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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每天都在急速轉變，時事每天也在更新，時事的資訊量龐大，早已

超出以前。可惜本澳的小學教育偏重教科書上的知識和考試制度，使學生

只注重針對考試而出現的知識，對時事及社會事務顯得不太關心，讓近年

來出現學生時事缺乏的隱憂。因此，我們就家庭、教育方法、時事的切身

程度三方面對青少年關心時事的情況開展了一個研究。 

在經分析以後，整體來看家庭、教育方法和時事的切身程度對青少年認

知時事程度有很緊密的聯系，就家庭而言，大部分家庭討論氣氛好的受訪

者，他們接觸到本地時事知識的機會就愈頻密。而學校投入教授時事知識

的時間也與學生對本地時事的認知情況成顯著的正向關係。同時，時事的

切身程度也與學生對時事的認知情況成顯著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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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當今社會日新月異，時事的變化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顯著。隨著本澳的社會生活水準

越來越高，教學設施漸趨完善，但高中生對社會時事的關注度卻被認為不足。在 2013

年澳門青年聯合會的一份標題為「七成青年政治沉默」調查顯示：近兩成受訪者從不收

看時事節目，經常收看的「八○後」青年有二成二，「九○後」為一成二。時事知識問

題調查方面，近八成青年的時事知識答題表現處偏低水準，顯示青年對時事新聞關注度

略有不足，故此本澳青年的社會關注度偏低問題十分值得重視。 

  放眼香港，當地早已把通識科納入為正規課程。環視全球，不少國家都推行時事普及

教育，為的是讓仍在學習階段的青少年可以一早培養好良好的時事觸覺和價值觀。《在

香港青少年接觸新聞資訊與對社會議題取態關係之研究調查》一文亦指出：「較多接觸

政治、經濟及民生新聞的受訪者，其公民意識越高」由此可見，多接觸新聞有助提高公

民意識，青少年對時事瞭解程度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未來社會形態的發展。所以，為了

讓未來社會有個良好的發展空間，我們就必須好好地培養青少年關心時事的習慣。 

  在國內的研究當中，吳霄敏(2012)關於大學生對國內國際時事關注度調查報告顯示時

事關注與學生所生活的家庭、學校的授課編排和自身興趣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從中得到

啟發，基於家庭因素、學校課程、時事與學生的切身程度這三方面，以時事關注度為題

進行了一次研究，希望籍此機會瞭解澳門高中生對社會時事政治關注度的現狀，能為教

青局制定的育人方針提出一些意見和反饋。亦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關注、研

究相關課題。我們冀望本次研究對澳門未來發展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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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架構 

2.1.研究目的 

就本次研究題目，探討其: 

1.目前青少年關注時事的情況； 

2.家庭因素、教育方法和切身程度三者與時事關注度之關係； 

3.對時事知識的看法、立場以及內容和意見； 

4.足夠的時事知識對本澳青少年在生活規劃、學習成績、自我認同、溝通等方面的影響； 

5.就研究結果提出能改善現今狀況的建議。 

2.2.研究假設 

1.家人對時事的關心程度會影響子女瞭解時事知識； 

2.學校的措施和教育對學生瞭解時事知識有影響； 

3.時事類型的切身程度越高，學生對這類時事的瞭解越多。 

2.3.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分為五部份，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家庭狀況、學校安排時事課堂的情況、學生

對時事之認知程度及對時事的看法共五部分，一共 64 條問題。 

第一部分: 本部分包括受訪者的性別、就讀年級、選科等的個人背景資料，目的是為了

探討出不同方面的學生對時事的看法和瞭解程度。 

第二部分: 本部分從父母的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以及其對時事的關心程度來測出家庭

情況和時事關注度的關係。 

第三部分: 本部分以投入時事的學習情況來探討學校教育和時事關注度的關係。 

第四部分: 本部分以經濟、娛樂、財經、體育、國際等五方面的時事問題構成，並以學

生的答題成績來測出其時事認知程度。 

第五部分: 本部分以量表 (四分量表) 形式調查受訪者對時事的看法、瞭解時事知識在

生涯規劃、溝通、自我認同等方面對學生的影響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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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物力，因此在研究方法、研究過程及研究團隊方面，有以下

之限制： 

是次研究的問卷派發工作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24 日進行，由於我們的研究團隊

由高三學生組成，派發問卷期間正值大學入學考試與高三學生畢業考試，因此我們難以

分開心神。根據以往經驗，交由學校派發需要與學校進行多次交渉，而且得到答覆和收

回問卷的時間較晚，如實行此派發問卷工作，將影響我們的備考工作，於是我們採用了

滾雪球抽樣法和配額抽樣法。 

基於問卷長度的考量，受篇幅所限，時事題目部分難以佈置大量題目，因此我們總共佈

置了十五條題目(五個類別，分別為娛樂、本地、國際、體育、財經)，即每一類別僅有

三條題目；而且時事題目的難易度沒有統一的衡量基準，因此我們在訂立時事題目時，

主要參照「雅虎年度熱門新聞榜」設定。因此在推論上可能存在誤差。 

 

2.5.研究對象、抽樣方法及數據收集方式 

  研究對象為澳門高一至高三的學生，是次問卷調查共派發出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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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份(92.3%)，其中有

效問卷為 300 份(85.7%)，無效問卷為 23 份(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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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用滾雪球抽樣法和配額抽樣法來進行抽樣，並分別在蔡

高學校、濠江學校、鏡平中學、國際學校、培華中校、嘉諾撒聖心中文中學、嘉諾撒聖

心英文中學等 7 所學校進行。滾雪球抽樣法，把問卷交到來自不同學校的朋友手上，

讓他們在他們的學校幫助派發，填寫問卷。這種方法簡單易行、省時間，能夠加快效率，

為研究增取更多時間，但收取到的數據可能較粗糙、不確實。 

 配額抽樣法，在一所學校中選出 3 班學生，在老師的協助下在課堂上填寫問卷，能夠

更有效地收回問卷，減少問卷的流失量。其派發至適合的對象填寫，但只有蔡高中學願

意參與，故我們在其他七間中學採用滾雪球調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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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3.1.時事的界定 
一．近期國內外所發生的大事。二．適應潮流的事，被廣大媒體，領域，社會等群體共

同關注的熱點、事件、焦點等現階段所留意的事情，具有方向性，短暫性，聚焦性的特

點的事情。 

吳霄敏(2012)關於大學生對國內國際時事關注度調查報告 

 

