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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個多元化 21 世紀當中，個人的終身學習變得相當重要。為了鼓勵居民終身學習，澳門特區政府早在

2011 年已開始推行「持續進修發展計劃」，藉此鼓勵澳門居民持續進修增長知識和技能，從而配合經濟產

業適度多元化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 

  是次研究中，本小組將研究對象定立為澳門的青少年，因為青少年是政府著力培養的未來人才。因此，

我們要探討青少年對持續進修計劃的了解情度以及參與該計劃的概況。以及青少年對該計劃的成效如何。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依據理論和前人研究成果，採用量性自填問卷的研究方法，自行設計問卷，向被抽

選出的四所中學及兩所大學進行數據收集和問卷回收。而問卷內容分為四部份，包括基本資料，對持續進

修發展計劃的認識，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 

 

  在是次研究中，中四受訪者為最多，女性接受訪問人數較多，研究結果發現：近六成受訪者在課程出席

率有81%~100%，可見出席率都頗高。另外，參與語言類的課程人數最多，而參與該計劃最主要原因是省錢，

而缺席最主要的原因是個人時間不合。同時，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及滿意程度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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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人才與科技並重，繼承與創新並存的時代。而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

當中，每個人都面臨著不同的機遇與挑戰。因此，個人的終身學習變得相當重要，要不斷增值自我，方可

在這個時代裡立於不敗之地。 

    而為了鼓勵居民終身學習，應合時代需求，澳門特區政府早在 2011 年已開始推行「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而在今年，政府為所有年滿 15 歲或以上的澳門居民提供澳門幣 6,000 元的進修資助，藉此鼓勵澳門居民持

續進修增長知識，以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從而配合經濟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 

    但政府是否真的值得投放更多的資金在此計劃呢？這就需要我們對其的成效作出相關的調查，因此，是

次研究定立了以「澳門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作為研究的領域。 

    而另一方面，「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由 2011 年開始實施至今，整個社會亦對其成效產生了不少爭議， 社

會各界亦對此計劃的成效持保留態度，說明這個計畫有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資料來源《濠江日報》

20140312 期文章《持續進修培養專才》）是所以，是次研究將會以「澳門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和

成效為主要的研究目的，希望通過是次研究得到相關的資料，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在未來的實施當中

提供相對的改善方法以及建議。 

    是次研究中，本小組將研究對象定立為澳門的青少年。這是因為青少年是本計劃十分重要的受益對象，

是政府著力培養的未來人才。而為了可以瞭解到「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在澳門的未來人才建設方面所產生

的影響，本小組將針對青少年進行調查工作。 

    總結而言，是次研究原因，一方面是為回應政府表示的在未來會大力加強人才培養，將會在未來更加重

視這個計劃的方針，研究其投入與產出是否能成正比。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此計劃的成效持不同的反應，

因此本小組將會以「持續進修發展計畫」的參與概況和成效作為我們的研究目的，發掘該計劃所存在的不

足之處，提供給政府相關的改善建議。而是次研究的價值性所在，則是是次調查研究對比於以往關於持續

進修發展計劃的調查研究更具針對性，集中針對澳門青少年，將更加具備專一性和代表性。 

資料來源《濠江日報》20140312 期文章《持續進修培養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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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 名詞定義及解釋 

一、青少年: 

  本澳教育暨青年局 2003「青年指標」中對青少年的界定是 13 歲至 29 歲。由於本次研究為「澳門青

少年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及其成效」，基於政府規定 15 歲以上的市民才可參與，所以我們

的研究對象定為高中生以及大學生。 

二、高中生: 

  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就讀於政府認可的高中教育學校。 

三、大學生: 

  大學生是指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作爲社會新技術、新思想的前沿群體、國家培養的高級專業人才，

代表著最先進的流行文化。 

四、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為鼓勵居民終身學習，特區政府推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凡於 2014 年至 2016 年年滿 15 歲的澳

門居民提供澳門幣 6,000 元的進修資助。藉此，鼓勵澳門居民持續進修增長知識，以提升個人素養和

技能，從而配合經濟產業適度多元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 

五、成效: 

  本計劃旨在鼓勵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藉持續進修增長知識，以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從而配合經濟

產業多元發展及營造學習型社會。因此本研究會針對青少年是否能透過使用持續進修計劃達到政府預

期的目標而作為成效的定義。 

 

(二)澳門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隨着知識型經濟在全球的深化，終身學習已不僅僅是一種理念，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現推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為居民提供一個具彈性、多層次、多選擇及多模式的持續進修機制，鼓勵

居民藉持續進修增長知識，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  

  凡年滿 15 歲的澳門居民，每一受益人可獲的資助金額上限為澳門幣 6,000 元，資助限用於支付課程或證

照考試的學費或考試費。  

  為了更明確首階段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多元定位，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將以提升個人素養和技

能、配合澳門經濟產業多元發展，以及營造學習型社會為目標，並將緊密配合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及「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  

    政府推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希望能夠繼續加強本澳的學習氛圍，形成崇尚學習的價值觀，逐步構

