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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的求學生涯中有許多的轉折過渡時期。從小學進入中學恐怕是最大的轉折之一。
相關的 文獻顯示，面對即將到來的這個新階段，除了期待和興奮外， 小學生們更 普遍
地感到憂慮和害怕；父母親們也覺得緊張和擔心。學校心理師不乏見到有 適應困難的學
生 (Chung，Elias，& Schneider, 1998)。 研究文獻中也存 在對這一 問題的普遍關注
(Odegaard & Heath ， 1992) 。 困 難 主 要 表 現 在 學 業 ， 情 緒 ， 社 會 ， 行 為 諸 方 面
(Leland-Jones， 1998)。 進入任何一所新學校都有適應問題， 但這一問題在升入中學時
更顯突出(Leland-Jones)。 在美國，88%以上公立學校的學生升入中等年級(middle grades)
就意味著進入新的學校就讀 (Arowosafe & Irvin，1992)。這一階段的特殊性並非僅限於
環境的變化及其所牽動的比如社會人際及學業課程的變動， 而是諸多變化併發在一個非
常特別的時期—青春期。這一階段的適應困難可能對學生今後的長遠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Seidman，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怎樣幫助學生順利渡過這一階段，
適應中學的環境，並在中學取得良好發展是教育工作者的重大職責之一。過往的追蹤調查
對 學 校 轉 換 的 本 質 及 其 對 學 生 青 春 初 期 發 展 的 影 響 進 行 了 研 究 (Chung, Elias, &
Schneider)。學校轉換對青少年自我體系 (self-system) 的衝擊在二十世紀 80 和 90 年代曾
是中等教育學術研究的中心議題( 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根據
已有研究，以下我們將深入探討這一轉折對學生產生的多方面的衝擊，探求衝擊的來源，
並提供應對策略以作參考之用。
本篇文章探討的是美國小學生升入中學後的適應與發展問題。美國中小學按年級結
構(grade configuration)可劃分為至少四類系統的學校：小學 K(kindergarten)—8 (年級)，
高中 9—12；小學 K—6， 初中 7—9，高中 10—12；小學 K—5 ， 初中 6—8，高中 9—
12；小學 K-6， 初中 7—8，高中 9—12。中等年級（middle grades） 指的是 6，7 到
8， 9 年級不等。這個階段的教育就是通常所說的初中教育。K—8 學校的學生在本校
（即小學）接受這一階段的教育。其他類結構學校的學生則在 5 或 6 年級結束時離開本校
進入初級中學（新學校）就讀。本文中用小學指 K—8, K—5, K—6 學校, 中學指初中和
高中，初級中學指初中， 中等教育與初中教育互用都指中等年級的教育。升入中學的定
義是轉入新學校而非留在 K—8 就讀中等年級。
升學帶來的衝擊與困擾

相關文獻顯示，升入中學後，學生在心理狀態，學業表現，課外活動的參與及行為
的其他方面出現問題。這幾方面相互關聯牽扯而非比彼此孤立。例如：心理調整不適影響
學習效果， 考試成績下滑則可能削弱自信心。
學業表現
在行為方面，學業表現受到最大關注 (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 現有研究普遍指出升學後學業表現變差的現象 (Blyth, Simmons, & Carlton-Ford,
1983; Finger & Silverman, 1966; Petersen & Crochett, 1985; Simmons & Blyth, 1987; Wampler,
Munsch, & Adams, 2002)。Simmons, Blyth 及 Peterson, Crochett 的研究資料顯示， 升入初
中後學生的學年考試平均成績(GPA)大幅下降。Blyth, Simmons 和 Carlton-Ford 發現 6 到
10 年級的學生考試成績普遍下降， 但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剛進入中學的學生中 (Mullins
& Irvin, 2000)。據此項研究，一部分學生在 K—8 學校就讀 7 年級， 其他學生在 6 年級結
束後進入中學。這些學生的成績遠遠低於留在 K—8 的同級學生。Eccles, Lord, 和 Midgley
(1991) 的報告也指出就讀於 K—8 學校的學生相對于 6—8， 7—8， 或 7—9 學校的同輩