3.2.澳門高中生關注時事情況令人擔擾 
超過七成澳門高中生在政治參與上選擇沉默，不會向相關部門、組織等表達意見；約五

成半以朋友或家人為主要討論時事對象，且大部分僅以討論形式為主，很少付諸行動。

近兩成受訪者從不收看時事節目，經常收看的“80 後”青年有二成二，“90 後”為一

成二。時事知識問題調查方面，近八成青年的時事知識答題表現處偏低水準，顯示本澳

青年對時事新聞關注度略有不足。 

澳門青年聯合會(2013) 澳門青年政治參與調查研究 

 

3.3.新興媒體的利與弊 
     新聞媒體是大學生獲得時政資訊的主要途徑，除了傳統的報紙、廣播、電視這些

傳統的傳播媒介以外，網路和手機短信也漸漸成為了大學生的主要資訊傳播媒介。應該

說，在這樣擁有眾多資訊獲取手段的前提下，時政資訊的獲取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新興媒體（網路、手機短信等）快捷的傳播優勢同時會導致其報導時

政資訊「膚淺化」，時政資訊從新聞定義來說屬於深度報導的新聞題材，讀者需要時間

對其進行相應的解讀。雖然大學生借助網路對時政資訊的關注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

是他們在對資訊的理解上仍停留在一個很低淺的層次。 

廣州大學城高校學生關注時政情況的調查研究 

 

3.4.切身程度是學生關注時事的動機 
當前在校大學生對政治的關心往往是為了滿足個人興趣和利益，並非完全為承擔社會責

任和實現政治理想。第一，高校是學生處於成年的初期，他們對政治利益逐漸有所覺察，

對政治權利具有比較強烈的渴望，從而在有意或無意間形成了功利化的政治動機。第二，

成長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影響。目睹了激烈的市場競爭，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觀念，深

深地影響著他們的政治生活。城市化過程中，都市人的冷漠和物質消費的世故，使他們

缺乏對他人利益的關注。 

陳  笑  (2010 年)大學生政治關注度調查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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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家庭因素與時事關注度有顯著關聯 
   不同家庭的不同教育方式、家庭氛圍對大學生有一定的影響。家庭裡如果有成員時

刻關注時政資訊，那麼大學生作為家庭的一份子也會受到影響。如果父母在教育子女時，

著力於培養其獨立思考和辨別資訊真偽的能力，那這些大學生的政治敏感度一定高於其

他大學生。 

3.6. 學科因素與時事關注度有顯著關聯 

  學科的差異性使得大學生對時政資訊的關注程度也存在不一樣。調查發現：文科學生

對時政資訊的關注程度遠遠高於理工科學生。在同一學科內，實踐性較強專業的學生高

於理論性較強專業的學生。 

廣州大學城高校學生關注時政情況的調查研究 

 

3.7.學生對學校開設時事課程的觀感 
   據《關於大學生對國內國際時事關注度調查報告》指出，有 21.6％的同學希望學校開

設與時事相關的課程並且將此納入考試內容，41.8％的同學對此無所謂，36.6％的同學認

為這項舉措完全沒必要，自己私下瞭解就足夠了。 

  調查結果分析︰由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大家對學校的舉措大體上來說反應不是很積極。

也許學校可以選擇採取更生動的方式來宣講時政。 

關於大學生對國內國際時事關注度調查報告  

 

3.8.時事關注度高低對學生的影響 
  對學生而言，時事政治的全面瞭解不單單有助於我們擴展自己的知識閱歷，還有利

於培養大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實際點說，有助於我們的就業和生活。通過對國

家出臺的各種政策的瞭解，我們能夠正確地熟知就業方向以及各方面人才所需。我們只

有關注時事政治，直面社會、參與社會、融入社會，思想的火花只有在理想與現實的碰

撞中產生，在與社會的接粗過程中得以深化、提高。 

廣州大學城高校學生關注時政情況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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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4.1.時事問題 
在本次研究中，共設有十五條關於時事的問題，來測量學生對時事的掌握狀況。研究將十五條

問題分為五大類別，分別是娛樂、國際、財經、本地和體育，而每一類別設有三條題目，答對

有一分，答錯則無分。 

表 4.1.1 時事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2 0.7  

1 2 0.7  

2 9 3.0  

3 10 3.3  

4 14 4.7 

5 23 7.7 

6 32 10.7 

7 38 12.7 

8 42 14.0 

9 39 13.0 

10 39 13.0 

11 21 7.0 

12 16 5.3 

13 10 3.3 

14 3 1.0 

15 0 0.0 

  表 4.1.1 顯示，在總共 15 題時事題中，取得 0-3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7.7%，取得 4-6 分

的人佔總人數的 23.1%，取得 7-9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39.7%，取得 10-12 分的人佔總人數

的 25.3%，取得 13-15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4.3%，約有 55%的人能超過合格線的分數(8.4

分)，其餘 45%的人則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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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三條娛樂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10 3.3  

1 26 8.7  

2 109 36.3  

3 155 51.7  

  表 4.1.2 顯示，88%受訪者能在娛樂問題上取得超過 2 分或以上，且有 155(51.7%)人能

取得滿分。 

 

表 4.1.3 三條國際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24 8.0  

1 79 26.3  

2 120 40.0  

3 77 25.7  

  表 4.1.3 顯示，197(65.7%)位受訪者能在國際問題上取得超過 2 分或以上，且有 77 人

(25.7%)能取得滿分。 

 

表 4.1.4 三條財經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111 37.0  

1 121 40.3 

2 53 17.7  

3 15 5.0  

  表 4.1.4 顯示，232(77.3%)位受訪者在財經問題上僅取得 1 分或以下，且有 111(37%)

人取得 0 分。 

表 4.1.5 三條本地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71 23.7  

1 121 40.3  

2 88 29.3  

3 20 6.7  

表 4.1.5 顯示，只有 36%受訪者能在本地問題中取得 2 分或以上。超過六成人取分為 1

分或以下。 

表 4.1.6 三條體育問題總得分 

得分  人數  百分比 

0 53 17.7  

1 95 31.7  

2 78 29.3  

3 64 21.3  

  表 4.1.6 顯示，在體育時事問題部份，取得 1 分或以下的人和取得 2 分或以上的人約

各佔一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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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受訪者的資料 
 

4.2.1. 性別 

表4.2.1 受訪者性別(N=300)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148 49.3 

女 152 50.7 

  表4.2.1顯示受訪者性別的分佈狀況，在300個受訪者當中，男性佔49.3%，女性佔50.7%，

男女比例較為平均。 
 

4.2.2. 年級 

表4.2.2 受訪者就讀年級 (N=300)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高一 109 36.3 

