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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對於現今的社會，不論學校或學生都開始意識到生涯規劃的重要性。開始逐漸推廣 

並應用於青少年對自己將來的規劃，希望可以找到更合適自己的大學。 

本次研究題目為批判性思維對升學選擇的影響。利用這次測試，探究出現今青少年 

所具備的批判性思維對他們的重要性和日後生活(升學)的影響。我們透過便利抽樣

和滾雪球的抽樣方式抽出不同學校的中學生，並以問卷派發的形式進行本次研究， 

共派發 450份問卷，收回問卷為 342份。研究問卷共分四部份進行分析研究，收集數

據後再以 SPSS 程式作分析。 

 

使用 SPSS 程式研究分析後，發現了 14-20歲的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越高，對自

我了解和管理的程度、事物的價值觀、升學的準備度和態度越高；而我們的最後一

個假設是根據自己的能力來選科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發現青少年大多數會跟據自

己的興趣來選科，其次才是能力；而跟據文獻內容，男性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比女

性高的(王米渠、王穎冰，2003)。但我們的的研究結果為男性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沒有

比女性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高；從而發現兩性的批判性思維並差距並沒有想像中的那

麼大。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得知批判性思維是對青少年的升學選擇是有好處的。因此

在個人方面，我們建議青少年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瞭解自己可能存在的偏見和勇

於提出覺得有疑問的問題；在家庭方面，家長應該從小就培養孩子有更高的批判性

思維，這樣也有助孩子慢慢提升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在教育方面，我們建議學校應

該重點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令他們的升學選擇更好。另外，因為網上資訊氾濫的

原因，導致青少年同時接收大量資訊，導致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所以我們建議學

校重點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改善現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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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思想可以指一般想法，或是在思考當中對各想法所作的組織、也是許多人類行為和

交互作用的基礎。思維的種類有很多，而其中一種就是批判性思維。其中，批判性

思維能夠增強學習能力和表達能力。 

 

同時，許多人認為批判性思維就是批評他人，不僅缺乏建設性，也是狂妄自大的。

但是批判性思維是有求知慾、分析能力、接納不同意見、有組織能力和客觀分析問

題等等的能力。現時的青少年大部分缺乏批判性思考能力，從而導致青少選擇出現

錯誤。籍此，我們想知道現時澳門 14-20歲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維水平的高低。 

 

根據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 2017/18 年度的統計，現時澳門高中畢業生的升學

率為 92.9%，可以看出只有小部分的高中畢業生無法或不選擇升讀大學。而與澳門上

幾年的畢業生升大調查相比，發現澳門高中畢業生的升大率每年都在提升。所以我

們應該培養批判性思維來提升自己的學習能力，從而提高自己的升學率和做好自己

的生涯規劃。因此我們用了價值觀、多元途徑（準備度）、升學態度、自我了解和

技能（自我管理）五個方面進行研究，籍此找出 14-20 歲的青少年能否做好自己升學

選擇和升學選擇到底是否與批判性思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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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獻探討 
3.1 定義分析 
3.1.1 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是指為未來的歲月做好構思與有所安排。生涯規劃是個人透過自我、      

機會、限制、選擇與對結果的瞭解，以確立與生活有關的目標，並且根據個人在工

作、教育與發展方面具備的經驗，已規劃具體步驟，達成生涯的目標。 (生涯規劃

教育局，2017) 

 

 

3.1.2 「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維的定義仍在不斷更新。批判性思維運動的宣導者、美國學者羅伯特·恩

尼斯將批判性思維定義為“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維,其目的在於決 定我們的信念和

行動”。在美國學者庫恩和加拿大學者米特爾的《心理學導論》一書中,作者將批判

性思維界 定為一種評估、比較、分析、批判和綜合資訊的能力。 (干咏昕，2010) 

 

3.1.3 升學 
升學是指高中畢業生升讀高等院校所開辦的課程。 (教育暨青年局，2018) 

 

3.2 文獻回顧 
3.2.1 生涯規劃 

3.1.2.1 生涯規劃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是一個持續和終身的過程，以達致人生不同階段的目標。在求學階段，生

