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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中六學生內地升學調查 2022 

調查報告 
1 前言 

學友社創辦七十多年來，一直與學生同行，關顧學生福祉，既引領學生規劃未來，亦

為社會培育明日領袖。內地升學對學生個人的生涯規劃，以至內地及香港的互利發展皆有

重要意義，故學友社早年已提倡兩地交流，並積極輔導香港學生前往內地升學。 

有見近年在兩地政府及學界的努力下，內地升學已成為學生的重要升學途徑。因此，

學友社銳意更深入研究現時中學生的內地升學意願、考慮因素，以便本社及各界更能掌握

學生需要，進而作出配套及支援。 

 

2 研究方法 

2.1 本調查主要為量性研究，邀請全港中六學生填寫問卷，以了解學生的基本狀況、內地

升學意願及考慮因素，並分析整體學生及不同分組學生的異同。 

2.2 學友社於 2022 年 1 月取樣，通過全港中學邀請中六學生填寫線上問卷。本次線上調

查系統限定每校擁有一個專用連接，每位學生只可回答問卷一次，以確保問卷的可靠

性。 

 

3 研究對象 

本次調查共收回 2,128 份問卷，均來自 37 所不同地域、不同背景中學的中六學生。樣

本各項重要指標基本接近全港實際比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見表 1) 

 

3.1 代表性 

收回問卷共 2,128 份，參照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布的 2022 年文憑試報名學校考生為

43,032 人，取樣比例約為 5%，具有足夠數量的代表性。 

i. 學生學業能力貼近全港分布 

為有效分析對照本調查參照整體中學學術水平作粗略評估，將受訪中學分為

上游、中游及下游能力作分組。上游能力組別中學佔三成，貼近全港實際學生組

別分布比例；中游能力組別中學較全港比例為多，下游能力組別中學則較少。中

游及下游能力組別跟全港各三分一的分布只有約 6%差距，加上兩組別間分野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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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糊，相信學生學業能力組別的分布不會對本次調查結果造成有太大的影響。

(見表 2a) 

ii. 男女校比例接近全港分布 

參與問卷的學校的男校、女校及男女校比例，接近全港實際比例 (見表 2b)。

而男女比例較全港比例約有 6%的差距，但相信未會帶來太大影響 (見表 3)。 

 

3.2 局限性 

基於以下樣本的局限性，讓本調查的結果或與全港實際中六學生狀況有一定差異。 

i. 受訪學生較多來自社會基層家庭 

由就讀學校類型、居所比例等分析，可見受訪學生的家庭經濟水平較全港基

數為低。調查中來自直資 / 私立中學 (8%) 的學生少於全港比例 (15%) (見表 2c)；

居住公屋的受訪學生 (51%) 明顯多於全港比例 (30%) (見表 5)。 

ii. 來自新界區的參與學校較全港比例多，或未能反映全港實際情況。(見表 2d) 

iii. 問卷出於學生自願參與，並非全校的中六學生均會參加。 

 

4 整體分析 

4.1 四成四受訪學生接受到內地升學 

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接受內地升學是其中一個考慮選項 (1-10 分，44%)，

而逾一成半的受訪學生表達較高意願 (6-10 分，16%)。結合近年教育局中六學生出路

統計調查，內地為最多中六生到本地以外升學的目的地，可見內地升學已成中六學生

的重要升學途徑 (見表 4)。 

調查亦發現表示「較高意願」(6-10 分)、「稍有意願」(1-5 分) 及「沒有意願」

(0 分) 的學生，他們重視的考慮因素有明顯不同，三組學生幾乎在所有比較項目的 T

檢定都呈統計學上顯著差異，當中發現「個人學業成績」、「學科選擇」及「師長 / 

朋友鼓勵」等因素的差異最大 (見表 10)。 

 

4.2 學生對內地升學資訊了解普遍不足 

數據反映，整體學生對內地升學資訊及發展政策了解普遍不足，對於各項內地升

學及發展資訊，逾半學生表示不了解。七成受訪學生傾向不同意「我了解內地升學的

選科策略」 (71%) 及「我了解政府提供不同類型的內地升學資助計劃詳情」 (70%)。

而逾四成學生表示了解內地大學的質素 (42%) 及三成半學生了解內地大學的收生要求 

(37%)。從數據上看，同學對內地高校的整體認知及基本收生要求有一定的認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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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具體的報名策略、政府資助計劃詳情，缺乏全面的認識，認知表面化，欠深入及

全面。若將不同意願的學生分組研究，「沒有意願」的學生的了解程度明顯低於「較

高意願」的學生，造成拉低整體平均分的現象，本調查下文會加以詳述。(見表 11) 