建學習型社會，促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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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現況 

  教育暨青年局發表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中期評估」(2013)。該評估的研究對象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計劃

對學員／考生的影響及對社會的認知影響(對象:學員及考生)、第二類是計劃對社會的影響(對象:社會持份

者)、第三類是：計劃對課程提供者／證照考試提供者及社會的影響(對象:課程提供者及證照考試提供者)、

第四類是計劃對澳門居民及社會的影響(對象:澳門居民)。 

  抽樣方法為:對於有關本地項目的計劃之課程及證照考試，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設計，外地項目及課程提

供者採取了普查的方式來進行訪問。而暸解澳門居民的意見，採取了系統抽樣方法，從全澳居民中抽出有

效的訪問數量。 

  從該評估所得的數據，顯示計劃普遍受到社會的認可及支持，可見計劃受廣受居民歡迎。從調查結果所

得，91.4%的澳門居民表示支持或十分支持計 92.9%受訪本地項目學員、97.9%受訪本地項目考生和 98.5%受

訪外地項目參與者對計劃表示支持或十分支持。另外，在項目提供者的訪問結果中，有 91.1%受訪者表示

支持或十分支持政府推出計劃。 

  從研究報告結果可得出大部分澳門居民都十分讚成此計劃的推行，但由於該評估是對於所有澳門居民進

行調查，並沒有針對青少作獨立的研究，因此本小組希望從是次的研究得知本澳青少年對持續進修計劃的

一些看法。 

  此外，該評估還指出受訪者得知的途徑，約有 42.5%受訪本地項目學員是從親戚∕朋友介紹而認識到計

劃，其次是在教青局網站有 39.1%。而在受訪本地項目考生中，有 46.2%受訪本地項目考生是在教青局網站

認識到計劃，其次是從親戚∕朋友介紹而得知的 38.7%。有 61.6%逾六成受訪外地項目參與者是透過親戚∕

朋友介紹而得知的，其次是在教青局網站認識到計劃 56.1%。 

  現今通訊科技發達，青少年可以從不同的途徑獲得計劃的資訊，不用像以往一般，只能透過親戚∕朋友

介紹和在教青局網站而得知這個計劃，反而他們可能夠從其他的途徑而得知這計劃，如:社交網站、報章雜

誌、學校等。本小組希望能透過是次研究調查得知現今青少年透過甚麼途徑獲得與計劃有關的資訊。 

  政府為了使更多的市民能認識並善用此計劃，從不同途徑對此計劃進行宣傳。從該評估所得，約有 66.8%

的受訪本地項目學員認為宣傳是足夠或十分足夠的，另外約有 69%的受訪本地項目考生認及約有 70.4%的

受訪外地項目參與者認為宣傳是足夠或十分足夠的。約有 64.2%的課程或證照考試提供者認為計劃的宣傳

是足夠或十分足夠的。有課程或證照考試提供者指出在計劃推出初期，沒有很多合資格居民參與受資助項

目；及有大部分居民表示不太暸解計劃內容及細則等，反映出計劃缺乏宣傳。但在中期評估的數據所顯示，

計劃經過宣傳後，已有很多居民認為宣傳已經足夠。 

  雖然從這份報告得知計劃經過宣傳後，已有更多居民認識這個計劃，所以他們認為這計劃的宣傳是已經

足夠。但並不能從這份報告得知到青少年是否亦認識此計劃，宣傳是否足夠。本小組希望透過是次研究調

查得知這計劃的宣傳是否能涉及青少年，使更多青少年能認識此計劃。 

  澳門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女士(2012)也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如何能提升勞動力質素有懷疑。黃女

士表示，「我們需要知道審批課程的標準是否配合澳門的未來發展。當然，我們亦需清楚政府有否訂定出特

區未來發展的大致走向。」        

  她也覺得資助金額未夠全面。「我不曉得這個計劃怎樣會直接提升澳門勞動人口的質素，因為五千澳門元

的資助總額須橫跨兩年半。」這意味著每個月只有 167 澳門元資助。 她也是一位呼籲多撥款投放學校的倡

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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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澳門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黃素君女士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一些看法，可以得出她對資

助金額並不滿意。本小組希望能透過是次研究調查知道青少年對資助金額的看法，從而提出改善方法以及

建議。 

  澳門月刊(2014)年針對「澳門持續進修發展計劃」能否真正培養人才作出一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訪問了

幾位專業人士對「持續進修計劃」的一些看法。 

  譚志強(2014)指出「成效不佳，不能說沒有作用，但大部分項目都有濫用之嫌。」。他認為目前該計劃開

設的課程應該分為實用性和非實性來討論。實用性方面例如學車、烹飪等，有些是有達到原來預期目標的。

非實用性面為政府的錢批下來了，讓某些社團有了營運功能，應付了預算的數字就完了，並沒有培養這方

面的興趣，所以非實用性方面浪費很大。 

  由此可見他認為計劃並不能完全達到政府預期的目的，透過本次研究，我們希望找出青少年是否能善用

政府的資助，達到政府預期的目的，並且是否得到顯著的成效。 

 