涯規劃教育在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以及認識銜

接各升學就業途徑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生涯規劃教育的目標不能單透過在學

生需要作出升學/就業選擇時提供的輔導或諮詢服務而達致，有效的生涯規劃教育及

升學就業輔導應與學校的課程聯繫，透過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獲得所需知識、技

能及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興趣、能力、方向作出明智的升學/就業選擇，並將事業/

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連結。 (生涯規劃教育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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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批判性思維 

3.2.2.1 現今青少年對批判性思維的認知程度 

世紀是瞬息萬變的“資訊爆炸”時代，隨著現代先進科技的發展，在全球化資訊浪

潮中，資訊泛濫讓人們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二網絡科技的便利快捷不斷剝奪著

人們作為具有獨特思考能力的高級動物的特權，經不住網絡誘惑的人們逐漸習慣於

不假思索地直接獲取各種資訊與答案，思想慢慢懈怠而懶於思考。在當今高等教育

中，心智還沒完全成熟的大學生同樣面臨諸如此類的困境，“學生批判性思維的缺

失已是當今教育界無須爭辯的事實”，培養大學生面對紛繁複雜的資訊進行自我判

斷和選擇——培養並發展批判性思維能力。 (林雪，2016） 

 

3.2.2.2 批判性思維對青少年的重要性 

在我國高校推行批判性思維教學，有助於培養出一大批具有批判精神和批判思能力

的大學生，進而通過他們形成一種引領社會風氣的潮流。 (朱平，2012） 

 

3.2.2.3 批判性思維對青少年作出選擇的重要性 

批判性思維意識，促使個體朝某個方向去思考，並作審視的眼光來看待問題。具體

來說，它包含下列六大要素①獨立自主；②充滿自信；③樂於思考；④不迷信權

威；⑤頭腦開放；⑥尊重他人。 (劉儒德，2010） 

 

3.2.2.4 缺乏批判性思維對青少年的影響 

批判性思維的忽視導致了什麼結果呢？學生形成了被動聽講、理解和接受的慣性，

缺乏主動思考，寧可絕對相信老師的權威，而不相信自己的質疑和判斷。一旦給以

獨立從事評判機會時，他們就變得無所適從。 (劉儒德，2010） 

 

3.2.2.5 男女對批判性思維的不同 

認知過程可概為初（感知覺）、中（記憶）、高（思維）三階段，從後階段整個思

維發展來看，當今男性在後天發展得好些，所以從諸如思維的靈活性、效用性、廣

闊性、深刻性、批判性、通變性、求異性、預見性等方面都顯出一定優勢，但在認

知過程前階段，感知覺女性佔優勢的領域較多，在認知過程的中間階段記憶等過程

中男女各佔一定優勢，二認知過程高級階段在思維這個層次，男女差距拉得大，在

思維領域男性佔優勢，在創造領域男性佔優勢也相當大。目前總體社會是這樣，但

某些個人則完全可以相反。 (王米渠、王穎冰，2003） 

 

3.2.3 升學選擇 

3.2.3.1 選科的準則 

選科的準則：熱門科系與對科系的新認識，從課程到專業核心價值，興趣考量與性

向優勢，學校排名與校譽。 (倪履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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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VPASS的升學準則 

V: Values (價值觀)。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人生觀，有利訂下個人目標。P: 

Paths (多元途徑)。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的升學及尌業途徑，探索各

行業的資訊，為未來做足準備。A: Attitude (態度)。培養學生堅韌、正確及積極的工

作和學習態度，透過反思及終身學習，完善自我，提升競爭力，以達致個人的升學、

尌業和生活的目標。S: Self-understanding (自我了解)。有助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

和志向等，從而作出最能配合自己的升學及尌業選擇。S: Skills (技能)。有效的生涯

規劃要求學生擁有不同技能，如溝通、組織、策劃、決斷及目標訂定等共通能力，

有助克服升學、工作及生活上遇到的困難。 (賴煥晴，2017) 

 

3.2.3.3 生涯規劃對青少年升學的重要性 

研究指出生涯規劃對於高中學生相當重要，當中包含對升學及尌業資訊的認知、工

作技能與態度的學習等，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及發展的另一個新階段。 (賴煥晴，

