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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民潮不單改變了香港人口的結構，對本地的教育規劃和相關服務都有深遠

的影響 (Chow, 1990; Chan, 1998; Wan, 2001)。官方數字顯示每年持單程證由內地

進入香港的人數大約有五萬人，其中適齡的學童約佔三成 (新來港人士資料網

頁，2004)。在此情況下，新來港兒童在新學校的適應問題當然會引起本地教師

和教育官員的莫大關注。 一些本地研究指出新來港學童在適應本港的教育制度

時常常出現行為和情緒上的問題。此外，他們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都較為低落 
(Leung & Ho, 1998; Chan & Chan, 2004) 。可是，亦有其他的研究認為新來港學

童的適應和紀律操守不比本地的差﹔他們在短短一年內便能趕上本地的學習進

度，有些還在正規和非正規的課程上超越本地的同班同學 (Chan, 1996; Lee, 
1998) 。  
 

以上的不同現象顯示了新來港兒童的適應問題很可能是很個人和獨特的。成

功的適應可能依賴個人的舊有經驗、個性、個人對移居的看法與及其他有關的情

景因素。所以，探究個別新來港學童如何面對來港後的挑戰，再進而了解他們處

理挑戰的方法都是有意義和值得的。 本文是一份探討性的質性研究。旨在描述

從內地來港已有一年的兒童在本港小學裏的適應問題。研究的焦點會集中在學童

如何適應學校裏的生活。在初次探討的情況下，暫祗邀請兩名的學童進行半結構

式的訪談。冀望從他們的想法和行為能 夠回應研究的主題。以下是引導這次探

究的主要題目：  
 
1. 兩名新來港學童在新校裏遇上了甚麼困難和挑戰？ 
2. 他們怎樣去面對和處理這些困難和挑戰？ 
3. 本地老師怎樣支援他們適應新的學校生活？ 
4. 他們對老師的支援感到怎樣？有甚麼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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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 為了探討新來港學童如何處理各項移居後的挑戰和困難，以下部分

介紹「適應移居」的相關研究，作為隨後資料搜集和資料分析的學理基礎。下面

的內容包括移居後所面對的三大轉變 (Shuval, 1993)與及適應移居的兩個取向 
(Villegas, 1991a, 1991b)﹔Erikson (1968, 1975) 的社性心理論和 Eggen et al, (1994) 
的文化與學校關係亦會一併提出。 

 
Shuval 的移居後三大轉變 

新移民在適應移居的過程上是一個學習過程，其間移居者嘗試去滿足一己的

需求，並同時需要與本地的人和諧地生活 (Atwater, 1990)。可是在適應期間，新

移民常常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Drew, 1995; Wong, 1992)。Shuval (1993) 認
為當人移居到另一個國家或者在國內作較大的遷移時，他們都會在移居後遇到一

些挑戰，而這些挑戰都是沿於地域、社群和文化等三方面的轉變。 
 
「地域轉變」會影響移居者的生活方式，例如飲食習慣、衛生水平、居住條

件和交通問題等等。當然，在中國南方移居本港的人會比從北方來的產生較少的

問題。但是，這類個人習慣和日常生活節奏的改動可能使新來港的兒童感到厭

煩。「社群的轉變」使移居者離開了以往的人事關係和社交圈子。新移民離開了

他們的鄰居、玩伴和親友。取而代之是要面對新社群的期望、權利和責任。這情

景在在衝擊他們的自我形象、行事的準則和動機。當新來港學童初來港時，他們

一再要面對 Erikson (1968, 1975) 所謂的社性心理危機，假如不能在個性上按新

環境的要求作出調適，他們的社性發展便會受到窒礙。在「文化轉變」方面，由

於地域和社群上的差異，個人移居後的原有生活態度、價值觀、信念、溝通語言

和模式都會有所改變。對新來港學童來說，他們需要盡快學會本地社會的語言和

規範，了解香港學校的文化和運作，俾能順暢地開展他們的學校生活。 
 

 
Villegas 的適應取向 

處理新移民的學習問題有兩個不同的取向，代表著教師對文化差異的不同看

法。這些取向包括文化虧絀和文化差異兩個模式。在「文化虧絀」模式下，新移

民是本土人口內的一小撮身份低微份子，他們缺乏適當的語言、社交和文化經

驗，學校是有責任按照著本地的準則和規範去教育、去改造他們。另一方面，「文

化差異」模式珍惜不同文化的特點和長處，而教學的策略亦從這些特色出發。這

個取向認為不同文化下的群體在學習上有其特色。所以，教師應該調適往常的教

學策略來滿足新來港學童的需要。這樣，了解新來港學童的舊有態度、價值觀和

行為便成為實踐這取向的首要條件。 
 
為了在教學上體現「文化差異」取向，Eggen et al.(1994) 闡釋文化與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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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關係，並提出四個老師需要注意的範疇：  
 