(四) 其他地區的曾經或正在推利的相類似的計劃 

   香港是澳門鄰近的一個城市，他們亦有推行一個與澳門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相近的計劃，名為「持

續進修基金」。持續進修基金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年滿 18 歲的人士可就多於一

個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申領發還款項。申請人完成可獲發還款項課程後，可獲發還有關課程費用的 80%或上

限 10,000 港元。 

  而根據香港教育統籌局所做的「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持續進修基金的檢討」(2007)，抽樣訪問基金學員。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基金課程能提升他們的職業技能(79%)、自信心(70%)和工作上的適應力(67%)；72% 受

僱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能夠學以致用；至於並未受僱的受訪者，有 82%相信基金課程會或可能有助他們求

職；73% 的受訪者認為基金課程十分有幫助或者有幫助引起他們對持續進修的興趣；43% 的受訪者表示，

如沒有基金資助，他們可能不會或肯定不會繼續進修／接受培訓；30% 的受訪者表示，如沒有基金資助，

他們不能負擔有關學費。 

  以香港為例，大部分使用過基金的學員都認為香港推行的「持續進修基金」能使他們達到政府預期的目

標。而澳門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是與它相似的計劃，本小組希望透過是次研究調查了解澳門青少年是

否亦能夠達到政府推行時的預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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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3.2 研究策略 

  是次研究中採用了量性自填問卷的研究方法。 

 

3.3 研究樣本 

  是次研究中，研究對象為正接受正規教育的高中生及高等教育的學生。本研究採用了概率抽樣當中的整

群抽樣及非概率抽樣當中的便利性抽樣。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在 2015 年的數據顯示，2014/2015 學年正規教育高中人數為 17,252 人，而根據高等教

育輔助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13/2014 學年高等教育註冊學生人數為 29,521 人。是次研究調查當中，一共發

出了 321 份問卷，當中有效問卷為 299 份，無效問卷為 22 份，回收率為 93.1%。在已知的 295 個受訪者中，

就讀高中的受訪者為 145 人(佔 49.5%)(佔全高中人數 0.84%)，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受訪者為 150 人(佔

50.2%)(估全大學人數 0.50%)。 

  自填問卷以整群抽樣方式抽取十間中學以及四間大學，再以信件邀請所抽取的十間中學，當中只有三間

中學以及一間大學願意協助研究。 

   另外，本研究亦到其中一間被抽中的中學附近以及兩間被抽中的大學內以便利性抽樣方式收集該校學生

的問卷。 

 

 

 

 

 

 

 

 

 

 

性別 

 

年級 

 

 

性別 

 

年級 

 

 

認識 

 

 

參與情況 

 

 

成效 

 

(自變項) (自變項) 

(依變項) 

參與者 非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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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工具 

是次研究採用問卷的方式(量化)進行。本問卷分為四部分，包括個人資料、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識、

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在基本資料的部分中，了解到受訪者的性別、年級、以及曾否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這三項的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識 

  在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識的部分中，了解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資助金額、資助對象的年齡、

資助範圍的認知、以及得知該計劃的途徑和對自身對該計劃的了解程度的意見。 

  從此部分可了解到受訪者的認知程度。本小組設了 3 條問題去測試受訪者，並以計分方式進行，分數越

高，認知程度越大。透過受訪者對該計劃的資助金額，資助對象年齡以及資助範圍三方面的認知去分析受

訪者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 

 

第三部分︰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 

  在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的部分中，了解參與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受訪者對該計劃的用途、

參加原因、課程出席率、缺席原因。 

  從此部分可了解到受訪者的滿意程度。本小組以五分量表形式去進行，分數越高，滿意程度越大。透過

受訪者對課程的質量、時間安排、多元性、費用以及導師的教學素質的評分去了解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

度。此量表一共有 5 題，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97，顯示此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第四部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 

  在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的部分中，當中以五分量表形式作調查(同樣是越高分表示越同意該項描述)，

而當中問題以持續進修發展計劃能否為有參與的受訪者增長其知識、提升其個人素養以及技能去評核該計

劃的成效。從此部分可了解到受訪者對成效的評分。此量表一共有 11 題，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90，顯

示此量表有良好的信度。 

 

3.5 研究假設 

  是次研究之研究假設有三。第一，人口學變項(性別、就讀年級) 對於認知程度有顯著差異。第二，參與

者的人口學變項(性別、就讀年級)對於參與情況有顯著差異。第三，參與者的人口學變項(性別、就讀年級)

對於成效有顯著差異。我們假設不同性別以及不同就讀年級的受訪者應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他們的認知程

度、參與情況以及成效都會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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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統計方式 

  為進行有效分析，是次研究在分析前已先除去無效問卷，並為有效問卷進行數據檢核及淨化，檢視異常

值的合理性。並使用 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再針對研

究假設以及問卷資料執行描述統計分析及推論統計分析。 

  描述統計分析，透過頻數分配表，百分比以及平均數等資料的分佈情況，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及參