2017) 

 

3.2.3.4 整體澳門高中畢業生的升學與就業情況 

根據 2017/2018 學年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調查簡報(包括正規教育和回歸教育）完成高

中教育第三年課程的畢業生人數為 5,108 人，其中繼續升學有 4,643 人，升學率為 

90.9%。 (教育暨青年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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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批判思維相關理念及其在澳門中學教育上的應用。通過這次

研究，令青少年了解到批判性思維對生涯規劃的重要性，通過理解青少年是否通過

批判性思維而對將來做出更好的決定，以及對批判性思維的理解，從而讓青少年明

白到生涯規劃的重要性，我們希望這份報告可以探討到批判性思維對升學選擇是否

有正面的影響。 

 

1. 了解澳門中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水平﹔ 

2. 了解澳門中學生在準備大學時的態度﹔ 

3. 找出批判性思維與升學選擇的考慮因素的關連。 

 

5. 研究假設 

1.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升學的準備越充足﹔ 

2.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自己的了解程度越高﹔ 

3.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越能擁有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4.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未來的態度越好﹔ 

5.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自律的能力越高﹔ 

6. 在選擇學科時會優先考慮自己能力的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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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方法 

6.1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的主要對象為 2018-2019年度於本澳就讀初三至高三的學生。 

 

6.2 問卷架構圖 

 
 

 

 

 

批判性思維
對升學選擇
的影響

基本資料

批判性思維

認知程度

能力

升學選擇

準備度

自我了解

價值觀

升學態度

自我管理

時間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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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是以量化方式進行。問卷主要分為三個部份，包括受訪者基本資料、批判

性思維調查和升學選擇調查，合共 55題，當中包括正向問題及反向問題。 

A.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共 4題) 

了解受訪者的年齡、性別、就讀年級和就讀科目，以便我們進行分析。  

 

B. 第二部份 (批判性思維) (共 23題) 

調查受訪者 a) 對批判性思維的認知程度﹔ 

           b) 其批判性思考能力。 

 

C. 第三部份 (升學選擇) (共 28題) 

  I) 分為五個部份，根據 VPASS進行測試:   

    a)價值觀﹔b)多元途徑(準備度)﹔c)升學態度﹔d)自我了解﹔e技能(自我管理)。  

  II) 了解受訪者作升學準備的年級和在選擇學科時考慮的因素。  

 

6.4 計分方法 
第二部份 a) 

正向 

包含 不包含 

1 0 

 

反向 

包含 不包含 

0 1 

 

第二部份 b) 第三部份 I) a) b) c) d) e) 

正向 

非常

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5 4 3 2 1 

 

反向 

非常

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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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抽樣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以滾雪球的方式抽樣，以收取需要的問卷。我們收集了不同中學生的

數據，他們分別來自嘉諾撒聖心中學、廣大中學、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鏡平學

校、陳瑞祺永援中學、澳門坊眾學校等。我們發出的紙本問卷一共有 450 份，其中

收回 342份，回收率為 76%。經檢查後，最終有效問卷為 332份。 

 

6.6 數據分析 
受訪者完成調查問卷後，我們將問卷數據以不記名的方式輸入電腦，並利用統計軟

件 SPSS(社會科學統計包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5) 進行數據統計和分

析。為了確保數據的質素，我們將輸入的問卷數據進行覆查及核對的工作，即若在

覆檢中發現有問題的數據時，我們會進行審核並作出適當的處理。當發現受訪者漏

填超過兩題或以上，該卷當作廢卷，即不納入數據分析。當完成整個研究數據的覆

核工作後，便進行獨立系數 T 檢定(T-Test)、Pearson 相關檢定、單因數變異數分析

(ANOVA)等分析。 

 

6.7 限制及困難 
1. 本次研究並非以隨機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因此這份報告未能代表全澳初三至高