高二 93 31.0 

高三 98 32.7 

  表4.2.2顯示，300個受訪者的年級介乎於高一至高三。而高一的受訪者佔最多(36.3%)，

而高二的受訪者佔(31%)，高三受訪者則佔(32.7%) 
 

4.2.3. 年齡 

表4.2.3.1 受訪者年齡 (N=300)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5 30 10.0 

16 85 28.3 

17 79 26.3 

18 77 25.7 

19 17 5.7 

20 8 2.7 

21 4 1.3 

  表4.2.3.1顯示，300個受訪者的年齡介乎於 15至 21歲。當中16~18歲的受訪者所佔部份

較多，佔80.3%。 
 

表4.2.3.2 年齡與受訪者所得總分關係(N=300) 

 年齡 

時事題所得總分數 

Pearson 相關 0.166 * * 

顯著性(雙尾) 0.004  

人數 300 

  在受訪者回答此問題的表現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r=0.166, n=300, P<0.005，

說明年齡與對受訪者的時事知識掌握程度正相關，受訪者年齡越大，在時事問題部分所

得的總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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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選科 

表4.2.4.1 受訪者選科(N=300) 

選科 人數 百分比 

文 124 41.3 

理 101 33.7 

未分科 75 25.0 

  表4.2.4.1顯示，300個受訪者中，就讀文科的學生比例佔最多(41.3%)，其次是理科(33.7%)，

未分科的人佔最少(25.0%)。 

 

表4.2.4.2 文理科學生和所得總分T-Test分析(N=225) 

總分 
文理 

選科 

人數 

(N) 

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t 

選科 
文 124 7.6532 2.48588 

-2.342 *  
理 101 8.5347 3.04488 

  在受訪者選科情況及所有時事題目所得分數的相關分析中發現，t=-2.342,P<0.5，表明

兩者之間有顯著關係，即是受訪者所選科目與他們對普遍時事的認知情況有關。 
 

小結：根據所得數據顯示，理科生所得的分數與文科生所得的有顯著差異，

由此可推測出，理科生比文科生更為關注時事。 
 

4.3.家庭的因素 

4.3.1. 家庭狀況 
    是次研究中，我們以受訪者父母的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家庭人數以及月收入來瞭解受訪

者家庭資源的情況。 
 

4.3.1.1. 父母婚姻狀況 

表 4.3.1.1 受訪者父母婚姻狀況(N=300) 

父母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共同生活 260 86.7 

分居/離婚 34 11.3 

喪偶 3 1.0 

其他 3 1.0 

  表 4.3.1.1 顯示，300 個受訪者中，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學生讀文科的學生比例佔最多

(86.7%)，喪偶和其他(如未婚)只各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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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父親教育程度 

表 4.3.1.2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N=300) 

父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49 16.3 

初中 103 34.3 

高中 108 36.0 

大專 26 8.7 

大學或以上 14 4.7 

  表 4.3.1.2 顯示，300 個受訪者的父親，除了“大學或以上”和“大專”這兩個組別為

數最小，分別佔 4.7%和 8.7%，其他四組的分佈情況，都很為相近。受教育程度為高中

的比例佔最多(36.0%)，其次是初中(34.3%)。 

 

4.3.1.3. 母親教育程度 

表 4.3.1.3 受訪者母親教育程度(N=300) 

母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60 20.0 

初中 114 38.0 

高中 86 28.7 

大專 29 9.7 

大學或以上 11 3.7 

  表 4.3.1.3 顯示，300 個受訪者的母親，和父親的分佈情況相似。“大學或以上”和“大

專”兩個組別為數最好，佔 3.7%和 9.7%。受教育程度為初中的比例佔最高(38%)，其次

是高(28.7%)。 

4.3.1.4. 家庭人數 

表 4.3.1.4 受訪者家庭人數(N=300) 

家庭人數 人數 百分比 

2 8 2.7 

3 56 18.7 

4 148 49.3 

5 60 20.0 

6 20 6.7 

7 6 2.0 

8 2 0.7 

  表 4.3.1.4 顯示，300 個受訪者的家庭人數介乎於 2 至 8 人，家庭人數為 4 人的學生比

例佔最多(49.3%)，佔比例最少的是 8 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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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家庭收入情況 

表 4.3.1.5 受訪者家庭收入情況(N=300) 
家庭收入 人數 百分比 

16,000 以下 31 10.3 

16,000~21,999 67 22.3 

22,000~27,999 76 25.3 

28,000~33,999 46 15.3 

34,000~39,999 31 10.3 

40,000~49,999 20 6.7 

50,000~59,999 16 5.3 

60,000 以上 13 4.3 

  表 4.3.1.5 顯示，300 個受訪者中，家庭每月收入為 22,000~27,999 元的學生比例佔最多

(25.7%)，其次是每月收入為 16,000~21,999 元(22.3%)，超過七成受訪者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處於 16000~39999 元，只有一成為 50000 元以上。 

 

4.3.2. 家庭氣氛影響學生的時事關注度 

根據相關研究，家人討論時事的氣氛與學生關心時事的情況有關，而以下四分量表中的

問題能反映家庭對於時事的關切程度。「非常不同意」為 1 分，「不同意」為 2 分，「同

意」為 3 分，「非常同意」為 4 分。 

 

表 4.3.2.1 受訪者家庭時事討論氛圍情況(N=300) 

問題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我的家人有觀看新聞報導的習慣 5 (1.7%) 26 (8.7%) 175 (58.3%) 94 (31.3%) 

*我很少和家人討論時事 12 (4.0%) 139 (46.3%) 122 (40.7%) 27 (9.0%) 

我的家人會發表自己對時事的見解 12 (4.0%) 56 (18.7%) 176 (58.7%) 56 (18.7%) 

我的家人鼓勵我主動關注時事 12 (4.0%) 88 (29.3%) 157 (52.3%) 43 (14.3%) 

我的家人會從多種途徑瞭解時事 9 (3.0%) 67 (22.3%) 173 (57.7%) 51 (17.0%) 

*我不願與家人討論時事 41 (13.7%) 177 (59.0%) 65 (21.7%) 17 (5.7%) 

我和家人對時事的見解相似 21 (7.0%) 124 (41.3%) 141 (47.0%) 14 (4.7%) 