與概況。 

  推論統計分析，使用了獨立樣本Ｔ檢定去分析受訪者的人口學變項(性別、年級)與認知程度、滿意程度

以及成效評分之間的關係。並使用了卡方考驗去分析參與者的人口學變項(性別、年級)對於參與情況之間

的關係。 

 

3.7 研究限制 

  是次研究有以下數項研究限制，影響是次研究的結果的準確性。其一，問卷用字不夠顯淺，容易導致受

訪者誤會題意而空題或填錯。其二，問卷不能確定受訪者是否澳門居民，可能會因研究對象不合而研究結

果有所出入。其三，研究調查不能達到全數以概率抽樣去完成，會導致研究結果有誤差。 

 

 

 

 

 

 

四)研究結果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4.1.1 性別 

表4.1.1 受訪者性別之次數分配表 (N=298) 

 個數 百分比 

男 92 30.9 

女 206 69.1 

表 4.1.1 顯示受訪者性別的分佈，在是次研究中，受訪者有 298 人。其中，最多為女性，有 206 人(69.1%)，

其次是男性，有 92 人(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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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就讀年級 

表4.1.2 受訪者就讀年級之次數分配表 (N=294)1 

 個數 百分比 

中四/高一 88 29.9 

中五/高二 39 13.3 

中六/高三 18 6.1 

大一 76 25.9 

大二 32 10.9 

大三 24 8.2 

大四 17 5.8 

註 1: 有 4 位受訪者沒有填寫此資料。 

  表 4.1.2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就讀中四/高一的受訪者佔最多，有 88 人(29.9%)，其次是就讀大一的受訪

者，有 76 人(25.9%)，其餘的年級人數分佈相對平均。 

 

4.1.3 參與度 

表4.1.3 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度之次數分配表 (N=298) 

 個數 百分比 

曾經/正在參與 184 61.7 

沒有 114 38.3 

表 4.1.3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曾經/正在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受訪者有 184 人(61.7%)，沒有參與持

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受訪者有 114 人(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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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參與概況 

4.2.1 參與的主要課程 

表4.2.1 受訪者所參與的課程類型之次數分配表 (N=182)
1 

 個數 百分比 

語言 61 21.9% 

學科進修 14 5.0% 

音樂 26 9.4% 

舞蹈 16 5.8% 

體育 9 3.2% 

為證件考試所設計的課程 58 20.9% 

手工創作或設計 10 3.6% 

電腦/資訊技術 3 1.1% 

商業或管理 7 2.5% 

攝影 10 3.6% 

高等教育課程 42 15.1% 

沒有參與課程 14 5.0% 

其他2 8 2.9% 

註 1: 每位受訪者最多可選擇 3 個選項，有 2 個遺漏值，原因包括受訪者空題以及受訪者選擇了超過 3 個的選項。 

註 2: 其他課程類型主要為駕駛課程。 

表 4.2.1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參與語言類的課程人數最多，有 61 人(21.9%)。其次則是為證件考試所設

計的課程，有 58 人(20.9%)。 

 

4.2.2 參與的證照考試 

表4.2.2 受訪者所參與的證照考試之次數分配表 (N=179)1 

 個數 百分比 

專業認證考試 48 26.8 

執業准照考試 10 5.6 

語文水準測試 6 3.4 

沒有參與證照考試 115 64.2 

註 1: 有 5 位受訪者沒有填寫此資料。 

表 4.2.2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沒有參與證照考試的人數最多，有 115 人(64.2%)。其次是參與專業認證考

試，有 48 人(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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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參與該計劃的主要原因 

表4.2.3 受訪者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主要原因之次數分配表 (N=142)1 

 個數 百分比 

個人興趣 85 25.4% 

增長業餘知識 31 9.3% 

提升業餘技能 39 11.6% 

應合個人職業所需 7 2.1% 

應合個人學業所需 31 9.3% 

社交，結識新朋友 6 1.8% 

受身邊朋輩影響 23 6.9% 

應父母要求 3 0.9% 

其它 (個人方面)2 3 0.9% 

省錢，有資助金額 88 26.3% 

課程質量好 7 2.1% 

課程質量好 2 0.6% 

教學設施優良 4 1.2% 

時間安排適當 5 1.5% 

其它 (課程方面)
3 

1 0.3% 

註 1: 每位受訪者最多可選擇 3 個選項，有 42 個遺漏值，原因包括受訪者空題以及受訪者選擇了超過 3 個的選項。 

註 2: 其它 (個人方面) 原因主要為滿足其他考試需要。 

註３: 其它 (課程方面) 原因主要為滿足學校要求。 

表 4.2.3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省錢是最主要的原因，有 88 位(26.3%)受訪者認同。其次則是因個人興趣，

有 85 位(25.4%)受訪者認同。 

 

4.2.4 課程出席率 

表4.2.4 受訪者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課程的平均出席率之次數分配表 (N=119)1 

 次數 百分比 

0%~20% 2 1.7 

21%~40% 2 1.7 

41%~60% 4 3.4 

61%~80% 40 33.6 

81%~100% 71 59.7 

註 1:有 9 個遺漏值，原因為受訪者空題。 

表4.2.4顯示，在是次研究中，71位(59.7%)受訪者的課程出席率有81%~100%。40位(33.6%)受訪者的課程出

席率有61%~80%。可見出席率都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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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課程請假或缺席的主要原因 