三的中學生。 

2. 本次研究是以滾雪球的抽樣方式發放問卷，因此會導致到大量問卷未能收回，從

而影響到分析的數量。 

3. 由於問卷太長，部份受訪者會漏填了一些問題，可能會因此影響到研究結果的準

確性。由於填漏了的受訪者人數眾多，我們無法選擇排除遺漏值的做法去分析。

因此我們把遺漏值取替為數列中位數，繼而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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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結果 
7.1 受訪者資料 
7.1.1 年齡 

據圖 7.1.1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14歲有 19名，佔 5.7%﹔15歲有 68名，佔 20.5%﹔

16 歲有 92 名，佔 27.7%﹔17 歲有 86 名，佔 25.9%﹔18 歲有 59 名，佔 17.8%﹔19 歲有 7

名，佔 2.1%﹔20歲有 1名，佔 0.3%。 

 
圖 7.1.1: 年齡 

 

 

7.1.2 性別 

據圖 7.1.2 顯示，在 332 名受訪者中，男性有 142 名，佔 42.8%﹔女性則有 190 名，佔

57.2%。 

 
圖 7.1.2: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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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年級 

據圖 7.1.3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中三有 50名，佔 15.1%﹔中四有 110名，佔 33.1%﹔

中五有 119名，佔 35.8%﹔中六有 53名，佔 16.0%。 

 
圖 7.1.3: 年級 

 

 

7.1.4 所屬科組 

據圖 7.1.4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文組的有 103名，佔 31.0%﹔理組的有 166名，佔

50.0%﹔商組的有 65名，佔 19.6%﹔未選的有 6名，佔 1.8%﹔其他的有 2名，佔 0.6%。 

 
圖 7.1.4: 所屬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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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批判性思維調查 

7.2.1 批判性思維的認知情況 

據表 7.2.1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批判性思維的認知平均分數為 0.88，

佔 32.5%。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0.7632。 
 

批判性思維的認知情況 (N=332) 

平均分數 (低) 0 0<x<0.5 0.5 0.5<x<1 (高) 1 

次數 1 14 21 254 42 

百分比 (%) 0.3 4.2 6.3 76.5 12.7 

表 7.2.1: 批判性思維認知 

 

7.2.2 批判性思維的能力應用 

據表 7.2.2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平均分數在於 3

和 4之間，佔 85.24%。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4681。 

批判性思維的能力應用 (N=332) 

平均分數 (x) (差)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好) 5 

次數 0 24 283 25 0 

百分比 (%) 0 7.23 85.24 7.53 0 

表 7.2.2: 批判性思維能力 

7.3 升學選擇調查 

7.3.1 價值觀 

據表 7.3.1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價值觀平均分數在於 3和 4之間，

佔 65.96%。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5663。 

價值觀 (N=332) 

平均分數 (x) (負面)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正面) 5 

次數 0 29 219 84 0 

百分比 (%) 0.00 8.73 65.96 25.30 0.00 

表 7.3.1: 價值觀 

 

7.3.2 多元途徑 (準備度) 

據表 7.3.2 顯示，在 332 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多元途徑平均分數在於 3 和 4 之

間，佔 59.94%。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4570。 

多元途徑 (N=332) 

平均分數 (x) (低)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高) 5 

次數 3 56 199 69 5 

百分比 (%) 0.90 16.87 59.94 20.78 1.50 

表 7.3.2: 多元途徑 



14 
 

7.3.3 升學態度 

據表 7.3.3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升學態度平均分數在於 3和 4之

間，佔 77.41%。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3345。 

態度 (N=332) 

平均分數 (x) (負面)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正面) 5 

次數 1 49 257 24 1 

百分比 (%) 0.30 14.76 77.41 7.23 0.30 

表 7.3.3: 升學態度 

 

7.3.4自我了解 

據表 7.3.4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自我了解平均分數在於 3和 4之

間，佔 69.28%。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4627。 

自我了解 (N=332) 

平均分數 (x) (低)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高) 5 

次數 0 42 230 59 1 

百分比 (%) 0.00 12.65 69.28 17.77 0.30 

表 7.3.4: 自我了解 

 

7.3.5 技能 (自我管理) 

據表 7.3.5顯示，在 332名受訪者中，主要受訪者的技能(自我管理)平均分數在於 3和

4之間，佔 70.18%。而在 332名受訪者中，他們的平均值為 3.4749。 

技能 (自我管理) (N=332) 

