

      表 16 顯示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除了以中、英、數、葡四科作為考核外，應否額外考更

多那些科目。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選擇只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的有 70.6%，而選擇考目前所

擬定的科目外還需額外考更多科目的僅有 29.4%。可見，學生偏向於只考現時所定的科目，而毋需

額外考更多科目。 

 

表 16   若實行四校聯招，受訪者希望除了以中、英、數、葡 

四科作為考核外，應否額外考更多那些科目   (N=436) 

 

 人數(人) 有效百分比 

只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 308 70.6 

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外還需額

外考更多科目 

128 29.4 

總和 436 100.0 

※ 4.3.7 .2 若受訪者希望應額外考更多那些科目，那麼他們認為應考哪些科目 

        表 17 顯示若受訪者希望應額外考更多那些科目，那麼他們認為應考哪些科目。在所收集的 436

份問卷中，在上一題選擇“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外還需額外考更多科目”選項的只有 128 人，故

N=128，因為只有他們才需要作答。 而根據表 17 顯示，在這 128 人中，受訪者認為額外考的科目依

次最高三項為：生物、物理以及化學。而生物的比例更是超過 50%(而除了這三科外，其他的百分比

不超過 10%)。因此，我們認為聯招的考試的科目除了中、英、數、葡四科外，還應增設物理、化學，

以順應學生考生要求。 

＊註 2：由於在設計問卷時，此題為多項選擇題，故受訪者可作出一項或多於一項的選項。因此，

在有效百分比方面，我們只計算每一項目（科目範疇）的有效百分比，並沒有計算全部項目之綜合

有效百分比。 

 



《基於青少年角度，探討其對澳門四校聯招的看法》 2014 .5 
 

 
16 

表 17 若受訪者希望應額外考更多那些科目，那麼他們認為應考哪些科目  (N=128) (下頁續) 

 人次 有效百分比 

物理 37 28.9% 

化學 21 16.4% 

生物 70 54.7% 

會計 9 7.0% 

通識 12 9.4% 

地理 5 3.9% 

歷史 1 0.8% 

經濟 0 0.0% 

音樂 1 0.8% 

視覺藝術 3 2.3% 

體育 3 2.3% 

總和 933 * 註 2 

§  4.4  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 

  由表 18可見，若四校聯招實行，大部份學生都認為四校聯考會令學生將來需要用更多的温習 

（持同意的態度有 69.9%），而且上課內容更會加深（持同意立場的有 58.6%）甚至會令學校的考

試更不輕鬆。與此同時，他們更覺得這會令他們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因此，我們認為若四校聯招

實行，將會為學生帶來很大的影響。 

表 18 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  (N=436)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中立 同意 非常同意 總和 

用更多時間温

習（N=436） 
6 

(1.4%) 

30 

(6.9%) 

101 

(23.2%) 

167 

(38.3%) 

132 

(30.3%) 

436 

(100.0%) 
上課內容難度

加深（N=436） 
21 

(4.8%) 
35 

(8.0%) 

121 

(27.8%) 

170 

(39.0%) 

89 

(20.4%) 

436 

(100.0%) 

參與課餘活動

時間減少

(N=436) 

23 

(5.3%) 
65 

(14.9%) 

133 

(30.5%) 

125 

(28.7%) 

90 

(20.6%) 

436 

(100.0%) 

更不注重學習

(N=436) 
48 

(11.0%) 
153 

(35.1%) 

165 

(37.8%) 

50 

(11.5%) 

20 

(4.6%) 

436 

(100.0%) 

減輕所承受的

心理壓力

(N=436) 

108 

(24.8%) 
135 

(31.0%) 

122 

(28.0%) 

56 

(12.8%) 

15 

(3.4%) 

436 

(100.0%) 

睡眠時間增加

（N=436） 
125 

(28.7%) 
139 

(31.9%) 

101 

(23.2%) 

45 

(10.3%) 

26 

(6.0%) 

436 

(100.0%) 

參加更多課外 26 73 165 127 45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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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課程

(N=436) 
(6.0%) (16.7%) (37.8%) (29.1%) (10.3%) (100.0%) 

令考試更輕鬆

（N=436） 
94 

(21.6%) 
132 

(30.3%) 

130 

(29.8%) 

59 

(13.5% 

21 

(4.8%) 

436 

(100.0%) 

