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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公布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劃(PISA 2009)研究結果 
分析香港學生的成就與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教育研究所「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劃（簡稱 PISA）

香港中心」今天（12 月 7 日）公布第四期 PISA 研究結果。中心於 2009 年 4
至 6 月期間，以隨機抽樣方式，邀請了就讀於 151 間中學近 5,000 名學生進

行測試，評估他們在閱讀、數學和科學三方面的能力。 
 
調查發現六十五個國家或地區中，香港學生的能力表現再居前列，閱讀能力

（中文）排名第四，數學和科學能力均排名第三。與前三期評估結果比較，

香港十五歲學生在這三項能力的整體表現穩步向上（圖表 1 及附件 1）。教

育均等方面，香港不同社經背景學生之間的能力表現差異與 2002 年第一期

比較，變化不大；校間成績差異則縮小，學校整體社經背景對成績的影響亦

大幅減弱。綜合學生成績及教育均等兩方面的表現，反映香港基礎教育朝向

優化而均等的發展，可是校內學生之間的成績差異卻顯著增加（圖表 2），

反映校內學生學習能力的差異比前擴大。因此，中學教師如何裝備自己和教

育當局如何支援學校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是極為重要的課題。 
 
研究分析了教育成果是否均等，特別是學生的社經背景、性別和移民身份等

因素對成績的影響，結果發現家庭社經背景如家長的職業和教育程度，並非

影響學生成績的主要因素（圖表 3 及附件 2）。然而，性別和移民身份對學

生表現的影響則十分顯著。男生在數學方面成績明顯高於女生，差距達 14
分，女生則在閱讀方面領先男生達 33 分（圖表 4）；而非本地出生的移民

子女無論在科學、數學或閱讀方面，成績均低於本地出生的學生，差距達

30 至 40 分（圖表 5）。 
 
同時，研究又分析了學生其他的個人或家庭因素與其表現的關係。結果顯示

閱讀能力與學生的閱讀投入感有關。閱讀投入感牽涉三方面：閱讀興趣、閱

讀的多元性及網上閱讀活動。在PISA 2009中，學生的閱讀興趣明顯比2002
年第一期時有所提升（圖表6）；而閱讀興趣愈高，學生閱讀能力的表現則

愈好。閱讀的多元性方面，在2009年香港學生閱讀小說和報章的比例較2002
年時增加，閱讀雜誌和漫畫的比例則減少。閱讀小說、非小說書籍和報章的

學生，閱讀成績明顯比較少閱讀的學生高；相反，較多閱讀雜誌和漫畫的學

生的成績卻比較少閱讀的低。有關網上閱讀活動，除參與網上論壇討論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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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電郵兩項外，香港學生網上閱讀活動的比例平均比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學生

高。在三項閱讀投入感的指標之中，以閱讀興趣與閱讀成績的關係最正面和

密切，閱讀多元化和較多網上閱讀則不一定對學生成績有正面影響（圖表7）。 
 
家庭因素方面，家長對學校的觀感和他們對子女教育的參與程度與子女的表

現息息相關。較滿意子女就讀學校教育質素的家長，他們的子女傾向表現較

佳。家長在家裡的參與跟子女的閱讀能力表現呈正相關——家長愈積極參與

子女在家裡的學習（例如與子女談論時事、電影、電視節目、書刋或學校生

活等），子女的閱讀能力愈強。然而，家長參與學校義務工作或家長活動的

情況，卻與子女的學習表現呈負相關。這現象可能是因為在這學業階段，家

長與學校的接觸或參與校內活動較多與學生的學業或行為問題有關。換言

之，在中學階段，家長的校內參與仍多是問題取向，情況實有待探討及改善

（圖表 8）。 
 
研究亦收集了與其他重要教育政策有關的數據，包括課堂內的教與學、家長

資源投放，以及教學語言政策等，研究人員會繼續探討和發表有關的研究結

果。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策劃的定期跨國研究「學生能力國際評估

計劃」（簡稱 PISA），每三年進行一次，旨在了解年齡十五歲學童的基礎

能力和影響他們學習的因素，並評估及比較參與地區或國家的教育成效。 
 
2010 年 12 月 7 日 
 
 
 
傳媒查詢：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陳紫玲（電話：2609-8896） 



 

 

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劃（PISA 2009）結果公布新聞稿用圖表 
 
 
圖表 1-8 及附件 1-2 
 
 
圖表 1 香港學生的閱讀、數學、科學能力在 PISA 的 2000+、2003、2006 和 2009 測試的比

較 
 閱讀 數學 科學 

年份 平均分 標準差 平均分 標準差 平均分 標準差 

2000+ 525 2.9 560 3.3 541 3.0 
2003 510 3.7 550 4.5 539 4.3 
2006 536 2.4 547 2.7 542 2.5 
2009 533** 2.1 555* 2.7 549** 2.8 