價值觀和生活態度 

新來港學童有其個人的成長歷史。來港後，他們會在日常生活裏表現出與本

地社群互補或相斥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這些根深蒂固的情懷都是他們在舊地的

社情下培育出來。因此，成功的教和學會取決於老師和學生能否在價值觀和生活

態度方面的相互調適。  
 
師生的互動方式 

Eggen et al.(1994) 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在師生交往上會有不同的方

式。例如有些地區的兒童喜歡自己進行探究，有些卻經常依賴老師的指引。有些

奉老師為發施號令的掌權者，有些則把老師當作是學習上的朋友。新來港兒童與

本地老師的交往是主動還是被動，是進取或是保留，是開放或是內歛仍是受著舊

有教室文化和互動方式的影響。所以，多元取向的老師會敏於辨識不同學童的行

為和反應，藉以調適教學策略來處理這些差異。 
 

課堂的組織 
 Eggen et al.(1994) 提出兩大類的課堂組織 – 競爭性和合作性的教室。這些

學者認者教室的設置、學生的分組辦法和教學評鑑的方式都會影響學生是在競爭

還是合作的氣氛下上課。此外，Hvitfeldt (1986) 亦指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一些

學生會偏好於一己的個人成就，另一些卻樂於見到全組的齊心達標。 
 
教學語言和溝通模式 

Eggen et al.(1994) 指出學校內各成員的溝通用語和模式都是文化的產物，不

同文化背景的兒童可能會誤解新老師的用語或身體語言。假如新來港兒童諳熟的

家鄉語言與新學校的教學語言不符，這將會是他們的一項重大挑戰。言語的障礙

無可置疑地會妨礙移居者在新環境中的學習和交友。假如不能妥善處理，這將會

為老師和學童一同帶來挫敗和失望。  
 

研究方法 

兩位受訪者是由相熟的小學老師介紹。本人在正式訪談前兩星期與學童初次

接觸，一同在小息時閒談以建立適當的關係。得到他們允諾接受訪談後便聯絡家

長和學校以取得進一步的同意。兩個訪談都是在學校裏下課後進行，每次耗時約

45 分鐘，全程以一個微型錄音機記錄訪談內容，及後的訪談文錄亦與老師和家

長一同檢閱，印證學童在訪談時所提供的資料。 
此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作為搜集資料的工具，此方法能夠有系統地在一

個自然的情景下搜集新來港學童在學校適應新生活的情況。取樣是參照 Pa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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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的強度取樣法 (Intensity sampling)來揀選兩位足以提供大量相關資料的兒

童，俾能突顯新來港學生所面對的各項挑戰和適應情況。以下是兩個樣本的相關

個人資料： 
  

學生樣本 
 

來港時間 年齡 班級 考試成績 
(平均分) 

操行 
 

性別 

學生甲 12 個月 12 小五 90 / 100 A- 男 
學生乙 14 個月 12 小五 82 / 100 A 女 

   
由於本研究旨在找尋新來港學童在適應上的共通情況，本人刻意選取兩名來

港時間、年齡、班別和學校成績相若的學童。此外，他們都是來自兩所天主教的

小學，由同一個校政委員會監察，兩所學校的面積、設備、班數、每班人數、課

程和師資都十分相像。 
  
作為一個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程序是訪談前的一項重要的準備。它是用來

引導整個訪談過程，搜求相關的訪談資料，並保持不同訪談的一致性。程序內訂

定了不少開放性的問題，使受訪者能夠較隨意和有彈性地講述相關的事情。是次

搜集的資料包括新來港學童的個人背景、對移居的看法與及他們在新舊學校的學

習情形，相關的訪談程序和題目不在此短文細表。 
 

 

結果分析 

對兩位受訪者來說，是次的訪談使他們回顧一些有關調適到港後的學校生

活，亦是一個抒發內心喜悅和緊張的機會，這份真誠的感受使訪談內容更為真確

可信。以下將按前文 Shuval (1993), Villegas (1991a, 1991b) 和 Eggen et al.(1994) 
的理論架構把研究的結果分析表列出來，附錄內附上受訪者對新環境看法的分析

舉隅：  
 

 

Shuval (1993) 