令學習方式有

所改變

（N=436） 

26 

(6.0%) 
51 

(11.7%) 

167 

(38.3%) 

143 

(32.8%) 

49 

(11.2%) 

436 

(100.0%) 

增加修讀心儀 

學系的機會

（N=436） 

3.6 

(8.3%) 
55 

(12.6%) 

206 

(47.2%) 

113 

(25.9%) 

26 

(6.0%) 

436 

(100.0%) 

增強學生的競

爭意識

（N=436） 

29 

(6.7%) 
32 

(7.3%) 

133 

(30.5%) 

152 

(34.9%) 

90 

(20.6%) 

436 

(100.0%) 

 

 

§  4.5  對四校聯招的立場 

  由表 19可見，大多數受訪者(46.3%)不贊成推行四校聯招， 但他們對於四校聯招的實行有沒有

必要，卻沒有一個主流的意見(基於中立為 48.9%)，而四校聯招的制度公平與否這一點，受訪者亦沒

有一個主流的意見(基於中立為 50.5%)，而支持四校聯招會一試定生死這一點的受訪者有 60.1%。可

見“四校聯招目前暫定一年只實行一年＂這一政策，是普遍受訪者不贊成推行四校聯招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認為無論四校聯招的實行與否，當局必需聆聽多方意見以及慎重作出考慮。 

＊註 3：在這部分中，我們並非每一題問題都採用五分量表的形式訪問受訪者。例如在本部分第 3

題和第 8題，則只有 4個選項供受訪者填寫。但為求格式公整，我們將其亦放在同一個表格中。＊ 

 

表 19 對四校聯招的立場  (N=436) 

 非常不同意/

非常不贊成 

不同意/不

贊成 

中立 同意/贊成 非常同意/

非常贊成 

總和 

四校聯招的實

行有必要

（N=436） 

61 

(14.0%) 

97 

(22.2%) 

213 

(48.9%) 

56 

(12.8%) 

9 

(2.1%) 

436 

(100.0%) 

四校聯招的制

度公平

（N=436） 

40 

(9.2%) 

88 

(20.2%) 

220 

(50.5%) 

77 

(17.7%) 

11 

(2.5%) 

436 

(100.0%) 

四校聯招實行

不倉卒

（N=436） 

77 

(17.7%) 

138 

(31.7%) 

189 

(43.3%) 

32 

(7.3%) 

/  

(註 3) 

436 

(100.0%) 

四校聯招會令

更多學生選擇

就讀大學嗎

（N=436） 

38 

(8.7%) 

131 

(30.0%) 

174 

(39.9%) 

83 

(19.0%) 

10 

(2.3%) 

436 

(100.0%) 

四校聯招會吸

引學生留澳就

讀大學

（N=436） 

55 

(12.6%) 

146 

(33.5%) 

152 

(34.9%) 

78 

(17.9%) 

5 

(1.1%) 

436 

(100.0%) 

四校聯招會提

高升大機會

（N=436） 

53 

(12.2%) 

120 

(27.5%) 

170 

(39.0%) 

78 

(17.9%) 

15 

(3.4%) 

436 

(100.0%) 

四校聯招會提

高學校的教學
24 68 196 131 17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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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N=436) (5.5%) (15.6%) (45.0%) (30.0%) (3.9%) (100.0%) 

四校聯招會加

劇學生的應試

心態

（N=436） 

/  

(註 3) 

22 

(5.0%) 

103 

(23.6%) 

217 

(49.8%) 

94 

(21.6%) 

436 

(100.0%) 

四校聯招會令

本澳的教學內

容統一

（N=436） 

14 

(3.2%) 

78 

(17.9%) 

161 

(36.9%) 

150 

(34.4%) 

33 

(7.6%) 

436 

(100.0%) 

四校聯招是一

試定生死

（N=436） 

14 

(3.2%) 

69 

(15.8%) 

91 

(20.9%) 

134 

(30.7%) 

128 

(29.4%) 

436 

(100.0%) 

贊成推行四校

聯招
（N=436） 

103 

(23.6%) 

99 

(22.7%) 

166 

(38.1%) 

48 

(11.0%) 

20 

(4.6%) 

436 

(100.0%) 

 

 

§  4.6  在校平均成績 與 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的相互關係 

        從表 20 分析顯示，在校平均成績與 “用更多時間温習” 呈負相關性（Nagtive  correlation），

在校平均成績越高的，越不同意四校聯招會令其用更多時間温習。在校平均成績與 “更不注重學習”