*我的家人很少參與社會運動 15 (5.0%) 69 (23.0%) 153 (51.0%) 63 (21.0%) 

  表 4.4.1 顯示，近九成(89.6%)的受訪者的家庭成員有觀看新聞報導的習慣，而其中有

接近 8 成(77.4%)受訪者的家人會向受訪者發表自己對時事的見解，此外，逾 70%受訪者

願意與家人討論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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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2 家庭總分與所得本地時事題目所得分數關係(N=300) 

 家庭總分 

本地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14 * 

顯著性(雙尾) 0.048  

人數 300 

  在受訪者回答此問題的表現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r=0.114, n=300, P<0.05，

表明兩者之間有顯著的低度正相關，即是受訪者的家庭討論時事氛圍越好，他們對本地

時事的認知情況越好。 

 

表 4.3.2.3 家庭總分與所得總分關係(N=300) 

 家庭總分 

時事題所得總分數 

Pearson 相關 0.076 

顯著性(雙尾) 0.190  

人數 300 

  在受訪者的家庭總分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r=0.076, n=300, P>0.05，表明兩

者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即是受訪者的家庭討論時事氣氛與他們對所有時事的認知情況無

關。 

 

小結：從以上兩個圖表的分析結果可得知，家庭討論時事氣氛只與本地時

事的認知情況有關，相反，與經濟、體育、國際及財經等時事的認知情況

沒有太密切的關係。由此，我們可推測，家庭較集中於討論本地時事，而

其他時事則較少討論。 

 
*家庭總分計分方式：根據受訪者在題 2.6 中的回答，若答案是非常同意，得 4 分，若答

案是同意，則為 3 分，如此類推，將受訪者在題 2.6 中所有問題的得分加總，便得出家

庭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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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學校教學影響學生的時事關注度的情況 
根據相關研究，學校教授時事的時間能直接影響學生對時事知識的情況，而以下時間分佈表能

反映出學生投入到時事功課的時間。 

4.4.1. 學校教學時間 

表4.4.1.1 學校教學時間(N=300) 

問題 沒有 

0.5 小

時或以

下 

0.5 小時

~1 小時 

1~3 小

時 

3~5 小

時 

5 小時

以上 

您平均每個月內投入多少時間到關

於時事的功課/報告？ 

54 

(18.0%) 

68 

(22.7%) 

104 

(34.7%) 

51 

(17.0%) 

12 

(4.0%) 

11 

(3.7%) 

您的學校平均每個星期用於教授時

事知識的時間是多少？ 

46 

(15.3%) 

59 

(19.7%) 

151 

(50.3%) 

22 

(7.3%) 

14 

(4.7%) 

8 

(2.7%) 

  表 4.4.1.1 顯示，在 300 名受訪者中，每月投入 0.5 至 1 小時到關於時事的功課和報告

最多(34.7%)，只有 11 人(3.7%)每月用 5 小時以上做學校功課和報告。五成(50.3%)受訪者

的學校每個星期用 0.5 小時至 1 小時教授時事知識。 

 

表4.4.1.2 時事報告及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和所得本地時事題目所得分數關係 

 時事報告及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 

本地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20 * 

顯著性(雙尾) 0.038  

人數 300 

  在受訪者投入時事報告及所在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與本地時事題目所得分數的相關

分析中發現，r=0.12, n=300, P<0.05，表明兩者之間有顯著的低度正相關，即是受訪者投

入時事報告及所在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越長，他們在本地時事問題所得分數越高。 
 

表4.4.1.3 時事報告及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和所得總分關係(N=300) 

 時事報告及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 

時事題所得總分數 

Pearson 相關 0.061 

顯著性(雙尾) 0.289  

人數 300 

  在受訪者投入時事報告及所在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與本地時事題目所得分數的相關

分析中發現，r=0.061, n=300, P>0.05，表明兩者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即是受訪者投入時事

報告及所在學校教授時事總時間與他們對所有時事的認知情況無關。 
 

小結：從以上兩個圖表的分析結果可得知，學校課程和佈置的功課多少只

與本地時事的認知情況有關，相反，與經濟、體育、國際及財經等時事的

認知情況沒有太密切的關係。由此，我們可推測，學校課程和佈置的功課

主要以本地時事為中心，而其他時事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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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對學校課程的意見 

表4.4.2.1 受訪者對學校課程的意見(N=300) 

問題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我認為學校安排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能

加深我對時事的瞭解 
6 (2.0%) 38 (12.7%) 219 (73.0%) 37 (12.3%) 

 

*我認為我安排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會令

我感到困擾 
9 (3.0%) 138 (46.0%) 113 (37.7%) 40 (13.3%) 

 

*我認為學校在課堂上討論時得到的時事

知識不足夠 
3 (1.0%) 99 (33.0%) 173 (57.7%) 25 (8.3%) 

 

我認為學校安排關於時事的課程/功課/報

告能加強我對時事的興趣 
15 (5.0%) 103 (34.3%) 167 (55.7%) 15 (5.0%) 

我認為學校應該設立關於時事的正規課程 18 (6.0%) 122 (40.7%) 132 (44.0%) 28 (9.3%) 
 

我認為學校應該聘請專業導師教授時事課

程  
15 (5.0%) 140 (46.7%) 114 (38.0%) 31 (10.3%) 

我認為學校應該幫助學生瞭解時事 8 (2.7%) 36 (12.0%) 207 (69.0%) 49 (16.3%) 

我在意書本知識多於時事知識 27 (9.0%) 163 (54.3%) 90 (30.0%) 20 (6.7%) 

如果學校開設時事選修科，我會選擇修讀 28 (9.3%) 141 (47.0%) 107 (35.7%) 24 (8.0%) 
 

*如果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我就不會

主動關注時事 
64 (21.3%) 167 (55.7%) 60 (20.0%) 9 (3.0%) 

  表 4.4.2.1 顯示，85.3%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應該幫助學生去瞭解時事，也同意學校時事

課程能加深他們對時事的瞭解。同時，即使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仍然會有 77%的

受訪者會選擇繼續去關注時事。 

 

表4.4.2.2“如果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我就不會主動關注時事”與所得

總分關係(N=300) 

 
如果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我就不會

主動關注時事 

時事題所得總分數 

Pearson 相關 -0.149 * * 

顯著性(雙尾) 0.010  

人數 300 

  在受訪者回答此問題的表現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r=-0.149, n=300, P<0.05，

即表示越認同“即使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自己也會主動關注時事”的人，總分也

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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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受訪者的興趣 
根據相關研究，學生的興趣、時事的切身程度以及時事的類型都會影響學生對時事的關心程度，