* 2009 年的數學能力表現顯著較 2006 年的高 。 
** 2009 年的閱讀和科學能力表現顯著較 2003 年和 2002 年(PISA 2000+)的高 。 
 
 
 

圖表 2  學生能力表現的校間和校內差異 

 

 
總差異 校間差異 校內差異 

2000+ 7050 3357 3646 
2009 7058 3143 4360 
相差 

2009 – 2000+ 8 -214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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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十二個國家／地區的學生閱讀表現與學生家庭的社會經濟文化地位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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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PISA2000+、2003、2006、2009 測試中 
               香港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能力的性別差距 

     

女生表現較佳     男生表現較佳  

         註：* 表示男女間數值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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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 不同移民身份的香港學生在 PISA 2009 的閱讀表現 

 
 
 
 

圖表 6 學生的閱讀投入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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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閱讀是浪費時間 

 我沒有耐性坐下，看書看不了幾分鐘

我覺得要看完一本書實在很難

我閱讀只求獲取資訊 

我在必要時才閱讀

我喜歡與朋友交換書籍來看

當我收到的禮物是一本書時，我會覺得高興

我喜歡對我所看過的書籍表達意見

我喜歡和別人談論書籍內容

我很喜歡到書店或圖書館瀏覽

閱讀是我的愛好之一

PISA2000+ PISA2009

同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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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學生的閱讀投入感與閱讀能力關係 

 
 
 
 
 
 

圖表 8 家長參與與子女閱讀能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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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十五歲學生在 PISA 2009 的能力表現 
閱 讀 數 學 科 學 

