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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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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於2012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香港學生閱讀能力高踞全球榜首，但高分背後卻暗藏「四低」 ：  

範疇 香港排名 

閱讀能力 1 

閱讀興趣 39 

閱讀動機 45 

閱讀信心 44 

閱讀課堂投入度 42 

低興趣 

低動機 

低信心 

低課堂投入度 

參考資料：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 ，網址: http://www.iea.nl/   

http://www.ie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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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有好奇心，但多被環境所抹殺。學生學習的動機與生俱來，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不要因為外在環境
限制了學生的好奇心。」 

(譚萬鈞教授/伯裘書院校監) 

 「四低」主因包括： 

競爭激烈 
低動機 

低信心 

低課堂投入度 

由考試主導的 
社會文化 

低興趣 

創意思考 

全人發展 

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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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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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有好奇心，但多被環境所抹殺。學生學習的動機與生俱來，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不同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不要因為外在環境
限制了學生的好奇心。」 

(譚萬鈞教授/伯裘書院校監) 

自主學習 
 
 
 
 
 
 
 
 

高動機 

高信心 高課堂投入度 

高興趣 

創意思考 

全人發展 

終身學習 

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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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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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目標 

自我規劃 

自我監察 

自我評價 

自我修訂 

 自主學習的主要元素： 

學生辨析個人學習目標及學習活動 

學生制定和計劃與學習有關的決定和安排 

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學習策略和調整學習路徑 

學生關注評估準則，評價學習結果 

根據老師或同學不同階段的反饋作改進，並自我反思、檢討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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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在香港教育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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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開始計劃為未來的學校課程制定目標和方向，希望培養學生

成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終身學習者 
1998 

2001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提出以學生為本，

激發學生對學習的興趣，提升他們學會學習的能力，冀學生能達到全人發展和

終身學習的目標，肯定自主學習的重要。  

2007 – 2012  
香港教育局在基礎教育階段課程改革的第二個五年計劃(2007-2012) 中強調促進

學習的評估：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促進終身學習；採用靈活而多元化的評估

方法；提供適切清晰的回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評估活動、提升反思能力。 

2014 – 2017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重點協助初中及高小發展「全校式自主學習」，以照顧

學生的學習差異，從三方面入手，協助學校發展及推行自主學習，包括：元認

知取向、教學模式取向及增潤學習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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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翻轉教育──認識翻轉教育，網址: 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knowledge  

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
(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
老師貝格曼 (Jonathan Bergmann) 與山
森 (Aaron Sams) 於2007年開始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的由來 

薩曼可汗(Salman Khan)  
於 2009 年成立可汗學院(Khan Academy)，

在 Youtube 提供近 3600 部教學短片 

http://flipedu.parenting.com.tw/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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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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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參考：＜「翻轉教室」之理念及其在學校的應用＞簡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教系廖錦文教授。 

 

實施「翻轉教室」的兩大關鍵 

上課前 上課時 

老師：錄製及提供教材，上傳
至網上學習平台 

老師：回應學生在自學期間碰
到的問題，帶領討論及引導學
生思考，為學生進行個別指導 

學生：分組討論，做練習，探
索及分析問題，重點歸納、匯
報等課堂活動 

學生：在網上學習平台觀看老
師準備的教材，預先備課，並
記下學習期間碰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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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轉教室」教學模式於世界各地廣泛推行並獲得正面評價，

在美國、芬蘭等歐、美國家漸趨普遍。 

 近年日本、台灣、新加坡等亞洲地方，也漸有更多學校採納

「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 

 香港近年亦有學校在通識教育等科目相繼試行「翻轉教室」

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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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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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對學習上有何幫助？ 

學生、教育工作者對「翻轉教室」的學習模式有何看法？ 

如何透過「翻轉教室」促進中學生自主學習？ 

推行「翻轉教室」所面對的障礙與挑戰？ 

可行的支援措施或改善建議？ 

 

2 

1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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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聚焦小組訪談 

專家、學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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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中學生對自主學習和「翻轉教室」的看法 

對象 中一至中六學生 

調查日期 2016年1月15日 至 2月12日 

成功訪問 995人 

中學生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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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聚焦小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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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深入探討體驗過「翻轉教室」的中學生 

                      對透過「翻轉教室」學習的看法 

對象         體驗過「翻轉教室」的中學生  

訪談日期 2016年2月2日 至 3日 

成功訪問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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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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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現時香港中學生的學習情況、 

                    推行翻轉教室的利弊及建議  

對象 教育專家、學者、校長、老師 

訪問日期 2016年1月14日 至 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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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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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A. 學生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B.「 翻轉教室」的成效 