平均分數 (x) (低) 1 ≤ x < 2 2 ≤ x < 3 3 ≤ x < 4 4 ≤ x < 5 (高) 5 

次數 0 36 233 61 2 

百分比 (%) 0.00 10.84 70.18 18.37 0.60 

表 7.3.5: 技能(自我管理) 

 

7.3.6 作升學準備的年級 

據表 7.3.6 顯示，在 332 名受訪者中，初中作升學準備的有 53 名，佔 16.00%﹔高一作

升學準備的有 126名，佔 38.00%﹔高二作升學準備的有 103名，佔 31.00%﹔高三作升學

準備的有 24名，佔 7.20%﹔沒有作升學準備的有 26名，佔 7.80%。 

作升學準備的年級 (N=332) 

年級 初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沒有 

次數 53 126 103 24 26 

百分比 (%) 16.00 38.00 31.00 7.20 7.80 

表 7.3.6: 升學準備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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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6: 作升學準備的年級 

 

 

7.3.7 選擇學科時最重要的因素 

據表 7.3.7 顯示，在 332 名受訪者中，最多人認為自己的興趣最重要，有 136 名，佔

41.59%﹔其次是認為自己的能力最重要，有 110名，佔 33.64%。 

選擇學科時最重要的因素 (N=327) 

因素 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興趣 未來的收入 未來的就業機會 自己的理想職業 

次數 110 136 28 30 23 

百分比 (%) 33.64 41.59 8.56 9.17 7.03 

表 7.3.7: 選擇學科時最重要的因素 

 

 
圖 7.3.7: 選擇學科時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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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分析 
8.1 假設分析 
8.1.1 假設一: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升學的準備越充足。 

   
多元途徑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410 

批判性思考能力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1.1: 批判性思考能力與多元途徑之相關性 

表 8.1.1 是使用 Pearson 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1.1 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與多元途

徑有顯著相關(P<0.01)，故假設成立。 
 

8.1.2 假設二: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自己的了解程度越高。 

   
自我了解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422 

批判性思考能力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1.2: 批判性思考能力與自我了解之相關性 

表 8.1.2是使用 Pearson 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1.2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與自我了

解有顯著相關(P<0.01)，故假設成立。 

 

8.1.3 假設三: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越能擁有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價值觀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404 

批判性思考能力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1.3: 批判性思考能力與價值觀之相關性 

表 8.1.3是使用 Pearson 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1.3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與價值觀

有顯著相關(P<0.01)，故假設成立。 

 

8.1.4 假設四: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未來的態度越好。 

   
態度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290 

批判性思考能力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1.4: 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態度之相關性 

表 8.1.4是使用 Pearson 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1.4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態度有

顯著相關(P<0.01)，故假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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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假設五: 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自律的能力越高。 

   

技能 (自我管

理)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334 

批判性思考能力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1.5: 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技能(自我管理)之相關性 

表 8.1.5是使用 Pearson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1.5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與技能(自

我管理)有顯著相關(P<0.01)，故假設成立。 
 

8.1.6 假設六: 在選擇學科時會優先考慮自己能力的人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較高。 

批判性思考能力 

因素 a 因素 b 平均值差異 (a-b) 標準誤 顯著性 

自己的能力 (N=110) 自己的興趣 (N=136) -0.00336 0.04483 1.000 

自己的能力 (N=110) 未來的收入 (N=28) 0.16846 0.07400 0.155 

自己的能力 (N=110) 未來的就業機會 (N=30) -0.05828 0.07201 0.928 

自己的能力 (N=110) 自己的理想職業 (N=23) -0.00234 0.08016 1.000 

表 8.1.6: 優先考慮自己能力與優先考慮其他因素在批判性思考能力上之差異性 

表 8.1.6 是使用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分析。據表 8.1.6 顯示，選擇學科時各項

優先考慮因素與批判性思考能力高低沒有顯著差異性 (P>0.05)，故假設不成立。 

 