表4.2.5 受訪者請假或缺席的主要原因之次數分配表 (N=120)1 

 個數 百分比 

沒有興趣 4 2.2% 

不夠耐力 8 4.3% 

認為沒有必要 4 2.2% 

個人時間不合 74 40.2% 

其它 (個人方面)2 4 2.2% 

課程雖有資助金額 

但費用仍然高 
18 9.8% 

課程品質不佳 9 4.9% 

師資素質不佳 7 3.8% 

教學設施不佳 6 3.3% 

課程時間安排不適當 15 8.2% 

沒有請假或缺席 34 18.5% 

除個人和課程方面的 

其他原因3 
1 0.5% 

註 1: 每位受訪者最多可選擇 3 個選項，有 8 個遺漏值，原因包括受訪者空題以及受訪者選擇了超過 3 個的選項。 

註 2: 其它 (個人方面) 原因主要為身體不適。 

註３: 除個人和課程方面的其他原因為教授者身體不適。 

表4.2.5顯示，在是次研究中，個人時間不合是最主要的原因，有74位(40.2%)受訪者認同。其次則是因課

程雖有資助金額但費用仍然高，有18位(9.8%)受訪者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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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受訪者在認知程度、參與情況及成效的分析結果 

4.3.1 參與者性別與認知程度 

表4.3.1 參與者性別與認知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83) 

 性別 平均數 t值 p值 

   -2.207 .029* 

認知程度 男 1.13   

 女 1.44   

P<.05* P<.01** P<.001*** 

表4.3.1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性別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是次研究

推斷，不同性別的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有差異，結果t= -2.207，df= 181，p= .029<α，達顯著水準。

男性參與者的認知程度為1.13，低於中位數1.5，認知程度偏低。女性參與者認知程度為1.44，接近中位數1.5，

可見相較於男性參與者，女性參與者對該計劃有較高的認知程度。 

 

4.3.2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認知程度 

表4.3.2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認知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82) 

 就讀年級 平均數 t值 p值 

   -1.257 .210 

認知程度 高中 1.25   

 大學 1.42   

P<.05* P<.01** P<.001*** 

表4.3.2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就讀年級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是次

研究推斷，結果t= -1.257，df= 180，p= .210>α，未達顯著水準。就讀高中和就讀大學的參與者均持有相約

的認知程度。就讀高中的參與者的認知程度為1.25，低於中位數1.5，認知程度偏低。就讀大學的參與者認

知程度為1.42，較接近中位數1.5，可見就讀大學的參與者普遍的認知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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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非參與者性別與認知程度 

表4.3.3 非參與者性別與認知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14) 

 性別 平均數 t值 p值 

   -1.323 .189 

認知程度 男 .58   

 女 .79   

P<.05* P<.01** P<.001*** 

表4.3.3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性別的非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是次研

究推斷，不同性別的非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有差異，結果t= -1.323，df= 112，p= .189<α，未達顯著

水準。男性非參與者與女性非參與者均持有相約的認知程度。男性非參與者的認知程度為 .58，女性非參

與者認知程度為 .79，兩者低於中位數1.5，可見整體非參與者的認知程度均屬偏低。 

 

4.3.4 非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認知程度 

表4.3.4 非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認知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11) 

 就讀年級 平均數 t值 p值 

   .358 .721 

認知程度 高中 .75   

 大學 .69   

P<.05* P<.01** P<.001*** 

表4.3.4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就讀年級的非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是

次研究推斷，結果t= .358，df= 109，p= .721>α，未達顯著水準。就讀高中和就讀大學的非參與者均持有相

約的認知程度。就讀高中的非參與者的認知程度為 .75，就讀大學的非參與者認知程度為 .69，兩者低於中

位數1.5，可見整體非參與者的認知程度均屬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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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受訪者的性別與參與該計劃的主要原因 

表 4.3.5 受訪者的性別與參與該計劃的主要原因之交叉分析表 (N=142) 

 受訪者的性別  

總數 男 性別中的百分比 女 性別中的百分比 

參與

該計

劃的

主要

原因 

個人興趣 個數 20 52.60% 65 62.50% 85 

增長業餘知識 個數 6 15.80% 25 24.00% 31 

提升業餘技能 個數 6 15.80% 33 31.70% 39 

應合個人 

職業所需 
個數 3 7.90% 4 3.80% 7 

應合個人 

學業所需 
個數 7 18.40% 24 23.10% 31 

社交， 

結識新朋友 
個數 0 0.00% 6 5.80% 6 

受身邊 

朋輩影響 
個數 5 13.20% 18 17.30% 23 

應父母要求 個數 1 2.60% 2 1.90% 3 

其它 

(個人方面) 
個數 1 2.60% 2 1.90% 3 

省錢， 

有資助金額 
個數 24 63.20% 64 61.50% 88 

課程質量好 個數 3 7.90% 4 3.80% 7 

課程質量好 個數 0 0.00% 2 1.90% 2 

教學設施優良 個數 0 0.00% 4 3.80% 4 

時間安排適當 個數 1 2.60% 4 3.80% 5 

其它 

(課程方面) 
個數 1 2.60% 0 0.00% 1 

  表 4.3.5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省錢是最主要的原因，有 88 位(26.3%)受訪者認同。其次則是因個人興趣，

