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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中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加強計劃」評估研究報告摘要1 

 

評估研究概覽及報告大綱  

 

教育局委託了由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黃美音博士 (Dr Mary Shepard WONG)和余創

豪博士(Dr Chong Ho YU)率領的研究小組，聯同香港公開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澳

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學者，就本港「中學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加強計劃」 (以下

簡稱「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 )進行評估研究。研究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展

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評估研究採用了順序混合法，先邀請主要持份者參與網上問卷調查，繼而進行學校

個案研究。有 69 所學校完成了問卷調查，佔二零一五/一六學年參加「中學外籍教

師加強計劃」中學總數約 17% 。另有八所學校參與個案研究。而在問卷調查展開

之前、進行期間和完結之後，亦安排不同持份者進行訪談和聚焦小組訪談。評估研

究就學校的英語學習環境、本地教師與「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外籍英語

教師」）的教學方法，以及英語在校內的應用情況，探討「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

劃」對學生學習英語的影響。是項研究除收集有關持份者背景和活動的資料外，還

收集持份者對「外籍英語教師」的工作調配、聘用、融合和支援，以至「外籍英語

教師」與本地教師的協作的意見。此外，對於外籍英語教師區域統籌小組和外籍英

語教師組的支援、二零零九年評估研究主要建議的實施進度，以及如何優化「中學

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等問題，持份者亦應邀提出意見。  

 

本報告涵蓋六個部分：(1)目的和依據；(2)相類計劃的文獻研究；(3)量化與質化數

據分析的結果和主要觀察所得；(4)量化與質化數據綜合分析；(5)建議；以及(6)附

錄。  

 

研究小組透過文獻研究，比較香港「外籍教師計劃」與區內〔包括日本、南韓及台

灣〕幾個類似計劃的實施情況，指出只有香港進行外部評估並發表相關報告，而香

港「外籍教師計劃」在專業發展和課程發展方面亦有較完善的支援制度。  

 

收集量化數據  

 

四款問卷經設計後，先進行試答並作改良，才上載供參與學校和持份者填寫。獲邀

參與調查的各組持份者所填妥並用作數據分析的網上問卷份數，載於表 1。這些持

份者當中，有 66 名校長、65 名「外籍英語教師」、456 名本地教師及 6 523 名學

生。  

  

                                                        
1
 此摘要亦提供英文版本，如中、英文版本有歧異，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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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填妥並用作數據分析的問卷份數  

 估計  

回應  

人數  

所涉

學校

數目  

交回  

問卷  

份數  

填妥  

問卷  

份數  

未填妥  

問卷  

份數  

資料無效

而被剔除

的問卷  

份數  

編碼錯誤

但未被剔

除的問卷

份數  

總數  

校長問卷  69 66 82 72 10 6  4  66  

外籍英語

教師問卷  

69 65 76 68 8  3  2  65  

本地英語

教師問卷  

468 69 483 459 24 3  12 456  

學生問卷  9  960 

(估計 )  

67 7  818 7  259 559 736 不適用  6 523  

 10 566       7 110 

 

收集質化數據  

 

為加深了解「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的運作情況，研究小組除整理逾 7 000 份網

上問卷外，還與八所個案研究學校的本地教師、「外籍英語教師」、英文科科主

任，以及校長，進行了 32 次訪談和聚焦小組訪談。個案研究亦包括  26 次考察活

動，範圍包括學校的英語環境，共同備課會議和「外籍英語教師」課堂的教學。考察活

動亦包括一次校本工作坊及一次由教育局舉辦的工作坊。研究小組在進行個案研究期間，

亦以影子身份觀察「外籍英語教師」的工作情況。此外，研究小組與不同持份者，包

括教育局人員、教師、家長、學生和校長，共進行了九次非校本形式的訪談和聚焦

小組訪談。  

 

57 項研究結果和六道研究課題  

 

評估研究共得出 57 項結果，並提出了八項建議。就網上問卷回應進行的統計分析

得出 28 項結果，顯示對於「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如何影響學生學習英語、校

內英語環境，以至英語教師採用的教學方法，持份者普遍看法正面。至於個案研究

和非校本數據分析得出的 29 項結果，則顯示持份者大多支持該項計劃，惟若干範

疇尚可改進。  

 

評估研究以六道課題為基礎。研究小組通盤審視兩組結果後，認為「中學外籍教師

加強計劃」整體上對英語教師的教學方法影響正面(研究課題 1)，並有助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成效(研究課題 2)、強化校內英語環境(研究課題 3)、支援課程發展(研

究課題 4)，以及促進「外籍英語教師」與本地英語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協作(研究課

題 5)。此外，自二零零九年起，在落實澳洲墨爾本大學評估研究報告的建議、回

應課程措施，以及為「外籍英語教師」提供額外支援方面，已有一定進展 (研究課

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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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的整體成效而言，此等結論說明計劃現正取得成果，

大體成功。同時，評估研究重點提出多項影響成功的因素，並指出如何作出改進，

使計劃精益求精。按研究課題詮釋結果，有助找出影響計劃整體成效的因素。 

 