顯示出負相關性，在校平均成績越高的，越不同意聯招會令其更不注重學習。在校平均成績與 “增

強學生的競爭意識” 呈正相關性(Positive  correlation)，即在校平均成績越高的，越同意聯招會増強

學生的競爭意識。 

 

表 20    用更多時間温習     更不注重學習 增強學生的競爭意識 

在校平均成績 Pearson 相關性 -0.152** -0.103* 0.137** 

 顯著性(雙側) 0.002 0.038 0.006 

*p<0.05，**p<0.01， ***p<0.001 

 

§  4.7  四校聯招會令其用更多時間温習 與 其他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的相互關係 

 

        從表 21 分析顯示，同意聯招會令其用更多時間温習的受訪者與影響上課內容難度加深、參與課

餘活動時間減少和參加更多課外輔導課程三個四校聯招會對其帶來的影響呈正相關性，即越同意聯

招會令學生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的，就會越同意四校聯招會令上課內容加深、會令其參與課餘活動

時間減少，和令其參加更多課外輔導課程。贊成推行四校聯招與影響減輕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睡眠

時間增加和令考試更輕鬆有負相關性，即同意四校聯招會令學生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的，就不會同

意聯招會減輕了所承受的心理壓力、令睡眠時間增加、令考試更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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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上課內容難

度加深 

參與課餘活

動時間減少 

減輕所承受

的心理壓力 

睡眠時間增

加 

參加更多課

外輔導課程 

令考試更輕

鬆 

用更多時間

温習 

Pearson     

相關性 

0.430** 0.366** -0.189** -0.163** 0.125* -0.271** 

 顯著性     

(雙側) 

0.000 0.000 0.000 0.001 0.012 0.000 

*p<0.05，**p<0.01， ***p<0.001 

§  4.8  同意四校聯招與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的相互關係 

 

        從表 22 分析顯示，上課內容難度加深與用更多時間温習和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有正相關性，

若同意聯招會令上課內容加深的，就會同意實行四校聯招後會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參與課餘時間

減少。上課內容難度加深與影響睡眠時間增加有負相關性，若同意聯招會令上課內容加深的，就不

會同意實行聯招後會令睡眠時間增加。 

 

表 22  用更多時間温習 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 睡眠時間增加 

上課內容難度加深 Pearson 相關性 0.430** 0.571** -0.218** 

 顯著性(雙側) 0.000 0.000 0.000 

*p<0.05，**p<0.01， ***p<0.001 

 

§  4.9  在校平均成績與對四校聯招的立場的相互關係 

    從表 23 分析顯示，在校平均成績與對聯招的實行有必要、聯招的制度公平、聯招會提高升大機

會以及贊成推行四校聯招皆呈正相關性，即在校平均成績越高的，就越覺得聯招有必要實行，並越

認同聯招的制度公平，亦越認同聯招會吸引學生留澳就讀大學，也越贊同推行四校聯招。 

 

表 23  四校聯招的實行

有必要 

四校聯招的制度

公平 

四校聯招會提高

升大機會 

贊成推行四校聯

招 

在校平均成績 Pearson 相關性 0.114* 0.111* 0.125* 0.133** 

 顯著性(雙側) 0.021 0.025 0.011 0.007 

*p<0.05，**p<0.01， ***p<0.001 

 

 



《基於青少年角度，探討其對澳門四校聯招的看法》 2014 .5 
 

 
20 

§  4.10 贊成推行四校聯招與對四校聯招的立場的相互關係 

表 24  四校聯招的制度

公平 

四校聯招會提高

升大機會 

四校聯招會提高

學校的教學質素 

四校聯招會令本澳

的教學內容統一 

贊成推行四校聯

招 

Pearson 相關性 0.496** 0.448** 0.300** 0.233** 

顯著性(雙側) 0.000 0.000 0.000 0.000 

*p<0.05，**p<0.01， ***p<0.001 

從表 24 分析顯示，贊成推行四校聯招對四校聯招的制度公平、四校聯招會提高升大機會、四校

聯招會提高學校的教學質素、四校聯招會令本澳的教學內容統一四項都呈正相關性，即贊成推行四

校聯招的，都會認為聯招的制度公平、認同聯招會提高升大機會、認為聯招會提高學校的教學質素、

認同聯招會統一本澳的教學內容。 

§  4.11 贊成推行四校聯招與對四校聯招的立場的相互關係 

從表 25 分析顯示，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要與四校聯招實行不倉卒呈正相關性，即認為四校聯招