有 85 位(25.4%)受訪者認同。而其中，大部分的女性參與者以個人興趣為主要的參與動機，而佔大多數的男

性參與者則是主要因為該計劃可以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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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受訪者的就讀年級與參與該計劃的課程類型 

表 4.3.6 受訪者的就讀年級與參與該計劃的課程類型之交叉分析表 (N=181) 

 受訪者的就讀年級 總數 

高中 就讀年級中的百分比 大學 就讀年級中的百分比 

參與

該計

劃的

課程

類型 

語言 個數 29 39.70% 32 29.60% 61 

學科進修 個數 7 9.60% 7 6.50% 14 

音樂 個數 14 19.20% 12 11.10% 26 

舞蹈 個數 10 13.70% 6 5.60% 16 

體育 個數 7 9.60% 2 1.90% 9 

為證件考試 

所設計的課程 
個數 16 21.90% 42 38.90% 58 

手工創作或設

計 
個數 3 4.10% 7 6.50% 10 

電腦/資訊技術 個數 1 1.40% 2 1.90% 3 

商業或管理 個數 2 2.70% 5 4.60% 7 

攝影 個數 1 1.40% 9 8.30% 10 

高等教育課程 個數 1 1.40% 40 37.00% 41 

並沒有 

參與課程 
個數 13 17.80% 1 0.90% 14 

其他 個數 4 5.50% 4 3.70% 8 

表 4.3.6 顯示，在是次研究中，參與語言類的課程人數最多，有 61 人(21.9%)。其次則是為證件考試所設

計的課程，有 58 人(20.9%)。在就讀高中的受訪者和就讀大學的受訪者的比較上，大部分就讀高中的受訪者

傾向於語言類的課程，而大部分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則傾向於選擇為證件考試所設計的課程，可見就讀高中

的受訪者對語言能力的學習需求度較大，而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則會主要參與以考取證照為主要目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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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參與者性別與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 

表4.3.7 參與者性別與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39) 

 性別 平均數 t值 p值 

   -.946 .348 

對該計劃的課程的

滿意程度 
男 17.18   

 女 17.78   

P<.05* P<.01** P<.001*** 

表4.3.7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性別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是

次研究推斷，結果t= -.946，df= 53.696，p= .348>α，未達顯著水準。男性與女性的參與者均持有相約的滿

意程度。男性參與者的滿意程度為17.18，女性參與者的滿意程度為17.78，兩者均高於中位數12.5，可見整

體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意見持一般偏向滿意。 

 

4.3.8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 

  表4.3.8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認知程度之獨立T檢定 (N=139) 

 就讀年級 平均數 t值 p值 

   .636 .526 

對該計劃的課程的

滿意程度 
高中 17.78   

 大學 17.47   

P<.05* P<.01** P<.001*** 

表4.3.8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就讀年級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之間是否有差異。

是次研究推斷，結果t= .636，df= 137，p= .526>α，未達顯著水準。就讀高中和就讀大學的參與者均持有相

約的滿意程度。就讀高中的參與者的滿意程度為17.78，就讀大學的參與者滿意程度為17.47，兩者均高於中

位數12.5，可見整體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意見持一般偏向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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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參與者性別與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 

表4.3.9 參與者性別與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之獨立T檢定 (N=178) 

 性別 平均數 t值 p值 

   -.358 .721 

對該計劃的 

成效的評分 
男 39.04   

 女 39.41   

P<.05* P<.01** P<.001*** 

  表4.3.9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性別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之間是否有差異。是次

研究推斷，結果t= -.358，df= 176，p= .721>α，未達顯著水準。男性與女性參與者對該計劃的成效均持有相

約的評價。男性參與者的成效的評分為39.04，女性參與者的成效的評分為39.41，兩者均高於中位數27.5，

可見整體參與者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意見持一般偏向同意。 

 

4.3.10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 

表4.3.10 參與者就讀年級與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之獨立T檢定 (N=177) 

 就讀年級 平均數 t值 p值 

   .641 .523 

對該計劃的 

成效的評分 
高中 39.67   

 大學 39.06   

P<.05* P<.01** P<.001*** 

表4.3.10顯示，透過獨立t檢定，了解不同就讀年級的參與者與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之間是否有差異。

是次研究推斷，結果t= .641，df= 175，p= .523>α，未達顯著水準。就讀高中和就讀大學的非參與者對該計

劃的成效均持有相約的評價。就讀高中的參與者的成效的評分為39.67，就讀大學的參與者的成效的評分為

39.06，兩者均高於中位數27.5，可見整體參與者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意見持一般偏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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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一) 男性參與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知程度較女性低，而非參與者認知程度屬偏低 