研究課題 1 探討「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地教師的英

語教學。研究結果顯示，相對於本地教師，「外籍英語教師」採用較多以文化和語

言藝術為本的教學活動，這亦影響了本地教師的教學方式。就此而言，質化數據分

析結果有助進一步了解情況。雖然持份者認同「外籍英語教師」對本地英語教師的

教學方式有特定影響，而本地英語教師亦對「外籍英語教師」為英語教學帶來不同

視野表示欣賞，但本地英語教師在採用相近教學方式方面自覺受到制肘  (個案研究

結果 2)。  

 

研究課題 2 聚焦於「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對學生學習英語有何影響。從網上問

卷調查和個案研究結果可見，儘管不是每位學生都能從「外籍英語教師」的教學或

外籍英語教師組舉辦的比賽大獲裨益，但學生學習英語的態度和動力均見改善，而

使用英語的機會也有增加。  

 

研究課題 3 聚焦於「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強化校內英

語環境。根據網上問卷調查、個案研究訪談和考察活動所得的多項結果，該項計劃

在此範疇相當成功。從問卷調查結果 6 可見，本地英語教師和校長均認同，「外籍

英語教師」在籌辦聯課活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有助強化英語學習環境。此外，在

個案研究訪談中，持份者表示「外籍英語教師」參與籌劃課餘活動作用重大，能協

助學校締造更理想的英語學習環境(個案研究結果 11)。  

 

研究課題 4 探討「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援中學的課程發

展和推行工作。在個案研究中，一所學校曾向外籍英語教師組申請校本支援服務，

並認為支援服務具啓發作用，值得推展(個案研究結果 16)。此外，網上問卷調查發

現，「外籍英語教師」  雖經常製作教學資源並與教授同一級別的科組教師分享，

但他們無意參與持份者所謂的「課程發展」活動(問卷調查結果 14)，而個案研究訪

談的結果亦印證了這點。  

 

研究課題 5 探討「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促進教師的專

業發展及協作。由於專業發展未必與協作有關，因此這個課題涉及兩個層面。網上

問卷調查和個案研究結果顯示，中央工作坊和羣組會議形式的專業發展卓有成效

(個案研究結果 20)，而當中觸及的概念和材料對學校而言亦適切實用(問卷調查結

果 18)。  

 

研究課題 6 涉及三個層面，分別為二零零九年評估研究報告主要建議的實施進度、

二零零九年以來各項課程措施對「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的影響，以及支援「外

籍英語教師」上所作改變的影響。二零零九年的評估研究報告提出了多項建議，當

中部分建議涉及學校在英語教學架構上的重大變動。是次評估研究發現，該些建議

中較為可行者已得到落實。至於二零零九年以來在支援「外籍英語教師」方面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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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期三天的入職課程及外籍英語教師區域統籌小組專為新聘外籍英語教師提供

的支援深得好評，而校本支援服務的價值亦得到認同(問卷調查結果 27)。  

 

研究小組亦得出其他結果，這些結果與研究課題雖非直接相關，但仍可證明「中

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饒具成效。有一些人認為合適的外籍英語教師愈來愈少 (個

案研究結果 25)，有此想法是由於人們對「優秀」「外籍英語教師」應具備的條件

大有期望(這些見解具揭示作用 )，而且對於外籍英語教師組的職能和責任存有若干

誤解(個案研究結果 27)。  

 

建議摘要  

 

研究小組進行數據分析後，提出以下建議。這些建議按所屬範疇分類，其先後與重

要性無關。此外，在每項建議後面，列出了所依據的問卷調查或個案研究結果。  

 

外籍英語教師調配  

 

1. 繼續鼓勵學校在人際和專業層面推動「外籍英語教師」融入英文科組 (問卷調

查結果 1、2、3、7、9、14、15、17、26、28 及個案研究結果 3、4、5、10、

14、17、18、19、23、24)。  

 

2.  繼續鼓勵學校因應「外籍英語教師」的個人經驗、資歷及興趣調配工作 (問卷

調查結果 1、2、3、6、7、10、11 及個案研究結果 1、3、5、9、11、13)。  

 

「在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下為學校提供支援  

 

3. 繼續通過外籍英語教師區域統籌小組為學校提供支援，包括開辦和評鑑「外籍

英語教師」入職課程、因應英語教師的興趣舉辦專業發展工作坊，以及在需要時就

課程發展及改善教學方法提供協助 (問卷調查結果 8、13、18、27 及個案研究結果

2、  6、7、13、15、16、20、21)。  

 

4.  繼續鼓勵和協助學校推動同儕互助文化及協作專業發展(問卷調查結果 4、5、

12 及個案研究結果 2、4、8、12、13、17、18、19、22、23)。  

 

推廣宣傳  

 

5.  繼續向持份者闡明「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的目標，並設法消弭他們對計劃

的誤解(問卷調查結果 16、17、23、24、25、26 及個案研究結果 26、27、28)。  

 

6.  繼續與「外籍英語教師」羣體保持溝通，鼓勵他們就「外籍英語教師」事宜及

可行解決方案提出意見(問卷調查結果 23、24、25 及個案研究結果 26、27、28)。  

 

7. 繼續就教育局如何回應本報告所載的建議，以及「中學外籍教師加強計劃」的

成效，進行監察和評估(問卷調查結果 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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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外籍英語教師  

 

8.  研究如何支援「外籍英語教師」及學校，令遴選和挽留教師的程序透明靈活

(個案研究結果 25、26、27、28)。  

 

有關各項建議的詳情，可參閱報告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