8.2 其他分析 
8.2.1 批判性思維認知度與能力的相關性 

   
批判性思考能力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0.203 

批判性思維認知程度 顯著性（雙尾） 0.000 

    N 332 

表 8.2.1: 批判性思維認知程度與批判性思考能力之相關性 

表 8.2.1是使用 Pearson 相關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2.1顯示，批判性思維認知程度與批

判性思考能力有顯著相關(P<0.01)，故發現對批判性思維的認知越高，批判性思考能

力亦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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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兩性在不同領域的差異性 

 性別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 t 

顯著性 

（雙尾） 

批判性思維

的認知 

男性 142 0.7368 0.16152 0.01355 -2.482 0.014 

女性 190 0.7829 0.17176 0.01246 

批判性思維

的能力 

男性 142 3.4861 0.34107 0.02862 0.802 0.423 

女性 190 3.4546 0.36495 0.02648 

價值觀 

男性 142 3.4972 0.48742 0.04090 -2.175 0.030 

女性 190 3.6179 0.50969 0.03698 

多元途徑 

男性 142 3.5197 0.54943 0.04611 1.657 0.099 

女性 190 3.4101 0.62928 0.04565 

態度 

男性 142 3.3535 0.39188 0.03289 0.701 0.484 

女性 190 3.3203 0.45153 0.03276 

自我了解 

男性 142 3.4507 0.45783 0.03842 -0.372 0.710 

女性 190 3.4716 0.53958 0.03915 

技能 (自我

管理) 
男性 142 3.4540 0.54154 0.04545 -0.669 0.504 

女性 190 3.4905 0.45241 0.03282 

表 8.2.2: 兩性在不同方面的差異性 

表 8.2.2 是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據表 8.2.2 顯示，男性和女性只有在批判性

思維的認知和價值觀有顯著相關(P<0.05)，且女性的平均值比男性高，故發現男性在

批判性思維和升學選擇的領域裏並不佔有特別優勢。 

 

8.2.3優先考慮自己興趣的青少年更了解自己 

自我了解 

因素 a 平均值 因素 b 平均值 

平均值差異 

(a-b) 標準誤 顯著性 

自己的興趣 (N=136) 3.5456 自己的能力 (N=110) 3.4273 0.11832 0.06351 0.340 

自己的興趣 (N=136) 3.5456 未來的收入 (N=28) 3.2429 0.30273 0.10277 0.028 

自己的興趣 (N=136) 3.5456 未來的就業機會 (N=30) 3.4133 0.13225 0.09989 0.676 

自己的興趣 (N=136) 3.5456 自己的理想職業 (N=23) 3.5826 -0.03702 0.11165 0.997 

表 8.2.3: 優先考慮自己興趣與優先考慮其他因素在自我了解上之差異性 

表 8.2.3 是使用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分析。據表 8.2.3 顯示，優先考慮自己興

趣與優先考慮未來收入在對了解自己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P<0.05)，故發現會優先考

慮自己興趣比會優先考慮未來收入的青少年對自己了解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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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 
9.1 青少年應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 
從 Pearson 相關檢定分析的結果中，我們發現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的青少年，在升學

準備的五個方面，分別為價值觀、多元途徑(準備度)、態度、自我了解、技能，都

有顯著相關(P<0.01)。而從研究結果顯示，有 7%的受訪者批判性思考能力低於中位數。

而培養青少年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可以透過培養不同批判性思維特質的能力。 

 

9.2 批判性思考能力的高低不影響選擇學科的因素 
從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的結果中，我們發現不到批判性思考能力與選擇學

科時各項優先考慮因素有顯著差異性。由於批判性思維的特質並不包含價值觀，得

到這樣的結果也是正常的。批判性思維不會影響到選擇學科時考慮的因素；會影響

到選擇學科時考慮的因素更可能是自身的情況、家庭的經濟情況、從小到大的價值

觀。 

 

9.3 兩性在各方面的優勢分別不大 
男性在思維領域比女性更佔優勢，這是從古至今大眾對兩性的看法。但根據獨立樣

本 t 檢定分析的結果中，我們發現兩性在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多元途徑(準備度)、態