此外，調查亦發現只有一成六的整體受訪學生表示學校曾舉辦內地升學活動，而

「較高意願」學生有近三成 (28%) 及「沒有意願」學生只有約一成 (11%)。學校向來

是學生了解各種升學資訊的重要途徑，而學校有否內地升學活動，亦可能與學生的內

地升學意願有一定關係。(見表 8) 

 

4.3 內地升學首選大灣區 

在內地各地區中，近七成學生首選考慮到大灣區升學 (69%)，其次為京津 (16%) 

及長江三角洲 (10%) 地區。調查結果與過往內地高校文憑試收生報名分布吻合，學友

社認為可能香港學生希望選擇到在地域、文化及生活習慣上較接近香港的地方升學，

亦可能與大灣區發展機遇及政府近年的積極推廣有關。(見表 12) 

 

5 按內地升學意願分組作比較 

本調查試以學生的內地升學意願分組研究，6-10 分為「較高意願」(下稱 C 組)、1-5 分為

「稍有意願」(下稱 B 組) 及 0 分為「沒有意願」(下稱 A 組)，冀能分析各組學生的不同特質及

影響考慮的因素，從而找出升學意願與各因素之間的關係，並讓當局及學界為不同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切的配套及介入。 

 

5.1 與內地的聯繫及往來 

「較高意願」的 C 組學生在各項與內地聯繫項目的緊密度，明顯高於 B 組「稍有

意願」及 A 組「沒有意願」的學生。C 組學生，在「父或母來自內地」(60%) 及「在

內地出生」(43%) 的比例，高於 B 組的 47%及 23%，以及 A 組的 26%及 7%。A 組

學生中，逾半與內地沒有問卷提及的聯繫 (53.6%)，及疫情前三年間未曾前往內地 

(47%)。(見表 7 及 8) 

綜上所見，學生內地升學意願的高低與其「與內地的聯繫及往來」的緊密度有顯

著的關係。結合表 10a 的影響因素作分析，A 組學生較重視社會、政治、文化及學習

環境的差異，或與他們較少與內地聯繫有關，因而對內地升學卻步。(見表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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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庭經濟環境 

調查所見，「較高意願」的 C 組學生家庭經濟環境較其他意願分組低。他們居住

於「租住部分私人單位」(一般為分租屋、劏房、板間房及床位等) 的比例達 11%，遠

高於 B組的 4.5%及 A組的 1.4%；相反只有一成半 (14%) 的 C組學生居於「自置私人

單位」，A 組學生則兩成 (22%)。此外，近三成的 C 組學生 (29%) 正領取「全額書簿

津貼」，高於 A 組的 16%。(見表 5 及表 6) 

從上述分析可見，內地升學意願與家庭經濟環境有一定關係，原因可能是因家庭

經濟所限，讓較低收入家庭難以負擔海外升學及本地自資課程學費，而多轉移考慮費

用較平的內地升學。 

 

5.3 考慮內地升學的影響因素 

在各項考慮內地升學的影響因素中，除「使用簡體字」外，全部項目於三個意願

分組都有顯著分別，表示這些項目對考慮與不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的影響程度有顯

著差異。當中，C 組較看重個人成績 (6.96 分)、將來發展機會 (6.79 分) 及學科選擇 

(6.72 分)，可見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看重內地的發展機遇及升學選擇機會。A 組較

看重社會及政治環境差異 (4.52 分)、文化差異 (3.85 分) 及學習環境 (3.42 分)，可見他

們較顧慮內地與香港的環境差異與適應問題。 (表 10a) 

 

5.4 對內地升學資訊的了解程度 

在整體分析部分提及，C 組學生對內地升學資訊的了解程度明顯高於 A 組學生。

本調查以 0 分代表「十分不同意」，3 分為「十分同意」作換算，並界定 1.5 分以上

為傾向了解及同意描述。C 組學生的各項平均分均達 1.5 分以上，而 A 組各項不足 1

分。(見表 11b) 

C 組學生在各項均傾向了解及同意，該組學生最了解內地大學的收生要求 (1.90

分)，而對政府提供不同類型的內地升學資助計劃詳情的了解則最低 (1.57 分)。B 組及

A 組的學生，各項均低於 1.5 分，即傾向不了解及不同意。而 A 組最傾向不認為「政

府提供的內地升學資助計劃增加我考慮是否到內地升學的意欲」(0.58 分)。(表 11b) 

數據可見「沒有意願」學生的評分明顯拉低整體平均分，究其原因可能是該組學

生認為自己沒有意願，故此未有深入了解；或是學生不了解內地升學的資訊，故此減

低了他們到內地升學的考慮。而對於內地升學資助計劃是否增加內地升學意欲上，C

組及 A 組的學生傾向差異較大，C 組傾向同意 (1.8 分)，A 組傾向非常不同意 (0.58

分)，或與兩組的家庭經濟背景及升學選擇有關。(表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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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總結 