國家 / 地區 平均分 標準差 國家 / 地區 平均分 標準差 國家 / 地區 平均分 標準差 
中國上海  556 (2.4) 中國上海  600 (2.8) 中國上海  575 (2.3) 
韓國  539 (3.5) 新加坡  562 (1.4) 芬蘭  554 (2.3) 
芬蘭  536 (2.3) 中國香港  555 (2.7) 中國香港  549 (2.8) 
中國香港  533 (2.1) 韓國  546 (4.0) 新加坡  542 (1.4) 
新加坡  526 (1.1) 中華台北  543 (3.4) 日本 539 (3.4) 
加拿大  524 (1.5) 芬蘭  541 (2.2) 韓國  538 (3.4) 
紐西蘭  521 (2.4) 列支敦士登  536 (4.1) 紐西蘭  532 (2.6) 
日本 520 (3.5) 瑞士  534 (3.3) 加拿大  529 (1.6) 
澳洲  515 (2.3) 日本 529 (3.3) 愛沙尼亞  528 (2.7) 
荷蘭  508 (5.1) 加拿大  527 (1.6) 澳洲  527 (2.5) 
比利時  506 (2.3) 荷蘭  526 (4.7) 荷蘭  522 (5.4) 
挪威  503 (2.6) 中國澳門  525 (0.9) 中華台北  520 (2.6) 
愛沙尼亞  501 (2.6) 紐西蘭  519 (2.3) 德國  520 (2.8) 
瑞士  501 (2.4) 比利時  515 (2.3) 列支敦士登  520 (3.4) 
波蘭  500 (2.6) 澳洲  514 (2.5) 瑞士  517 (2.8) 
冰島  500 (1.4) 德國  513 (2.9) 英國  514 (2.5) 
美國  500 (3.7) 愛沙尼亞  512 (2.6) 斯洛文尼亞  512 (1.1) 
列支敦士登  499 (2.8) 冰島  507 (1.4) 中國澳門  511 (1.0) 
瑞典  497 (2.9) 丹麥  503 (2.6) 波蘭  508 (2.4) 
德國  497 (2.7) 斯洛文尼亞  501 (1.2) 愛爾蘭  508 (3.3) 
愛爾蘭  496 (3.0) 挪威  498 (2.4) 比利時  507 (2.5) 
法國  496 (3.4) 法國  497 (3.1) 匈牙利  503 (3.1) 
中華台北  495 (2.6) 斯洛伐克共和國  497 (3.1) 美國  502 (3.6) 
丹麥  495 (2.1) 奧地利  496 (2.7) 捷克共和國  500 (3.0) 
英國  494 (2.3) 波蘭  495 (2.8) 挪威  500 (2.6) 
匈牙利  494 (3.2) 瑞典  494 (2.9) 丹麥  499 (2.5) 
葡萄牙  489 (3.1) 捷克共和國  493 (2.8) 法國  498 (3.6) 
中國澳門  487 (0.9) 英國  492 (2.4) 冰島  496 (1.4) 
意大利  486 (1.6) 匈牙利  490 (3.5) 瑞典  495 (2.7) 
拉脫維亞  484 (3.0) 盧森堡  489 (1.2) 奧地利  494 (3.2) 
斯洛文尼亞  483 (1.0) 美國  487 (3.6) 拉脫維亞  494 (3.1) 
希臘  483 (4.3) 愛爾蘭  487 (2.5) 葡萄牙  493 (2.9) 
西班牙  481 (2.0) 葡萄牙  487 (2.9) 立陶宛  491 (2.9) 
捷克共和國  478 (2.9) 西班牙  483 (2.1) 斯洛伐克共和國  490 (3.0) 
斯洛伐克共和國  477 (2.5) 意大利  483 (1.9) 意大利  489 (1.8) 
克羅地亞  476 (2.9) 拉脫維亞  482 (3.1) 西班牙  488 (2.1) 
以色列  474 (3.6) 立陶宛  477 (2.6) 克羅地亞  486 (2.8) 
盧森堡  472 (1.3) 俄羅斯聯邦  468 (3.3) 盧森堡  484 (1.2) 
奧地利  470 (2.9) 希臘  466 (3.9) 俄羅斯聯邦  478 (3.3) 
立陶宛  468 (2.4) 克羅地亞  460 (3.1) 希臘  470 (4.0) 
土耳其  464 (3.5) 杜拜（阿聯酋）  453 (1.1) 杜拜（阿聯酋）  466 (1.2) 
杜拜（阿聯酋）  459 (1.1) 以色列  447 (3.3) 以色列  455 (3.1) 
俄羅斯聯邦  459 (3.3) 土耳其  445 (4.4) 土耳其  454 (3.6) 
智利  449 (3.1) 塞爾維亞共和國  442 (2.9) 智利  447 (2.9) 
塞爾維亞共和國  442 (2.4) 阿塞拜疆  431 (2.8) 塞爾維亞共和國  443 (2.4) 
保加利亞  429 (6.7) 保加利亞  428 (5.9) 保加利亞  439 (5.9) 
烏拉圭  426 (2.6) 羅馬尼亞  427 (3.4) 羅馬尼亞  428 (3.4) 
墨西哥  425 (2.0) 烏拉圭  427 (2.6) 烏拉圭  427 (2.6) 
羅馬尼亞  424 (4.1) 智利  421 (3.1) 泰國  425 (3.0) 
泰國  421 (2.6) 泰國  419 (3.2) 墨西哥  416 (1.8)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416 (1.2) 墨西哥  419 (1.8) 約旦  415 (3.5) 
哥倫比亞  413 (3.7)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414 (1.3)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410 (1.2) 
巴西  412 (2.7)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405 (3.0) 巴西  405 (2.4) 
黑山共和國  408 (1.7) 黑山共和國  403 (2.0) 哥倫比亞  402 (3.6) 
約旦  405 (3.3) 阿根廷  388 (4.1) 黑山共和國  401 (2.0) 
突尼西亞  404 (2.9) 約旦  387 (3.7) 阿根廷  401 (4.6) 
印度尼西亞  402 (3.7) 巴西  386 (2.4) 突尼西亞  401 (2.7) 
阿根廷  398 (4.6) 哥倫比亞  381 (3.2)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400 (3.1)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390 (3.1) 阿爾巴尼亞  377 (4.0) 阿爾巴尼亞  391 (3.9) 
阿爾巴尼亞  385 (4.0) 突尼西亞  371 (3.0) 印度尼西亞  383 (3.8) 
卡塔爾 372 (0.8) 印度尼西亞  371 (3.7) 卡塔爾 379 (0.9) 
巴拿馬  371 (6.5) 卡塔爾 368 (0.7) 巴拿馬  376 (5.7) 
秘魯  370 (4.0) 秘魯  365 (4.0) 阿塞拜疆  373 (3.1) 
阿塞拜疆  362 (3.3) 巴拿馬  360 (5.2) 秘魯  369 (3.5) 
吉爾吉斯共和國  314 (3.2) 吉爾吉斯共和國  331 (2.9) 吉爾吉斯共和國  330 (2.9) 
OECD 平均值 493 (0.5) OECD 平均值 496 (0.5) OECD 平均值 501 (0.5) 

註：有顏色部分顯示該國家／地區與香港成績有顯著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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