以下九個表則分別針這三方面的情況，列出百分比，從而得知現時學生對時事觀感。 

4.5.1. 受訪者感興趣的時事類型 

表4.5.1.1 受訪者最感興趣的時事類型(N=300)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121 40.3 

本地 49 16.3 

國際 83 27.7 

體育 46 15.3 

財經 1 0.3 

  表 4.5.1.1 中顥示，高中生最感興趣的時事類型為娛樂，佔整體的 40.3%。接著為國際，

再到本地、體育，最後為財經(僅有 0.3%)。 
 

 

表4.5.1.2 受訪者第二感興趣的時事類型(N=300)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52 17.3 

本地 118 39.3 

國際 89 29.7 

體育 34 11.3 

財經 7 2.3 

  表 4.5.1.2 顥示，高中生第二感興趣的時事類型為本地，佔整體的 39.3%。接著為國際，

再到娛樂、體育，最後為財經(僅有 2.3%)。 
 

表4.5.1.3 受訪者第三感興趣的時事類型(N=300)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66 22.0 

本地 77 25.7 

國際 95 31.7 

體育 39 13.0 

財經 23 7.7 

  表 4.5.1.3 顥示，高中生第三感興趣的時事類型為國際，佔整體的 31.3%。接著為本地，

再到娛樂、體育，最後為財經(有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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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對某類新聞感興趣受訪者與他們在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表4.5.2.1 對娛樂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與他們在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對娛樂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 

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078 

顯著性(雙尾) 0.180 

人數 300 

  表 4.5.2.1 表示，r=0.078,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對娛樂新聞感興趣，與他們在

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沒有顯著關係。 

 

表4.5.2.2 對本地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與他們在本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對本地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 

本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026 

顯著性(雙尾) 0.655  

人數 300 

  表 4.5.2.2 表示，r=0.026,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對本新聞感興趣，與他們在本

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沒有顯著關係。 

 

表4.5.2.3 對國際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與他們在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對國際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 

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32 * 

顯著性(雙尾) 0.022  

人數 300 

  表 4.5.2.3 表示，r=0.132,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對國際新聞感興趣，與他們在

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關係。 

 

表4.5.2.4 對財經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與他們在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對財經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 

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216 * 

顯著性(雙尾) 0.000  

人數 300 

  表 4.5.2.4 表示， r=0.216, n=300, P<0.005，說明受訪者是否對財經新聞感興趣，與他們

在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顯著關係。 

 

表4.5.2.5 對體育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與他們在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對體育新聞感興趣的受訪者 

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319 * * 

顯著性(雙尾) 0.000  

人數 300 

  表 4.5.2.5 表示，r=0.319, n=300, P<0.005，說明受訪者是否對體肓新聞感興趣，與他們

在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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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時事的切身程度 

4.6.1. 受訪者認為與自身密切的時事類型 
表4.6.1.1 受訪者認為與自身最密切的時事類型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63 21.0 

本地 163 54.3 

國際 44 14.7 

體育 25 8.3 

財經 5 1.7 

  表4.6.1.1中顯示，高中生認為與自身最密切的時事類型為本地，佔整體的54.3%。接著

為娛樂，再到國際、體育，最後為財經(僅有1.3%)。 

 

表4.6.1.2 受訪者認為與自身第二密切的時事類型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43 14.3 

本地 74 24.7 

國際 146 48.7 

體育 24 8.0 

財經 13 4.3 

  表4.6.1.2中顯示，高中生認為與自身第二密切的時事類型為國際，占整體的48.7%。接

著為本地，再到娛樂、體育，最後為財經(僅有4.3%)。 

表4.6.1.3 受訪者認為與自身第三密切的時事類型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娛樂 73 24.3 

本地 37 12.3 

國際 77 25.7 

體育 53 17.7 

財經 60 20.0 

  表4.6.1.3中顯示，高中生認為與自身第三密切的時事類型為國際，占整體的25.7%。接

著為娛樂，再到財經、體育，最後為本地(有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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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認為某類新聞與自身關係密切與他們在該類時事題分數的關係 

表4.6.2.1 認為娛樂新聞與自身密切與他們在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認為娛樂新聞與自身密切的受訪者 

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049 

顯著性(雙尾) 0.394  

人數 300 

  表 4.6.2.1 表示，r=0.049,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認為娛樂新聞與其關係密切，

與他們在娛樂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沒有顯著關係。 

 

表4.6.2.2 認為本地新聞與自身密切與他們在本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認為本地新聞與自身密切的受訪者 

本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61 * * 

顯著性(雙尾) 0.005  

人數 300 

  表 4.6.2.2 表示，r=0.161,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認為本地新聞與其關係密切，

與他們在本地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顯著關係。 

 

表4.6.2.3 認為國際新聞與自身密切與他們在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認為國際新聞與自身密切的受訪者 

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49 * * 

顯著性(雙尾) 0.010  

人數 300 

  表 4.6.2.3 表示，r=0.149,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認為國際新聞與其關係密切，

與他們在國際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顯著關係 

 

表4.6.2.4 認為財經新聞與自身密切與他們在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認為財經新聞與自身密切的受訪者 

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124 * 

顯著性(雙尾) 0.032  

人數 300 

  表 4.6.2.4 表示，r=0.124, n=300, P<0.05，說明受訪者是否認為財經新聞與其關係密切，

與他們在財經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關係 

 

表4.6.2.5 認為體育新聞與自身密切與他們在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的關係 

 認為體育新聞與自身密切的受訪者 

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 

Pearson 相關 0.285 * * 

顯著性(雙尾) 0.000  

人數 300 

表 4.6.2.5 表示，r=0.285, n=300, P<0.005，說明受訪者是否認為體育新聞與其關係密切，

與他們在體育類時事題所得分數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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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最常瞭解的時事類型 
表4.7 受訪者最常瞭解的時事類型 

時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國際新聞 103 34.3 

娛樂新聞 119 39.7 

財經新聞 4 1.3 

時政新聞 35 11.7 

體育新聞 39 13.0 

  表4.7顯示，高中生最常瞭解時事類型為娛樂，佔整體的39.7%。接著為國際，再到體

育、時政，最後為財經(僅有1.3%)。 

 