6.1 內地升學現為香港學生的重要升學選擇之一，尤其對於家庭經濟水平較低的學生來說，

可能被視為性價比高、有發展機會及具認受性的其他升學出路。 

6.2 「較高意願」的 C 組與「沒有意願」的 A 組學生，在家庭經濟、內地關係，以至考慮

因素上，都有明顯的差異。綜合言之，C 組學生在考慮內地升學時更看重內地的發展

機遇及升學選擇機會。A 組學生的家庭經濟水平較高、與內地關係及往來較少，而在

考慮內地升學時更顧慮內地與香港的環境差異與適應問題。 

6.3 學生的內地升學意願，與對內地相關資訊理解及學校曾否舉辦內地升學活動有明顯關

係，可能是影響內地升學意願的因素之一。 

6.4 A 組的學生中，較少與內地接觸，不少更於近年未曾前往內地，但因認為兩地存有社

會、政治、文化及學習環境等差異而卻步。不排除不少學生因為社會氛圍、資訊局限、

認知不足而缺乏了解，亦降低他們的內地升學意願。 

 

7 建議 

就調查所得及分析，學友社對學生作出建議，以讓他們掌握發展機遇。在兩地教育部門及

學界協調及推動下，內地升學人數按年上升，學生對基本概念已有一定掌握，本社在此基礎上，

向相關部門及學界提出建議，以因應學生需要而提供適切配套，幫助學生規劃未來。 

 

對學生的建議 

7.1 保持開放，認清未來發展角色及定位 

因應學生普遍對內地升學資訊了解偏低，而「沒有意願」學生尤甚。本社建議學

生不宜過早界定自己的視角，應以開放態度去接觸了解各項升學資訊，再因應不同情

況而作多手準備與適切抉擇，拓闊自己的選擇空間。 

 

7.2 掌握資訊，了解各種升學選擇 

調查所見，學生對內地升學的意願有多元的落差。同學普遍因接觸內地的機會較

少，而未能掌握全面及深入的資訊。本社建議學生在考慮內地升學時，要結合自己的

興趣與特質、自己畢業後的發展定位及角色，以及內地的優勢學科與本港及大灣區的

產業發展等。此外，相對其他地方升學而言，香港與內地已有各項學術及專業資格互

認安排，有一定認受性，但仍要關注不同專業的認可資格及入職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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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局及學界的建議 

7.3 以興趣及體驗入手 

調查所見，現時學生普遍對內地大學質素及入學流程等資訊已有基本掌握，實是

兩地教育部門及學界努力推動與協調下的成果。本社建議未來的宣傳重點應以興趣入

手，增加對多元行業及不同學科互動體驗的機會。學校是學生接觸各種升學機會的重

要入口，建議學校可多舉辦內地升學相關活動，讓學生有機會作初步接觸，亦可讓學

生多深入了解實際學習及行業環境、發展情況及文化氛圍，引起他們規劃未來的動機。

此外，香港中學可與內地中學及院校合作，舉辦較長時間的交流計劃，既讓兩地學生

互相學習，亦能讓香港學生體驗內地環境。 

大灣區為學生首選的內地升學地區，表示學生對大灣區發展較有興趣，但因應政

策及措施不時出台及更新，文件較複雜及零散，建議當局可簡單及以學生易懂的方式

整合大灣區全貌、政策及發展方向，幫助學生掌握。 

 

7.4 拓展線上交流及實地考察 

雖然現時各界已提供不少實體內地交流機會，然而因應疫情的持續影響，受課時、

地域及通關等限制，學校實難以安排。本社建議可舉辦各種線上交流及考察活動，以

科技應用讓學生可安坐家中或課室，也能初步體驗與了解。 

 

7.5 發掘更多特色院校及學科 

不少學生重視內地升學的學科選擇，本社認為內地院校資源及產業較香港多元，

各種如中醫、創新科技及工程等優勢學科外，亦有不少在香港難有的農業、考古及小

語種等特色學科，建議現時的「文憑試收生計劃」日後可加入更多特色院校及學科，

既讓學生有更多發展空間，亦加強內地升學的吸引力。 

 

8 結語 

本調查從取樣、收集問卷，到整理數據及分析總結的過程中，均力求客觀科學，務求讓報

告能呈現現時中六學生的狀況。結合多年學生輔導及內地升學工作的經驗及觀察，本社提出若

干建議供各界參考。冀本調查對各界開展內地升學及交流事務，能有一點貢獻及幫助。 

 

本調查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一眾中學及老師的鼎力相助，以及學生的積極回應，本社致

以衷心感謝。本社亦感謝在調查過程中無私協助的顧問、義工及職員，讓我們一起「與學生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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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調查有進一步查詢，請與本社聯絡。 

調查機構：學友社 

發布日期：2022 年 3 月 

聯絡電話：23976116 

聯絡電郵：info@hy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