度、自我了解和技能(自我管理)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而在批判性思維的認知和價

值觀，女性普遍的水平比男性高。因此發現與王米渠和王穎冰在 2003年指出的｢當今

男性在後天發展得好些，所以從諸如思維的靈活性、效用性、廣闊性、深刻性、批

判性、通變性、求異性、預見性等方面都顯出一定優勢。｣不符。 

 

9.4 了解自己的青少年在升學的選擇時更會傾向自己的興趣 
從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分析的結果中，我們發現到會優先考慮自己興趣比會優

先考慮未來收入的青少年對自己了解深入。在作升學選擇時，青少年會選擇合適自

己的學科和學校。對自己了解的青少年可以因應自己的能力或興趣去選擇，而對自

己不了解的青少年會被社會的主流思想影響，繼而偏向選擇未來的收入和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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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議 
個人方面 

我們覺得青少年應該擁有更好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批判性思考的特質包括求知慾、

分析能力、接納不同的意見等。而研究結果顯示，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在影響升

學選擇因素的水平越高，所以批判性思考能力越高，對升學的準備越充足，那麼青

少年就能升讀適合自己的學科。 

方法(1):青少年應培育自我管理的能力，認真對待每一個問題，思考得更仔細，從而     

培養更好的批判性思維﹔ 

方法(2):多提出自己質疑的問題，勇於尋求事實，增加對信息的求知慾﹔ 

方法(3):調整自己分析問題的視覺，多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瞭解自己可能存在的偏

見或謬誤，而這些偏見和謬誤會影響你對信息的分析和判斷。 

家庭方面 

家長可以從小就培養孩子有更高的批判性思維，例如從生活態度之中，孩子會從中

模仿家長的言行和態度。如果家長本來就有較高的批判性思維，那麼孩子會從模仿

中得到較高的批判性思維。同時，家長要承認自己的不足去提升自己的批判性思維，

再有意識地將孩子擺在和自己平等的地位，這樣才能讓孩子慢慢具備批判性思維的

習慣，然後再讓孩子們自己去從學習中和生活中發掘出批判性思維對將來發展的重

要性，這樣也有助孩子慢慢提升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教育方面 

從研究結果中發現，學校應該在教育方面發展批判性思維，這樣可以有助青少年從

小就培養更高的批判性思維。同時，學校可以舉辦一些關於批判性思維的講座，令

現今的青少年更加了解批判性思維對升學選擇的重要性，讓青少年對未來升學的選

擇更加清晰和明確。當青少年有更好的批判性思維，他們會有更好的自律能力去為

升學做好準備。學校同時可以指引青少年去擁有更好的批判性思維和升學準備，令

他們的選擇變得更好。在這個科技氾濫的時代裏，青少年每天都能輕易地接觸到不

同方面的資訊，而資訊以訛傳訛的情況也更加嚴重。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辨法，可以

首先從教育開始。雖然學校應培養學生多接受外來的資訊，但同時也要教育他們如

何辨別資訊的真假。從而提出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 

網絡方面 

在這個科技氾濫的時代，青少年每天都能在網站上或社交平台中輕易接收到不同方

面的資訊，每個平台都有不同的聲音和意見，從而資訊以訛傳訛的情況也更加嚴重，

青少年無法從中獲得最正確的資訊。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從教育

方面開始，學校應培養學生多方面接受外來的資訊，當中有真有假，所以學校應要

教導他們如何辨別資訊的真假，以獲取最正確的資訊，從而提出批判性思維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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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件 (問卷)    

批判性思維對升學選擇的影響 

請在適當的□內打 

A.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a) 年齡: ______ 

 

b) 性別:  

□男             □女 

 

c) 就讀年級: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d) 就讀科目: （可多選） 

□文科         □理科       □商科     □未選     □其他 :  ____________ 

 

 

B. 第二部份    批判性思維 

 a)  您認為批判性思維包含以下特質嗎? 