4.8.接觸時事的途徑(複選題) 
表4.8 最常接觸時事的途徑 

接觸途徑 次數 百分比 觀察值百分比 

朋友 146 14.2% 48.7% 

廣告 56 5.5% 18.7% 

報章雜誌 140 13.6% 46.7% 

互聯網 261 25.4% 87.0% 

親人 100 9.7% 33.3% 

電視電台 222 21.6% 74.0% 

學校 102 9.9% 34.0% 

總數 1027 100.0% 342.3% 

  表 4.8 顯示，最多人選擇去接觸時事的途徑為互聯網，百分比為 25.4%，其次則是電

視電台，其百分比為 21.6%，再到朋友，報章雜誌，學校，親人，最小為廣告(只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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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瞭解時事的原因 
在此部分中，本研究針對學生瞭解時事的原因和自身對時事的看法兩方面來探討他們瞭解時事

的動機和時事在他們心中的價值。以此部分得出的數據來為後文的總結和意見提供想法。 

 

表4.9 主動瞭解時事的第一原因 

瞭解時事的原因 次數 百分比 

增廣見聞 178 59.3 

有更多的話題 23 7.7 

瞭解時事已成為一個習慣 45 15.0 

消磨時間 30 10.0 

功課需要 23 7.7 

其他 1 0.3 

  表4.9顯示，高中生瞭解時事的第一原因為「增廣見聞」，佔整體的59.3%，接著為「瞭

解時事已成為一個習慣」，再到「消磨時間」、而「有更多的話題」、「功課需要」所

佔的百分比皆為7.7%。 

4.10. 個人觀感 
表4.10.1 學生對時事知識的重要性的觀感 

問題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我的生涯規劃 5 (1.7%) 40 (13.3%) 212 (70.7%) 43 (14.3%) 

*足夠的時事知識對我的學習沒有幫助 41 (13.7%) 189 (63.0%) 58 (19.3%) 12 (4.0%) 

足夠的時事知識能提昇我的競爭能力 3 (1.0%) 29 (9.7%) 214 (71.3%) 54 (18.0%) 

足夠的時事知識能使我和別人溝通時，擁有

更多話題 
5 (1.7%) 28 (9.3%) 197 (65.7%) 70 (23.3%) 

足夠的時事知識使我容易得到別人的認同 7 (2.3%) 56 (18.7%) 190 (63.3%) 47 (15.7%) 

  表 4.10.1 顯示，超過 75%的受訪者同意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自己的生涯規劃和學

習，同時，他們也認為充夠的時事知識能提升他們的競爭能力、社交能力、自信心。 
 

 

表4.10.2 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我的生涯規劃與所得總分關係 

 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我的生涯規劃 

時事題所得總分數 

Pearson 相關 0.149 * * 

顯著性(雙尾) 0.010  

人數 300 

  表4.10.2顯示，在受訪者回答此問題的表現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r=0.149, 

n=300, P<0.05，表示對“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自己的生涯規劃”越同意的人，在時事

題目部分所得的總分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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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及建議 

5.1.總結 

5.1.1. 澳門高中學生對時事的掌握情況一般。 

在總共 15 題時事題中，取得 0-3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7.7%，取得 4-6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23.1%取得 7-9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39.7%，取得 10-12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25.3%，取得 13-15

分的人佔總人數的 4.3%，約有 55%的人能超過合格線的分數(8.4 分)，其餘 45%的人則

不合格。 

 

5.1.2. 受訪者感興趣時事排列，興趣和時事認知有正向關係 

高中生最感興趣的時事類型為娛樂，佔整體的 40.3%。接著為國際，再到本地、體育，

最後為財經(僅有 0.3%)。根據相關分析，我們發現財經類，國際類，體育類時事的分數

均與自身興趣成正向顯著關係(p<0.05)。 

 

5.1.3. 娛樂新聞為高中生最常瞭解的時事 

高中生最常瞭解時事類型為娛樂，佔整體的 39.7%。接著為國際，再到體育、時政，最

後為財經(僅有 1.3%)。由此可以推則。 

 

5.1.4. 學校教授時事課程概況與受訪者對學校課程的意見 

在 300 名受訪者中，每月投入 0.5 至 1 小時到關於時事的功課和報告最多(34.7%)，只有

11 人(3.7%)每月用 5 小時以上做學校功課和報告。五成(50.3%)受訪者的學校每個星期用

0.5 小時至 1 小時教授時事知識。 

85.3%的受訪者認為學校應該幫助學生去瞭解時事，也同意學校時事課程能加深他們對

時事的瞭解。在問題「我認為學校應該設立關於時事的正規課程」53.3%的受訪者表示

認同，46.7%的受訪者表示不認同。在「我認為學校應該聘請專業導師教授時事課程」

分別有 48.3%的受訪者表示認同，51.7%表示不認同，顯示受訪者在學校應否設立時事正

規課程和應否聘請專業導師教授課程的問題上出現意見分岐。 

 

5.1.5. 本地高中生的國際視野略有不足 

從中我們發現家庭討論時事氣氛只與本地時事的認知情況有關，與經濟、體育、國際及

財經等時事的認知情況無顯著關係；無獨有偶，學校課程和佈置的功課多少也僅與本地

時事的認知情況有關。我們由此推測，家庭較集中於討論本地時事，學校課程和佈置的

功課主要以本地時事為中心，而其他類型時事則較少。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推斷，本地高中生的國際視野略有不足，冀望未來可以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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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受訪者瞭解時事的動機 

高中生瞭解時事的第一原因為「增廣見聞」，佔整體的 59.3%，接著為「瞭解時事已成為

一個習慣」，再到「消磨時間」、而「有更多的話題」和「功課需要」所佔的百分比皆為

7.7%。超過 75%的受訪者同意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自己的生涯規劃和學習，同時，

他們也認為足夠的時事知識能提升他們的競爭能力、社交能力、自信心。 
 

5.1.7. 受訪者認為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時事，切身程度與時事認知有正向

關係 

高中生認為與自身最密切的時事類型為本地，佔整體的 54.3%。接著為娛樂，再到國際、

體育，最後為財經(僅有 1.3%)。由表 4.7.2 可以得知，受訪者在與自己關係密切的時事

問題中，得分較高，當受訪者認為自己與某新聞類型關係密切時，則他們對該類型時事

認知較多。 
 

5.1.8. 高中生接觸時事資訊主要依靠互聯網 

最多人選擇去接觸時事的途徑為互聯網，百分比為 25.4%，其次則是電視電台，其百分

比為 21.6%，再到朋友，報章雜誌，學校，親人，最小為廣告(只有 5.5%)。 

可見高中生接觸時事資訊主要依靠互聯網，因此可由網絡入手，提高青少年可接觸的資

訊量。 
 

5.1.9. 年齡、選科與受訪者所得總分之關係 

在受訪者年齡與時事關注度的相關分析中發現 r=0.166 ,(p<0.05)，表明年齡與對受訪者

的時事知識掌握程度正相關。 

在文科受訪者所有時事題目得分與理科受訪者所有時事題目得分的相關分析中發現，理

科學生得分明顯比文科學生高，而且兩者有顯著關係(p<0.05)。由此顯示，本澳的理科

學生比文科學生更具時事觸覺，這一結果正正與內地的情況相反，《廣州大學城高校學

生關注時政情況的調查研究》指出，內地文科學生對時政資訊的關注程度遠遠高於理工

科學生。 
 

5.1.10. 認同“即使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自己也會主動關注時事”