  研究分析顯示男女性參與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知程度有顯著差異，相較於女性參與者，男性

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認知較低，合乎研究假設。而男女性非參與者對該計劃的認知程度並沒有顯著差異，兩

者均屬偏低，推翻研究假設。 

 

(二) 參與者與非參與者的就讀年級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知程度並沒有顯著差異 

  研究分析顯示參與者就讀年級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知程度並沒有顯著差異，推翻研究假設。但

普遍就讀大學的參與者認知程度較就讀高中的參與者為高。另一方面，非參與者就讀年級對「持續進修發

展計劃」的認知程度同樣沒有顯著差異，推翻研究假設。就讀高中和就讀大學的非參與者的認知程度均屬

偏低。 

 

(三) 整體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均為一般偏向滿意 

  男女性受訪者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以及就讀不同年級的受訪者對該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均沒有

顯著差異，皆推翻研究假設。整體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課程的滿意程度意見持一般偏向同意。 

 

(四) 整體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的評分均較偏向同意 

   男女性受訪者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以及就讀不同年級的受訪者對該計劃的成效的評分均沒有顯著差

異，皆推翻研究假設。整體受訪者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的評分意見持一般偏向同意。 

 

(五) 超過六成受訪者曾經/正在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為鼓勵澳門居民終身學習，提升個人素養和技能，「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由 2011 年開始推行，普及率現

今已超過六成。根據研究分析顯示，有 61.7%的受訪者曾經/正在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當中參與語言

類的課程人數最多，佔總人數 21.9%；而參與證照考試的人當中，則以參與專業認證考試的人最多，佔

26.8%。 

 

(六) 省錢為受訪者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主要原因，但並不影響該計劃的課程的出程率。 

  研究分析顯示受訪者以省錢為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最主要原因，佔 26.3%。其他原因如：因個人興

趣、提升業餘技能、增長業餘知識、應合個人職業所需等都是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主要原因。政府以

配合澳門經濟產業多元發展，營造學習型社會為「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目標，26.3%受訪者認為該計劃能

為他們節省金錢從而參與受資助課程或證照考試，可見該計劃能達一定的成效。儘管節省金錢為參加者的

主要參與原因，有關該計劃的課程的出席率普遍高達 80%，可見此計劃有一定的成效，並沒有因免費提供

資助而導致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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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部分曾經/正在參與計劃的課程的受訪者因個人原因而請假或缺席 

是次研究中，有 59.7%曾經/正在參與該計劃的受訪者課程出席率達 81%~100%，而有 40.2%曾經/正在參與

該計劃的受訪者表示個人時間不合是請假或缺席的最主要原因。其餘原因主要集中於參加者自身不夠耐力、

參加者認為課程沒有必要出席等個人方面的因素，可見該計劃的課程達一定的水準。 

 

 

六)建議 

(一) 增加課程類型 

是次研究結果得知，令女性受訪者參與此計劃的原因主要為因個人的興趣。本小組建議政府可以在適合

女性參與者的課程領域裡增設更多的相關課程(如烹飪，手工藝製作等)，從而吸引更多的參與者，令該計

劃普及率進一步增加以擴大其成效。 

  此外，從結果得知，就讀高中的參與者較多參與語言類的課程，而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則會參與主要以考

取證照為主要目的課程。所以，本小組建議政府可與更多舉辦語言類的課程以及考取證照課程合作，從而

增加其吸引力以及多元性。 

 

(二)  與其他同類計劃合作 

與其他同類計劃如政府推行的「運動易」合作，例如：當市民參加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他在「運動

易」計劃中所儲的「積分」便可獲得若干百分比的額外獎勵，從而增大其吸引性以及其普及率。 

 

(三)  優化計劃的「可持續性」 

是次研究結果得知，利用同項目的初階課程與進階課程以及同項目的初階證照考試與進階證照考試，提

供參加者完成初階課程或證照考試後繼續報讀或報考的優惠，從而提高學習質素以及計劃中同一項目的可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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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少年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及其成效 

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填寫本問卷調查，我們是來自陳瑞祺永援中學的學生。澳門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推行

三年，為了進一步瞭解是次計劃的參與概況及其成效，故我們設計此問卷從而去瞭解本澳青少年對持續進

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及其成效，以下資料將會絕對保密，感謝參與！ 

(註: 問卷編號與編碼欄 不用填寫)             (請在適合的□內打)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之簡介：澳門特區政府為努力構建學習型社會，提供給符合一定條件的澳門居民

相應的資助金額於學習領域，以此鼓勵居民藉此增長個人知識和提高個人能力。 

 是次問卷所提及的一切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有關的資料將以 2014 年 間的方案為準,  

下面將以”該計劃”簡稱. 

一) 基本資料 
 

編碼欄 

1.1 性別: □1. 男 □2. 女  

1.2 就讀年級: □1. 中四/高一 □2. 中五/高二 □3. 中六/高三  

      □4. 大一 □5. 大二 □6. 大三 □7. 大四 □8. 其他：__________ 

 

1.3 您有沒有參與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1. 曾經/正在參與 (如報讀課程或參與證照考試) 

    □2. 沒有 (只需回答第二部分-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識) 

 

 

二) 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認識 
 

編碼欄 

2.1 您知道該計劃的資助金額嗎? 