的實行有必要的人就會認為四校聯招的實行並不倉卒。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要與四校聯招會加劇學

生的應試心態呈負相關性，即認為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要的人就會覺得四校聯招不會加劇學生的應

試心態。但從表中可見，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要與四校聯招會令本澳的教學內容統一沒有相關性。 

 

表 25  四校聯招實行不倉卒 四校聯招會加劇學生

的應試心態 

四校聯招會令本澳的

教學內容統一 

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

要 

Pearson 相關性 0.366** -0.271** -0.033 

顯著性(雙側) 0.000 0.000 0.000 

*p<0.05，**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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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大部分受訪者對四校聯招有較高的認知程度 

本次研究的對象為本澳初三及高一級的學生(因設計問卷時聯招的推行時間初步擬訂為

2015~2016 年度，所以高一和初三的學生會是第一批及第二批受聯招影響的學生)。根據研究

分析顯示，普遍受訪者都比較清楚四校聯招初步擬訂的內容，而十分了解四校聯招的受訪者

也占 14.2%，但是仍存在着對四校聯招較模糊甚至不清楚的學生，占了 26.5%。 

 四校聯招在澳門是一個新的嘗試，必然需要經過多番考慮，經過不斷地改進，才能訂立出

一種較完善、可行性較高的制度。但是由於這種制度在澳門被確立後，就一直出現制度內容

和實行情況的改變，導致學生們對這種制度的內容和實行情況的認知都比較混亂、模糊。 

 

 

 受訪者所希望的第一次考試內容 

就目前情況來說，政府只初步擬訂考核內容為中、英、數、葡四科，但具體內容還是比

較含糊的，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便詢問了受訪者對第一次考試內容的意見。結果發現，有三成

受訪者希望第一次考試的內容為高三所學的內容，其次是高一、高二所學內容(24.1%)。 

除考試內容外，實行考試的時間也是聯招的制訂所必需考慮和重要的因素，為此，本次

研究詢問了受訪者的意見對聯招考試時間的意見。經分析後得出，最多受訪者(36.5%)認為考

試應在高三次年 3~4 月舉行，而政府亦將考試時間初步定於每年的四月份舉行，正好乎合了

多數受訪者的意願。 

考試次數也是最能引起爭論的問題之一，不少學生會擔心若考試次數只有一次，會「一

試定生死」；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希望考試每年舉行 2 次的受訪者比較多(45.0%)，而希望考試

每年舉行 1 次的受訪者有 30.7%。建議政府能顧及學生的實際需求，作出有關於考試次數方

面的適合的決定。 

 

 聯招改變中學生對時間上的分配 

在這次研究中，其中一部份探討了四校聯招對中學生所帶來的影響。結果顯示，受訪的

中學生中，大部份都認為在學習和課餘活動的時間分配上會作出改變。 

其中，「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和「上課內容難度加深」

都過大半數支持，分別佔 50.3%、69.9%和 58.6%。經數據分析(T Test)後發現同意「上課內容

難度加深」與「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有正相關的關係，即同

意「上課內容難度加深」的受訪者，都會同意「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參與課餘活動時

間減少」。由此得出上課的內容難易程度，影響了在學習和課餘活動時間上的分配，而受訪

者也多數同意聯招的實行會加深上課所教的內容。 

本來每間學校入學試的各個科目的難易程度不同，考生也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去報考。可

是一旦聯招實行後，四校統一考試或會無形中加大某些科目的難度，變相令考生花更多時間

温習和將課餘活動的時間分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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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中學生認為心理壓力增大 

研究發現，受訪的中學生中，不同意「減輕了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和「令考試更輕鬆」

分別都佔了超過 55%和 53%。即是多數人都認為實行了四校聯招後，考生們的心理壓力和負

擔都加重了。 

雖然聯招實行後會令考試次數減少，這的確為考生們帶來了方便。但部分本來只想報考

其中的一兩間大學的考生，變相同時報考了四間大學，因此他們要與更多人競爭學位，加重

了考生們的心理壓力。 

 

 

 受訪者對四校聯招計劃實施不抱太大期望 

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46.3%)不贊成四校聯招的推行，而表態贊成的就只有 10.8%，