的人，時事問題得分較高 

77%的受訪者表示「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仍然會選擇繼續去關注時事。」 

而且，受訪者回答問題「如果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我就不會主動關注時事」的表

現與其所得時事問題部分總分的相關分析中發現 r=-0.149 ,(p<0.05)，表示越認同“即使時

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自己也會主動關注時事”的人，時事觸覺較高。 
 

5.1.11. 時事知識越高，越有利學生的生涯規劃方案 

在受訪者回答“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自己的生涯規劃”問題的表現與時事問答題總分

的相關分析中發現 r=0.149 ,(p<0.05)，這表明學生的時事知識越豐富，越有利他們規劃

人生。由此可見，學校有必要加深學生的時事認知，這將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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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建議 

青少年多瞭解時事，一方面可以幫助他們認識社會，另一方面有助培養他們的時事觸角

和建立多角度的立體思考模式。因為，令青少年主動關心時事，對於青少年未來發展絕

對有極大幫助。同時青少年從瞭解時事的過程中，逐步建立公民意識，有助社會出現多

元聲音，向公民社會發展。 

通過研究，我們認為可以由以下途徑入手，幫助青少年較多地瞭解時事。 

 

5.2.1. 課程方面 

是次調查發現，學校課程和佈置的功課多少僅與本地時事認知情況正相關。而其他類型

(如財經、國際等)時事則關係不大，可見學校的時事課程對學生瞭解時事有一定程度的

幫助，但所教授的時事類型不夠全面(僅集中於本地)，因此，我們建議改善學校課程： 

1. 課程中應加入更多類型的時事作為教材 

2. 將時事課程納入正規課程，定期給予學生小組報告和小組討論。 

3. 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使他們在教授時事課時，可以提供客觀的見解給學生。 

4. 將原來的早讀課改為時事分享課。 

5. 參照中文網上閱讀平臺( wiseman , i-learner)，設立時事網上閱讀平臺讓學生使用。 

衡量教育是否成功，不應只取決於能否培養一群成績優秀的學生，而是能否塑造出一群，

即使與分數無關，也會主動關心社會的人。通過改善後的課程，希望能提高學生他們在

時事方面的知識。 

 

5.2.2. 家庭方面 

是次調查發現，家庭討論時事氣氛與受訪者本地時事問題得分有正向顯著關係，因此，

若想加深學生的時事認知情況，可以由家庭方面入手。為此，我們建議政府著重於加深，

家庭間議論時事的氛圍，由父輩影響下一代，形成兩代人經常討論時事的好習慣。 

我們建議推行「時事分享幸運大抽獎」活動，內容為：拍一張全家正在觀看新聞的大合

照，兼提交 300 字的內容概括與對該時事的看法和反饋，獎金獎品，相當豐富，幾分耕

耘幾分收獲，千萬利是等住你 ﹗ 

 

5.2.3. 傳播途徑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最多人選擇去接觸時事的途徑為互聯網，百分比為 25.4%，因此，

我們建議政府由網絡入手，在微信、臉書等社交媒體上建立政府部門的官方賬號，傳播

本地施政資訊，同時鼓勵其他媒體在社交網站上建立帳號，令更多青少年知道本地、國

際、財經等新聞，以此培養青少年瞭解時事，關心社會的習慣。 

 

5.2.4. 推行更多活動，在青少年與時事資訊之間建立密切關係 

由本次研究得知，高中生與某種時事的關係越密切，那麼高中生對這種類型的時事瞭解

就會越多。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興辦各種比賽如：新聞讀後感比賽、聯校時事問答比賽、

時事討論比賽，令學生在比賽中發表自己對時事的見解，從中培養他們的時事觸覺。 

同時，建立青年議事會，鼓勵青年討論時政，參與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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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接觸新聞資訊與對社會議題取態關係之研究調查   
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 2010 年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46_News_awareness/ 

 

七成青年政治沉默 
澳門青年聯合會屬下青年議政能力訓練計劃委員會 2013 年 

http://mmoca.massn.com/home/news_6435 

 

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 
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 2010 年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44_Youth_media_usage/Youthmediausa

ge.htm 

 

大學生大學大學生對時事政治關注度的調查報告 
吳霄敏、馬瀟、陳薇、王曌夢儀、任佳珍 2010 年 

http://www.9299.net/read/815114j85022ggkg998l0lk0.html 

 

廣州大學城高校學生關注時政情況的調查研究  
佚名 2011 年 

http://wenku.baidu.com/view/4b1a947102768e9951e7381f.html 

 

當代中學生政治關注度研究 
南洋 2013 年 

 

當代大學生社會關注度調查報告——以西安郵電學院為例 
王永傑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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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 
共鑽研 創明天 

全澳高中生時事關注度的調查 
 
    您好﹗我們是共鑽研創明天活動的調查員，請問您現時是否就讀高中年級？若是，我們正進行一項

有關全澳高中生時事關注度的調查，其所的數據會絕對保密，只供研究及分析之用。請問你願意接受訪

問嗎？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 男   □ 女 

年級﹕□ 高一   □ 高二   □ 高三 

年齡﹕______ 歲 

選科﹕□ 文   □ 理   □ 商   □ 未分科   □ 其他        

 
第二部分﹕家庭情況                                                                                  

父母婚姻狀況﹕□ 共同生活   □ 分居/離婚   □ 喪偶   □ 其他___    _ 

父親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 初中   □ 高中   □ 大專   □ 大學或以上     

母親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 初中   □ 高中   □ 大專   □ 大學或以上   