C.「翻轉教室」的限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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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A. 學生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 如何加強學生在課堂的投入度 

• 學生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 影響自主學習的最主要因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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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24.1% 

8.5% 

10.3% 

7.2% 

1.6% 

10.7% 

32.1% 

22.9% 

11.2% 

8.5% 8.0% 

1.2% 

16.2% 

0% 

10% 

20% 

30% 

40% 

老師教學方法良好 增加課堂互動環節 教學配套完善 同學積極參與討論 採用小班教學 其他 不知/難講 

有體驗過 沒有體驗過 

A１.如何加強學生在課堂的投入度 

20 

你認為以下哪一項因素最能加強學生在課堂的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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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教學內容混合遊戲
中，讓喜歡玩遊戲的同學
會更興趣投入課堂。」 
                       (個案10/男/中一) 

(續) 

 
「要吸引學生學習要有
誘因，例如：增加獎
勵、平時分、經驗值
等。」 
                     (個案19/女/中五) 
                                                                                

「以往課本學習比較沉悶，但現在電
子媒體資訊豐富，例如利用動畫展示
火山爆發的整個過程比書本的解說一
定更好，更容易理解。」 

(鄭弼亮先生/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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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學生對自主學習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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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驗
過 

沒有 

體驗過 

整體 N 

我能夠聽取意見後作
改進 

6.32 5.98 6.13 948 

由自己控制學習進度
對我非常重要 

6.21 6.16 6.18 938 

我認為學習是學生的
責任 

6.92 6.61 6.73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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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25.0% 

20.2% 

14.0% 

10.1% 

2.0% 

38.1% 

22.3% 

11.7% 

17.6% 

8.8% 

1.4% 

0% 

10% 

20% 

30% 

40% 

意志堅定 學習目標清晰 教學模式夠互動 不知/難講 認知能力高 其他 

有體驗過 沒有體驗過 

A3.影響自主學習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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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以下哪一項是影響自主學習的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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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B.「 翻轉教室」的成效 

• 「翻轉教室」有助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 「翻轉教室」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 「翻轉教室」令學習的多方面有改善 

• 「翻轉教室」的學生相對較多發問 

• 「翻轉教室」的學生對課堂的看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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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翻轉教室」有助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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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17.1% 

30.7% 

37.2% 

14.3% 

48.5% 

0% 

10% 

20% 

30% 

40% 

50% 

60% 

能夠 不能夠 不知/難講 

有體驗過 沒有體驗過 

你認為推行「翻轉教室」能否有助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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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翻轉教室」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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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21.3% 

33.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能夠 不能夠 不知/難講 

你認為「翻轉教室」比一般傳統教學模式更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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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時讀書比較差，有很多科目的
考試都不及格；但現在有很多科目都
已經及格了。」 
                                           (個案10/男/中一) 

(續) 

  
「我的成績好了。我中四是很懶惰，不怎麼溫
書，一班二十人我大概考十一、十二。但自從用
了『翻轉教室』這個模式，我的成績愈來愈好，
今次考全班第三。不過這也與我一些個人因素有
關，我變得用功了。」 
                                                                               (個案24/男/中五) 

 
「對我來說看書很難，但看片容易
多了。相對其他科目，我預習多
了，所以成績也因此而進步了。」 
                                               (個案21/男/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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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翻轉教室」令學習的多方面有改善 

28 

 

比以往好 

我對該科目的興趣 40.9% 

我對學習的主動性 39.5% 

我在課堂上的投入度 48.4% 

我對在班上主動發言的信心 31.2% 

我對學習目標的清晰度 40.0% 

制訂學習計劃的能力 32.6% 

自我管理學習時間的能力 34.3% 

自我評估學習成效的能力 36.7% 

自我檢討的能力 36.5% 

你比較推行「翻轉教室」的前後，你對以下的評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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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翻轉教室」的學生相對較多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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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40.1% 

9.6% 

11.3% 

5.8% 

39.2% 

33.1% 

13.0% 

7.6% 7.1%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甚少 間中 從不 經常 不知/難講 

有體驗過 沒有體驗過 

若你在課堂上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時，你有幾經常即時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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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會不太敢發問，因為上課時怕
會打斷老師講話，反被他們責備。」 
 
                                           (個案10/男/中一) 

(續) 

  
「遇到不懂的地方時可以問同學，也會知道和老
師一樣的答案，更方便。因為班上人數太多，很
容易出洋相，所以不敢發問。其他同學會講一些
難聽的說話，例如：你有否留心上課……，或者
在不小心說錯話時，同學們總愛冷言相向。」 
                                                                              (個案09/女/中一)  