反映了澳門青少年對於四校聯招的實行持反對的立場。另外，大約半成的受訪者(49.2%)對”

四校聯招的推行有必要”持中立態度，這樣看來，青少年對於四校聯招的必要性沒有一個主流

意見。此外，對於四校聯招的制度是否公平，超過半成受訪者處於中立態度，沒有主流意見。

總體來說，受訪者對於實行四校聯招計劃的期望度不高。 

 

 統一本澳教學內容 

在是次研究中，有較多人認為一但實行四校聯招，也不會統一本澳的教學內容，當然，

四校聯招計劃於 2016~2017 年度才正式實行，現在的受訪者對於聯招會為其帶來的影響都只

是推測，到時聯招會否真的把本澳教學內容統一，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推行過於倉卒 

研究發現，有近 48.9%的受訪者認為四校聯招推行十分倉卒，而認為不倉卒的就只有

6.7%，這反映了青少年大都認為四校聯招推行過快，縱使四校的籌備小組在廣泛聽取教育界

的意見後，把原來計劃於 2015~2016 年度實行改為於 2016~2017 年度實行四校聯招，仍被青

少年認為聯招的推行是倉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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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 

 

 加強有關四校聯招的宣傳 

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設定了 4 道有關四校聯招的基本知識的問題，亦根據答題所得的分數分

成四個等級，分別是‘不清楚’(0~1分)、‘模糊’(2~3分)、‘比較清楚’(4~5分)以及‘十分清

楚’(6~7分)。研究中發現，多數受訪者對於四校聯招的內容較為清楚，我們認為這反映了三

個問題: 

(1)政府宣傳不足； 

(2)學校有關四校聯招的解說少； 

(3)學生並不關注四校聯招。 

建議政府應加大有關四校聯招的宣傳力度，而學校則應多提供有關四校聯招的資料，因四校

聯招與學生的關係甚大，所以學生應多留意有關報導，不要一知半解。 

 

 

 有關四校聯招的時間: 

雖然目前四校聯招的實行時間被定於 2016~2017 年度，但鑒於早前實行聯招的初步擬定時間

為 2015~2016 年度，及後卻作出了實行時間的改變，所以不排除實際實行時間可能還會有所

改變。四校聯招與學生息息相關，時間的改變，會讓學生憂慮聯招的推出會即時影響到學校

的教學內容，擔心聯招的內容與制度是否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建議政府應確立好聯招的實

行時間，不要一改再改。 

 

 有關四校聯招的科目: 

四校聯招初步擬定考試科目為中、英、數、葡四科，在各科中，受訪者希望某些範疇單獨設

立一份考卷， 根據所得數據現示，建議在中文科上分別單獨開設作文、文學知識、閱讀理解

作為獨立的一份考卷；在英文科上，則把文法、作文單獨設立為一份考卷；數學方面，把代

數、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設立為一份考卷。 

政府已把中、英、數、葡四科列入初步擬定考試科目中，而根據受訪者的意見，若要開設其

他科目作為考試科目，則建議政府開設物理，化學，生物三科，以順應考生的需求。 

 

 有關四校聯招的宣傳的方向: 

研究表明，普遍學生都認為推行了四校聯招後會令到他們的生活作息、上課內容等有所改變，

如參與的課餘活動的時間減少，上課的內容會加深。建議推行四校聯招前應向大眾清晰地說

明聯招與學校之間的協調關係，和會否為學校的教學內容帶來改變，如會否統一各校的教學

內容等。雖然事前的宣傳可能會給考生帶來一些心理壓力，但可以在真正要面對聯招之前給

他們一個事前的心理作用。 

不少學生亦認為四校聯招的推行，無形中會令一些學生被標籤化，大大減少了自己就讀心儀

大學的機會，因為他們看不到四校聯招的優點，只能看到其弊端，我們認為政府應給學生打

一支預防針，令他們知道聯招推行後不會出現標籤化的問題，和給學生描述一些其他國家或

地區推行聯招後所帶來的好處和聯招的優點，如美國聯招或大陸聯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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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 

《基於青少年角度，探討其對澳門四校聯招的看法》問卷調查 

您好！我們是來自培道中學的學生，參加了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澳門理工學院社會工作

課程協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的「共鑽研 創明天」計劃。現正進行一項有關澳門青少年對於四校聯