家庭人數：______ __ 

家庭每月收入﹕ 

□16,000 以下  □16,000~21,999   □22,000~27,999  □28,000~33,999  □34,000~39,999  

□40,000~49,999   □50,000~59,999    □60,000 以上 

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請選擇您對下列描述的同意程度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2.6.1. 我的家人有觀看新聞報導的習慣 1 2 3 4 

2.6.2. 我很少和家人討論時事 1 2 3 4 

2.6.3. 我的家人會發表自己對時事的見解 1 2 3 4 

2.6.4. 我的家人鼓勵我主動關注時事 1 2 3 4 

2.6.5. 我的家人會從多種途徑瞭解時事 1 2 3 4 

2.6.6. 我不願與家人討論時事 1 2 3 4 

2.6.7. 我和家人對時事的見解相似 1 2 3 4 

2.6.8. 我的家人很少參與社會運動 1 2 3 4 

 
第三部分  教育課程                                                                                     

您的學校有沒有安排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 

□有   □沒有   (沒有，請跳至 3) 

您平均每個月內投入多少時間到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 

□0.5 小時或以下   □0.5 小時~1 小時   □1~3 小時   □3~5 小時   □5 小時以上 

您的學校有沒有在課堂上安排關於時事的內容？ 

□有   □沒有   (沒有，請跳至 5) 

您的學校平均每個星期用於教授時事知識的時間是多少？ 

□0.5 小時或以下   □0.5 小時~1 小時   □1~3 小時   □3~5 小時   □5 小時以上  



 

~ 27 ~ 

 

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請選擇您對下列描述的同意程度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3.5.1 我認為學校安排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能加深我對時事的瞭解 1 2 3 4 

3.5.2 我認為我安排關於時事的功課/報告會令我感到困擾 1 2 3 4 

3.5.3 我認為學校在課堂上討論時得到的時事知識不足夠 1 2 3 4 

3.5.4 我認為學校安排關於時事的課程/功課/報告能加強我對時事

的興趣 
1 2 3 4 

3.5.5 我認為學校應該設立關於時事的正規課程 1 2 3 4 

3.5.6 我認為學校應該聘請專業導師教授時事課程 1 2 3 4 

3.5.7 我認為學校應該幫助學生瞭解時事 1 2 3 4 

3.5.8 我在意書本知識多於時事知識 1 2 3 4 

3.5.9 如果學校開設時事選修科，我會選擇修讀 1 2 3 4 

3.5.10 如果時事知識與學習成績無關，我就不會主動關注時事 1 2 3 4 

 
第四部份  時事部分                                                                                      

請選出您所瞭解的答案  

 2015 年，埃迪。雷德梅尼(Eddie. Redmayne)，因主演以下哪一套電影而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得

主呢？ 

□布達佩斯大酒店(The Grand Budapest Hotel) 

□愛的方程式(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飛鳥俠(Birdman)                   

□不知道 

 2014 年 12 月馬航 MH 17 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飛往吉隆玻國際機場航線途中，疑受到地對空飛

彈擊落墜毀，機上 283 名乘客和 15 名機組成員悉數罹難。請問事件發生在哪個國家境內呢？ 

□俄羅斯           □立陶宛            □鳥克蘭            □不知道 

 以下那位人士曾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處決？ 

□本田圭一         □後藤健二          □伊藤駿三          □不知道 

 2015 年周傑倫迎娶的妻子是誰？ 

□昆培             □昆淩              □昆婷              □不知道 

 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2015 年 2 月份博彩收入跌破 200 億元，至 195.42 億元，為自 2010 年有紀錄

以來最大跌幅，亦為自 2011 年 1 月以來最低數字，請問 2 月份賭收按年跌幅多少呢？ 

□34.7%            □24.5%             □48.6%             □不知道 

 2013 年 12 月，西非伊波拉病毒在那個國家先爆發？ 

□畿內亞           □塞拉里昂          □喀麥隆            □不知道 

 澳門新填海區共分多少區呢？ 

□5                □6                 □7                 □不知道 

 2014 年國際足聯金球獎得主是哪位足球運動員？   

□美斯             □C.朗拿度          □紐亞               □不知道 

 下屆(2016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那裏舉行？ 

□巴西裡約熱內盧   □日本東京          □澳洲悉尼           □不知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B%E7%9A%84%E8%90%AC%E7%89%A9%E8%AB%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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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簡稱「離補」法內規定的內容不包括以下

哪項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七成的長俸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補償 

□特首終生享有刑事豁免權             

□不知道  

 房祖名在 2014 年 8 月因吸食大麻和容留他人吸毒被捕，請問他在甚麼地方被捕？ 

□北京             □深圳              □臺北              □不知道 

 2015 年 2 月，歐元區財長們達成協議，延長了對以下哪一個國家的財政援助計畫，請問他們？ 

□盧森堡           □摩納哥            □希臘              □不知道  

 現時澳門政府共推出了多少條旅遊路線？ 

□5                □8                 □10                □不知道 

 2014 NBA 總冠軍是哪隊  

□馬刺             □雷霆              □熱火              □不知道 

 2014 年，滬港通系統大約於以下那個月份正式開通？ 

□9 月             □11 月             □12 月              □不知道 

請以 1~3 排列下列新聞類別。(1 為最感興趣) 

 您對下列哪類新聞較感興趣？ 

____娛樂        ____本地        ____國際        ____體育        ____財經 

 您認為您與下列哪類新聞關係較密切？ 

____娛樂        ____本地        ____國際        ____體育        ____財經 

 您最常瞭解哪一類型的時事？ 

____國際新聞    ____娛樂新聞    ____財經新聞    ____時政新聞    ____體育新聞 

 
第五部分  自身情況                                                                                   

您從何接觸有關時事的信息？(可複選) 

□朋友    □廣告    □報章雜誌     □互聯網      □親人      □電視/電台    □學校      

您繼續瞭解時事的原因是?請由 1 至 3 排序，1 為最大原因，3 為最小原因 

____增廣見聞   ____有更多的話題   ____瞭解時事已成為一個習慣   ____消磨時間    

____功課需要   ____其他(請列舉)               

請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請選擇您對下列描述的同意程度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

意 

5.3.1 足夠的時事知識有利於我的生涯規劃 1 2 3 4 

5.3.2 足夠的時事知識對我的學習沒有幫助 1 2 3 4 

5.3.3 足夠的時事知識能提昇我的競爭能力 1 2 3 4 

5.3.4 足夠的時事知識能使我和別人溝通時，擁有更多話題 1 2 3 4 

5.3.5 足夠的時事知識使我容易得到別人的認同 1 2 3 4 

 

 

 ~完﹗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