 包

含 

不 

包

含 

1) 求知欲   

2) 保守思想    

3) 分析能力    

4) 跟隨大眾的心理   

5) 接納不同的意見   

6) 善於挖掘別人的漏洞   

7) 有組織和目標地處理問題   

8) 對尋找知識抱著客觀的態度   

 

 

 

 

您好！我們是參加了「共鑽研·創明天」計劃的高中學生。本問卷是關於批判性思維與大學升學選

擇的關係和影響，是次調查是為了了解青少年批判性思維的應用和準備大學學科的因素，以便我們

在日後對青少年批評性思維的培養和生涯規劃的推廣提出更好的建議。請您根據您的真實情況去回

答下列所有問題。本問卷採用不記名的方式，您的個人資料並不會被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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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手頭上的問題有一個清晰的想法是重要的。      

2) 我的所有觀點必須有根據。      

3) 在討論我的觀點時，我不可能客觀公正地作出回應。      

4) 我害怕在課堂上向老師表達我的異議。      

5) 我喜歡嘗試理解複雜問題。      

6)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觀點時，他們要有合理的理由。      

7) 瞭解別人對事物的看法對我很重要。      

8) 在做一個決定前，我會設想可能出現的結果。      

9) 我只會尋找一些支持我看法的事實，而不會去找一些反對我看法的

事實。 

     

10) 我認為有權威的人的觀點就是正確的。      

11) 我能公正地為任何事作出決定。      

12) 如果有四項理由贊成，一項理由反對，我會盲目地支持前者。      

13) 我善於有計劃，分步驟地解決複雜問題。      

14) 當我遇到已有官方答案但我尚存疑問的問題，我不會去尋找真實的

真相。 

     

15) 我對自己的判斷有信心。      

 

C. 第三部份    升學選擇     

a)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只會獨自考慮升學的事情。      

2) 我知道目前社會上有哪些工作類別。      

3) 我會向有經驗的人查詢有關升學的事情。      

4) 我很清楚自己將要修讀的學科有甚麼出路。      

5) 為了有利於將來升學，我會自我增值（如參加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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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很清楚自己的專長。      

2) 我對我將來的升學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3) 我想繼續升學，但不確定要選擇哪一個領域。      

4) 我知道目前我所學習的科目對未來的工作有幫助。      

5) 我知道自己較喜歡哪一方面的科目（如理科、文科、商科等）。      

 

c)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的選科選擇不會被父母的職業所影響。      

2) 我認為有較高的學歷才能有較好的工作。      

3) 我現在還沒法決定我要選甚麼科目，因爲有這麽多的可能性讓我選

擇。 

     

4) 如果父母對我的規劃與我本身的規劃不相符時，我不會跟隨他們的

決定。 

     

5) 我會因爲想做某種職業而選擇某個學科，而不是因爲修讀某個學科

而做某種職業。 

     

 

 d)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不會放棄在自己真正有興趣的領域内發展。      

2) 爲了取得大學學歷，我會選擇一些較容易的科目。      

3) 我認爲大學的學科排名比大學的學校排名更重要。      

4) 我不用計劃自己的升學問題，因爲我做甚麽工作都可以。      

5) 雖然不是自己最喜歡的科目，但是既然選到了我就繼續讀下去。      

 

 

 



25 
 

e) 請  出您對下列句子的同意程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當陷入憂愁時，我會很努力地嘗試各種方法，讓自己在短時間內恢

復正常。 

     

2) 當別人冒犯到我，我會先嘗試瞭解對方的想法及情緒狀態，再思考

如何回應。 

     

3) 當我與人發生意見不合時，我會評估對方的意見。      

4) 我認為我的個性及脾氣是可以因場合來作出調整。      

5) 當我生氣時，我會做出令自己後悔的行為。      

6) 我有認真填寫這份問卷。      

 

D. 第四部份    升學準備和最重要因素           

請在適當的□內打  或填寫您的回答 

a) 您在甚麼時候開始作大學的準備? 

□初中                         □高一                         □高二                           □高三                            □沒有 

 

b) 請把您在選擇學科時的因素排序（1-5，1 最重要，5 最不重要）。 

□ 自己的能力 

□ 自己的興趣 

□ 該學科未來的收入 

□ 未來的就業機會 

□ 對自己的理想職業有幫助 

 

 

 

最後，感謝您願意抽出您寶貴的時間去填寫這份問卷，謝謝。 

 

---全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