    □1. 知道, 請說明: $ ________＿______ 

    □2. 不知道 

 

2.2 您知道該計劃的資助對象(按年齡)嗎? 

    □1. 知道. 請說明: __＿＿_____歲或以上 

    □2. 不知道 

 

2.3 您知道以下有哪些是計劃的資助範圍?（可選擇多項） 

    □1. 持續教育課程 (如舞蹈, 樂器等)   

    □2. 基本教育 (如小學, 中學) 

□3. 高等教育課程 (大學) 

□4. 證照考試 (如專業認證考試, 執業准照考試, 語文水準考試)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您是從什麼途徑得知該計劃? （可選擇多項） 

    □1. 政府網站 □2. 家人朋友 □3. 報章雜誌 □4. 有參與該計劃的機構的介紹 

    □5. 社交網站 □6. 學校     □7. 電台     □8. 電視 

    □9.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5 您認為您對於該計劃的認知是否足夠？ 

    □1.足夠     □2.不足夠,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編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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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參與概況 
 

編碼欄 

3.1 您在該計劃中所參與的主要課程類型是？（全題最多可選 3 項） 

□1.  語言           □2.  學科進修 (如公文式數學) 

    □3.  音樂           □4.  舞蹈 

□5.  體育           □6.  證件考試 (為證件考試所設計的課程) 

□7.  手工創作或設計 □8.  電腦/資訊技術 

□9.  商業或管理     □10. 攝影 

    □11. 高等教育課程 (選了選項 11. 無需回答以下有＊的問題) 

    □12. 我並沒有參與課程 (只將金額用於支付證件考試費用) 

         (選了選項 12. 無需回答以下有＊的問題) 

    □13.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 您在該計劃中參與了哪項證照考試?（可選擇多項） 

    □1. 專業認證考試 (如 LCCI-Accounting) 

    □2. 執業准照考試. (如註冊會計師) 

    □3. 語文水準測試 (如託福測驗) 

    □4. 我並沒有參與證照考試. 

 

3.3 您參與該計劃的主要原因是？ 

  （全題--個人方面+課程方面, 最多可選 3 項） 

   個人方面：  □1.  個人興趣           □2. 增長業餘知識 

           □3.  提升業餘技能       □4. 應合個人職業所需 

           □5.  應合個人學業所需   □6. 社交，結識新朋友 

           □7.  受身邊朋輩影響     □8. 應父母要求 

           □9.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方面： □10. 省錢，有資助金額   □11. 課程質量好 

           □12. 師資素質高         □13. 教學設施優良 

           □14. 時間安排適當 

           □15. 其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除個人和課程方面的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您在該計劃的課程內平均出席率大概為 ___________%  

＊3.5 承上題，您之所以請假或缺席的主要原因是？ 

 （全題--個人方面+課程方面, 最多可選 3 項） 

    個人方面：□1. 沒有興趣          □ 2. 不夠耐力 

          □3. 認為沒有必要      □ 4. 個人時間不合 

              □5.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方面：□6. 課程雖有資助金額但費用仍然高 

□7. 課程品質不佳      □ 8. 師資素質不佳 

          □9. 教學設施不佳      □ 10.課程時間安排不適當 

          □11.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我沒有請假或缺席 

□13. 除個人和課程方面的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註: 請在適合的選項空格上 

填上) 

 

 

非常 

不滿意 

 

 

 

不滿意 

 

 

 

一般 

 

 

 

滿意 

 

 

非常 

滿意 

 

 

 

編碼欄 

 

＊3.6 對課程質量的滿意程度  
     

 

 

＊3.7 對課程時間安排的滿意 

     程度 

     
 

 

＊3.8 對課程的多元化的滿意 

     程度 

     
 

 

＊3.9 對導師教學素質的滿意 

     程度 

     
 

 

＊3.10 對課程費用的滿意程度  
     

 

 

 

 

 

 

 

 

 

 

 

 

 

 

 

 

 

 

*後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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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的成效 
 

(註: 請在適合的選項空格上 

填上)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 

同意 

 

 

編碼欄 

4.1 我已達到自己預先設定 

  的學習目標 

      

4.2 該計劃能提升我的專業知識       

4.3 該計劃能有助提升我的個人素養       

4.4 該計劃能有助提升我的個人技能       

4.5 該計劃能提升我的學習成績       

4.6 該計劃能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4.7 該計劃能使我獲得課本 

   以外的知識 

      

4.8 該計劃能使我能進一步在 

   日常生活中應用有關知識 

      

4.9 該計劃能使我能獲得課程外的 

   收穫 (如：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 

      

4.10 該計劃能促進社會產生 

    終身學習(持續進修) 的氣氛 

      

4.11 該計劃能使我增加 

    終身學習(持續進修) 的意欲 

      

 

 

 

全卷完 

感謝您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