招的看法的問卷研究調查。藉此研究本澳青少年對即將推行的四校聯招的意見。調查以不記名方式

進行，閣下所提供之資料，將絕對保密，所得數據將會在分析完畢後銷毀，希望閣下能抽出時間為

我們完成問卷，謝謝！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共5題) 【請在□勾選出你的答案】   

（1）性別：  1.□男     2. □女      

（2）就讀年級： 1. □初中三 (中三)   2. □高中一 (中四) 

（3）在校平均成績：(註1：請勾選出上一學段之成績)                

          (註2：如果你的學校不是以百分制計算成績的話 , 請在“項目6.其他:”填寫你的成績) 

                                       1. □少於60分               2. □60分以上而未滿70分 

                    3. □ 70分以上而未滿80分     4. □ 80分以上而未滿90分 

                    5. □ 90分以上               6. 其他： ___________            

（4）你所就讀的學校所屬類型：1. □中文學校 2. □英文學校   

（5）你打算在哪裡升讀大學？  1. □澳門 2. □台灣  3. □中國內地 

                                                          4. □香港  5. □國外  6.□不清楚  7.□還未有打算 

第二部分：對四校聯招的認知程度 (共4題)【請在□勾選出認為最正確的選項】 

（1）你知道“四校聯招”指的是哪四所高等院校？ 

   A.  □ 澳門大學                        B. □澳門科技大學        C. □澳門城市大學 

   D. □ 聖若瑟大學                       E. □澳門理工學院        F. □旅遊學院 

   G.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H. □澳門管理學院         I. □中西創新學院 

   J.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K. □我不知道 

（2）你知道四校聯招在何時實行嗎？ 

   A. □2014～2015年度                  B. □2015～2016年度           C. □ 2016～2017年度 

   D. □ 2017～2018年度                 E. □依然未有時間表           F. □我不知道 

（3）政府初步擬定四校聯招的考試科目為哪些科目？ 

    A. □中、英、數                       B. □中、英                       C. □中、英、數、葡 

 D. □根據個人志願(理科、文科、商科等)再加中、英兩科 

  E. □根據個人志願再加中、英、數三科    

  F. □根據個人志願再加中、英、數、葡四科                          G. □我不知道 

（4）四所高等院校的入學試各具特色 。若日後實行四校聯招，下列有關考試內容和標準的

敍述，何者正確？  

 A. □將會由教青局訂定                           B. □將會由社會知名教育人士訂定 

  C. □將會由四所大學共同訂定               D. □將會以澳門大學入學試內容作為考試內容 

  E. □政府對四校聯招的考試內容、標準等都沒有明確的準則        F. □我不知道 

編碼欄 

由工作人員填寫 

A.1. ________   

 

A.2. ________   

 

 

 

A.3. ________ 

 

 

A.4. ________ 

 

A.5. ________ 

 

 

 

 

 

B.1. ________ 

(填答對數目) 

 

 

 

 

B.2. ________ 

 

 

 

 

B.3. ________ 

 

 

 

 

 

B.4. ________ 

 

 

合計_________ 

問卷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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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對四校聯招推行細節的意見  (共11題) 

（1） 若實行四校聯招，你希望考試的次數為多少次？【請在□勾選出最符合你意見的項目，下同】 

1.□1次            2.□2次            3.□3次          4.□4次 

 

（2） 你希望四校聯招在何時開始實行考試？  

1.□高三開學之前(7~8月)   2.□高三的9~10月     3.□高三的11~12月 

4.□高三次年1~2月        5.□高三次年3~4月 

 

（3） 你希望第一次考試的內容為？ 

1.□高一所學內容          2.□高二所學內容   3. □高三所學內容 

4.□高一、二所學內容      5.□高二、三所學內容 

(4~7題說明:例如以第4題為例，勾選 1、2項即代表應該你認為中文科應該出2份試卷，第一

份卷單獨考文學知識；第2份卷單獨考作文) 

（4） 在考試內容上，你希望中文科的下列各項範疇中，哪些應該單獨設立一份試卷作為

考核內容？ 請勾選你的意見。（你可選擇多於一項） 

1.□文學知識   2.□作文       3. □字詞讀音及運用   4. □ 普通話應用 

5. □口語會話  6. □閱讀理解   7. □聽力             8. □ 古漢語運用及知識 

 