 
「現在也不一定在課堂上提問，可
以選擇電子工具，例如：
WhatsApp、Facebook等向老師
提問。」 
                                               (個案15/女/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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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翻轉教室」的學生對課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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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驗過 沒有 

體驗過 

整體 N 

我覺得課堂內容沉悶 4.72** 5.16 4.98 974 

我經常不明白老師的講解 3.72** 4.45 4.14 967 

我願意花時間在家中預習
老師提供的教材 

5.08 4.72 4.91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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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堂相較其他的科堂有趣，因為平時老師會
拍有趣的片讓我們回家看，又會用IPAD影了答案
放上網，在課堂上也可以與同學討論。」 
                                                            (個案16/女/中五) 

(續) 

  
「 『翻轉教室』模式多花時間在網上學習，少了
時間讓老師真正教書。不過上課時我們都覺得開
心多了，互動也多了，比傳統課堂的互動和趣味
性也會較高。」 
                                                                                (個案23/男/中五)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33 

「平日在家中觀看影片不太困難，
因為老師要求同學觀看的短片一般
都是很短的。」 
                                      (個案15/女/中一) 

(續) 

「不會感到吃力，因為只是需時8-10
分鐘，所以都願意花時間在家中看。有
時候不看在堂上學習跟不上，反而會感
到吃力。」 
                                         (個案20/女/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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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C.「翻轉教室」的限制 

• 清貧學生對設備需求感壓力 

• 推行初期增加老師的工作量 

• 容易分心 

34 



青年創研庫  
Youth I.D.E.A.S. 

C1. 清貧學生對設備需求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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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較清貧的同學們未必能負擔得起價錢大
概2,000元的平板電腦，但這些是學習之需求。
對較為清貧的同學，昂貴的電子裝置在經濟上
構成一種障礙。同學也需在家中能自由上網才
可進行電子學習，使用網路也需要另一筆費
用，所以加重了這些家庭的負擔。」 
                                                           (個案11/男/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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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推行初期增加老師的工作量 

「老師的工作量一定重了，因為事
前還有很多準備工作，例如把一整
課的內容濃縮成為一張工作紙，構
思內容，還要把拍短片。」 
                                   (個案23/男/中五) 

「雖然起初老師的工作量會多了，但拍
了短片後，下一年可以再重用，所以便
不會那麼吃力了。」 
                                              (個案25/男/中五) 

「試行第一、二年很辛苦，因為時間不足的問題，拍
片、製作平台等令工作量很驚人，所以要分階段進行
，起碼要兩至三年。其實『翻轉教室』是老師教學模
式轉型出來的，我不會走回頭路利用傳統方法教學。
若有人做好平台及拍片，網上系統評估練習的幫助，
反而會令老師改簿等工作量慢慢減少。」 
                                                (夏志雄老師/香港真光中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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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調查結果 主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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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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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翻轉教室』先導計劃」 

提供更多教材資源共享庫 

提供有關「翻轉教室」的培訓課程 

平衡學生的功課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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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行「『翻轉教室』中學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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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級別：初中 

試行科目：數、理科目 

硬件及軟件支援 

專業顧問及監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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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由於內容較少，所以較容易
做。如能在初中推行，一直持續到
高中，較容易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
和能力。在高中推行會較困難，因
為內容太多太深，所以『翻轉教
室』只能選擇性地做，未能全面推
行。」 

(夏志雄老師/香港真光中學老師) 

「 我們不會為使用『翻轉教室』而
使用，同時不會強迫老師使用，會按
老師需要的程度去做。 」 

(李雪英女士/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 如果每班學生有四十人，便會很困難。
現今很多學校會進行小班教學，務求令學
生人數控制至最低。政府需要撥款予津校
增加基準教師進行分班教學，以減低每班
的人數。」 

(譚萬鈞教授/伯裘書院校監) 
 

教學界對『翻轉教室』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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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更多教材資源共享庫 

41 

因應香港長遠發展釐訂相
應人力資源政策 

「政府可以統籌教學資源，而且提供
專業培訓、工作坊等，現時有很多第
三方的教材可用，亦有教材需要去購
買，再將之融合。因此，提供一個素
材資源庫給老師，推動資源共享是相
當重要的。」      

(鄭弼亮先生/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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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有關「翻轉教室」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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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老師和在職老

師提供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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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衡學生的功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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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功課量，鼓勵
多參與網上學習 「 以自學提綱預習備課也是其中

一份功課，學生會花多了時間在
這一方面，鞏固練習方面可能就
會減少了，所以學校需要在不同
方面進行調節，例如減少功課的
數量。」 

(李雪英女士/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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