的移居適應理論 

結果和分析 

1. 從地域轉變帶來的

挑戰 

 

a. 生活形式上的轉變不多，但對家中和學校的擠迫環境有

點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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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社群轉變帶來的

挑戰 
 
 
 
 
 
 
 
 
 
 

3. 從文化轉變帶來的挑
戰 

a. 新來港學童都表示極懷念內地的舊友。 

b. 建立新的社交圈子時受到年齡差別、緊迫課程和沉重的

補課所拖累。 

c. 當兩人以往的學識和技能受到賞識和認許時，自尊感和

信心隨而提升，並自覺能夠面對學校裏的各項挑戰。 

d. 兩名新來港學童以個人的意志和努力正面地解決了社性

心理的危機，免除自貶自卑，並能勤奮向學。 

 

a. 兩人在書法、繪畫、體育和普通話等等表現俱佳，是同

學的仿效的榜樣。 

b. 學習英語是新來港學童的難關。 

 

 

Villegas (1991a, 
1991b) 的適應取向 

結果和分析 

文化虧絀 /文化差異 a. 學校和老師是以「文化差異」取向的相應策略來支

援新來港學童的適應過程。 

b. 新來港學童的長處和原有的內地文化得到尊重和發揮。

 

 

Eggen et al.(1994) 的
文化與學校教育的關

係 

結果和分析 

1. 價值觀和態度 

 

 

 

 

a. 兩名新來港學童自願調合一己的價值觀和態度以求適應

新學校的生活。 

b. 他們珍惜來港唸書的機會。 

c. 中國內地的集體主義文化如獻身、刻苦等等優點都在新

來港學童的行為中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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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師生的互動情況 

 

 

 

3. 課堂的組織 

 

 

 

 

 

 

 

4. 教學語言和溝通模

式  

a. 新來港學童明白老師是熱切地支援他們去適應新學

校的生活。 

b. 他們認為老師是他們的榜樣，亦是權威的代表。 

c. 兩人的家長均鼓勵他們尊師重道，此舉能夠強化師生間

的關係。 

 

a. 本港的老師為了配合新來港學童的個別需要、已有知識

和學習風格，刻意為他們安排混合能力分組、個別化學

習和輔導教學等等策略。 

b. 在學童的已有知識方面，新來港學童和本地學童之間的

差距使「文化差異」取向的教學策略不易施行。緊迫的

教學進度及以考試為導向的課程亦使新來港學童的適應

過程增加困難。  

c. 幸好同儕學習、趣味活動和現代化的教學設備能夠減輕

教和學的負擔。 

 

a. 兩人初時對教學用的繁體字不大習慣，對學習英語最感

困難。 

b. 在繁體字的使用上，透過老師的督導、同學的支援和兩

人不斷的實習，新來港學童很快便克服這個障礙。 

c. 在學習英語時，兩人以中英夾雜的方法背誦詞句，此舉

雖然有違本港推行的傳意教學法，但卻能使新來港的學

童在英語學習上有所突破。 

 

 
 
總的來說，在移居適應上兩名新來港學童有以下看法： 

1. 感到移居來港能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2. 認為在學校要能與別人建立良好的關係。 

3. 認為意志和努力是適應學校學習的條件。 

 

 導致這兩名學童成功適應的條件包括：  

1. 學生的信念、個性和已有學識， 

2. 老師的刻意照顧和運用「文化異差」取向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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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在討論前，作者首先提出本研究的一些弱點和限制，希望能為日後的探討作

一指引： 

 

1. 選取樣本時曾刻意找尋特質相像的來港學童，然而不同性別的來港學童可能

在情緒反應和社交圈子上有不同的表現。雖然本研究已選取一男一女，兩人

的調適行為表現亦沒有明顯的分別，但礙於樣本細小，日後的研究亦不宜忽

視性別對學童的移居適應有何影響。 

2. 在家庭經濟方面，兩名受訪者的家長僅說生活安穩，不願再進一步談論家庭

的收支狀況。所以，本研究沒有涉及有關家庭對學童在經濟上的支援問題，

相信這個因素對移居適應會有一定的影響。 

3. 兩名研究對象均諳熟香港的地方語言(廣州話)，相信不懂本地語言的新來港

學童在學習和社交上會有截然不同的遭遇。 

4. 訪談內容雖曾向老師和家長印證，如能安排課堂觀察和訪問受訪者的同學，

研究的真確性會更良好。 

5. 研究結果不宜隨便引伸至相近的情景之外。 

 

此研究的樣本雖然細小，但相關的資料搜集和分析亦能使我們對新來港學童

的適應問題有更深的了解，下文將分別以學童和老師兩方面來討論。 

 