（5） 在考試內容上，你希望英文科的下列各項範疇中，哪些應該單獨設立一份試卷作為

考核內容？ 請勾選你的意見。（你可選擇多於一項） 

1.□詞彙運用  2.□作文  3. □文法   4. □聽力  5. □口語會話   6. □閱讀理解 

 

（6） 在考試內容上，你希望數學科的下列各項範疇中，哪些應該單獨設立一份試卷作為

考核內容？ 請勾選你的意見。（你可選擇多於一項） 

1.□平面幾何    2.□代數  3. □三角   4. □立體幾何   5. □微積分   6. □統計 

 

（7） 在考試內容上，你希望葡語科的下列各項範疇中，哪些應該單獨設立一份試卷作為

考核內容？ 請勾選你的意見。（你可選擇多於一項） 

1.□詞彙運用  2.□作文   3. □文法   4. □聽力  5. □口語會話  6. □閱讀理解 

 

（8） 你認為成績應該取兩次中的平均分數或是最高的分數? 

1. □平均分數    2. □最高分數 

 

（9） 在評分標準上，你認為考試的成績應該以下列哪種方法評定？ 

1. □分數制度    2. □等級分數（例如按照分數分A~F級） 

 

（10） 你認為四校聯招只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 (中、英、數、葡) 還是額外考更多科目? 

1.□只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本部分完,請跳至第四部分)  

2.□考目前所擬定的科目外還需額外考更多科目(跳至11)       

 

（11） 你認為除了中、英、葡三科外，還應該額外考下列那些科目？(勾選3項即應額外多

考3科,分別為你所勾選的該3個科目) 

1.□物理   2.□化學   3.□生物    4.□會計    5.□通識(生活時事、國家大事等) 

6.□地理   7. □歷史   8.□經濟   9.□音樂   10. □視覺藝術      11. □體育     

 

 

 

C1. ________ 

 

 

 

C2. ________ 

 

 

 

 

 

C3. ________ 

 

 

 

 

 

C4.項數______ 

項目________ 

 

 

 

 

C5. 項數______ 

項目________ 

 

 

 

 

C6. 項數______ 

項目________ 

 

 

 

C7. 項數______ 

項目________ 

 

 

 

C8. ________ 

 

 

 

C9. ________ 

 

 

 

C10. ________ 

 

 

 

C11.項數______ 

項目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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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四校聯招所帶來的影響   (共11題)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1） 需要用更多時間温習                  □             □           □           □            □      

（2） 上課內容難度加深                      □             □           □           □            □        

（3） 參與課餘活動時間減少              □             □           □           □            □       

（4） 更不注重學習                              □             □           □           □            □    

（5） 減輕了所承受的心理壓力          □             □           □           □            □       

（6） 睡眠時間增加                             □             □           □           □             □    

（7） 參加更多課外輔導課程              □             □           □           □             □   

（8） 令考試更輕鬆                              □             □           □           □             □        

（9） 令學習方式有所改變                  □             □           □           □             □       

（10） 會增加修讀心儀學系的機會□             □           □           □              □     

（11） 增強學生的競爭意識             □             □           □           □              □       

  第五部分：對四校聯招的立場  (共11題)  

（1） 你覺得四校聯招的實行有必要嗎？     

1□非常沒必要       2□沒必要       3□中立       4□必要     5□非常有必要    

（2） 你認為四校聯招的制度公平嗎？ 

1□非常不公平       2□不公平       3□中立      4□公平      5□非常公平 

（3） 你認為四校聯招實行倉卒嗎？  

1□非常倉卒         2□倉卒           3□中立         4□不倉卒 

（4）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令更多學生選擇就讀大學嗎？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5）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吸引學生留澳就讀大學？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6）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提高升大機會嗎？ 

1□完全不會         2□不會          3□中立          4□會            5□一定會 

（7）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提高學校的教學質素嗎？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8）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加劇學生的應試心態嗎？ 

1□不會加劇        2□中立          3□會加劇      4□一定會加劇 

（9）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統一本澳的教學內容嗎？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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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認為四校聯招會一試定生死嗎?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中立         4□同意           5□非常同意 

（11） 你贊成推行四校聯招嗎？ 

 

1□非常不贊成   2□不贊成   3□中立    4□贊成   5□非常贊成 

 

 

E10_________ 

 

 

 

E11_________ 

 

 

 

～ 問卷完 ～ 

感謝閣下的配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