本研究顯示兩名新來港學童銳意融入新學校的生活。他們都樂於面對新的環

境，希望與老師和同學建立良好的關係，並願意作出改變來調適面對的挑戰。這

份信念對新來港學童非常重要，它引發以至維持他們的勇氣和意願去面對來港後

的各樣困難。來港後，兩人都面對 Shuval (1993) 所指出的三大類移居挑戰，與

較年幼的學生一同上課、繁體字和英語都曾使他們感到不安和自信低降。及後得

到老師和同學的刻意照顧，他們漸漸克服了 Erikson (1968, 1975)所謂的社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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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 並能成功地融合在本地的學校生活裏。兩名學童以熱情、活力和堅毅來

應付來港後的挑戰。他們期待著工作和責任，不奢求權利與同情。他們的無私、

能耐、勇氣、野心和熱情等等個性都可能是導至適應成功的因素。此等有利的個

人特質可能與他們在中國內地成長時的社會文化有關。 

 

 在中國內地，集體主義是被推崇的社會價值。個人為公家的委身和犧牲是受

到鼓勵和欣賞的。在這種社會文化下，人權和自由便相對地不受重視，遵循權威

和無私的奉獻便變作平常。所以，兩名新來港學童在其適應行為上亦顯示對學校

權力和紀律的服從，對老師也非常敬重，樂於追隨教誨。當他們與同學一同學習

時，亦把團體工作和附加的責任當作平常。這些服從、委身和願意犧牲的個性可

能是自幼在中國內地社會成長時習得的。而這份個人特質亦成為成功適應移居生

活的鎖匙。此外，兩人的家長都積極地督促其孩子尊敬老師及遵從學校的指示，

此舉不但顯示正面的家校關係，亦間接促使來港兒童全心全意地去適應新校的生

活。作者相信這兩名學童的個性表現和鼓勵尊師重道的家教對本地兒童的群性發

展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上文分析了學童的個人特質和家教如何影響他們適應行為，現在開始討論本

地老師為新來港學童作出的支援。研究中的老師認識新來港學童的文化背景，欣

賞他們的己有學識和技能。他們踐行 Villegas (1991a, 1991b) 的文化異差取向，

以 Eggen et al.(1994) 的多元文化教室的策略來支援新來港的學童。簡而言之，

老師把文化差異作為教育兩地兒童的機會，不分地界地使全班同學互相支持和欣

賞，使教學的果效更進一步。 他們適時的支援和「文化差異」取向是促使來港

學童適應新學校生活的條件。要達成這些條件，老師要諳熟多種不同的教學方法

以配合學童的不同潛質、能力和需要﹔老師的學科知識和教學經驗也相當重要。

此外，老師還必須了解及認同多元和平等這些信念。可是，本港現時的師訓、課

程和資源能否和這些條件相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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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的來說，學生的個性、他們的已有學識與及老師的刻意照顧和「文化差異」

教學是移居後能夠成功地適應新生活的條件。最後，作者認為要探究新來港學童

移居適應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學生和老師兩方面入手，在他們的信念、個性與及

在教和學的取向上再作研究，務使新來港學童能夠為本港的教室更添姿彩。  

 

  

附錄 – 訪談資料分析舉隅 

 
為了使讀者較具體地理解兩名兒童在訪談時的反應，下文列舉他們對新學校

看法的一些分析片段： 
 
 

總的來說，在學校生活的適應上，兩人都樂於面對新環境，並願意作出改變

以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我喜歡香港，學校又新又乾淨。張老師對我好好，我會聽她的話，我會讀書

考好的成績。」 學生甲 
 
「我鍾意呢度。電視課和電腦課都好新鮮好好玩。我會做個好學生。」 
 學生乙 

 
 

此外，他們願意學習，並嘗試和別人建立關係。此外，他們亦珍惜師長與

同學所給予的幫助和關懷。 
 
 

「張老師是一位好老師。我仍然記得我第一星期時她點樣教我學英文字母。我

唔懂得分 b 同 p 同埋 m 同 n。當時，我覺得自己好笨，但張老師祗叫我休息一

陣再學。」  學生甲 
 
「同學都話我的廣東話很好，他們教我呢度的話(本地俚語)，重教我英文 ，
我們而家已經係好朋友，小息一齊玩。」  學生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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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及他們是否喜歡香港的學校時，他們都熱切地表示 「鍾意」(喜歡)。 
 
以上描述顯示兩名學童大致都接受遷居香港這個事實，並對在新學校的學習和

人際關係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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