成績較好， 在標準化成就測試中獲得的分數更高。
進入中學後學業成就的滑坡是否有性別查異還不清楚。Harter, Whitesell, Kowalshi
(1992) 認為沒有差異。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也沒發現這一轉
折帶給學生的影響因性別而不同；男女生在自信， 對課業的準備及學年考試平均成績
(GPA)上的下降程度相似。而 Chung, Elias, Schneider (1998) 比較了學生小學結束時和升
入初中後第一學年的成績報告後指出男生在這一階段學業成績大副下降而女生則沒有。
Anderman 和 Midgley (1996)有類似的發現，女生在剛進入中學後成績上升，第二年則有
下降；男生的平均成績在中學三年全部呈下降趨勢。
心理狀況
學業成就的下降與學習動力(motivation) 減弱有關 (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
Finger & Silverman, 1966). 人 的 自 我 系 統 中 (self-system) 的 動 機 體 系 (motivational
domain)在升學轉折的研究中受到注意(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
Eccles 和 Midgley 指出“學生對學校的態度， 成就動力，內在及外在動機”都在這一階
段向負面轉變(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p. 508)。Anderman 以及 Midgley
(1996)發現進入中學後學生的學習功效感(self-efficacy)急劇下降。功效感的高低是與學業
成就的好壞相關的因素之一。
升入中學對學生自信心(self-esteem)的衝擊是升學轉折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多數
此類研究都認為這一轉折對學生的自信心有負面影響。Simmons, Rosenberg 和 Rosenberg
對 3 到 12 年級的 2000 名學生調查後發現， 12 到 14 歲間的學生表現出最低的自信心；
很多 7 年級的學生認為他人 (老師，父母，同輩)對其印象不如過去 (Mullins & Irvin,
2000)。

不同年級結構的學校似乎是相關的因素之一。Blyth, Simmons, Bush (1978) 對八所
K—6 和六所 K—8 學校做了比較，其結果顯示 K—8 學校的 7 年級學生比前一年更為自
信； 相反在中學就讀的同年級學生則自我感覺變差。
性別差異可能是另一因素。現有文獻對這一階段不同性別在自信心的走向上沒有共
識性結論。Simmons, Blyth, Van Cleave, 以及 Bush (1979) 於 1974 到 79 年間對 Milwalkee
公立學校中 798 名學生在 6 和 7 年級時進行了調查。 這些學校包括六所 K—8 和 十二所
K—6 學校。 其結果顯示，大約一半進入初中就讀的 7 年級女生自我評價極低， 比初中
同年級男生低 2 倍， 同時也低於留在 K—8 學校就讀的女生。
另有研究者提出男性的自信心受的衝擊比女性的大。Anerman, Hicks 和 Machr
(1994)調查了六所小學和兩所中學的 313 名學生後指出， 男女生在進入中學後自信心都
有降低， 但男生降低的較多。
缺乏共識性結論還表現在有的研究反應自信心沒下降或沒有明顯下降 (Chung, Elias,
Schneider, 1998; Fenzel & Blyth, 1986; Nottlemann, 1987)。Chung 及同事對 63 名男生和 57
名女生在小學 5 年級末做了測試， 然後在中學 6 年級末對他們做了第二次測試。據其結
果， 學生的自我評價在升入中學前後沒有變化。導致矛盾結論的原因可能是測試工具的
不同或測試時間上的查異（在中學第一年初還是第一年末做的）。 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所
升入的中學的大小，所在地點是城市還是郊區，以及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Simmons &
Blyth, 1987)。
在 Chung 及同事們(1998)的調查中，學生的自信心在升入中學後雖未下降， 但心
理不適(psychological distress) 有明顯增長。這裏心理不適指的是壓力感及情緒變化比如
高興， 悲傷，憂慮。 Eccles, Midgley, Wigfield, Buchanan, Reuman, Flanagan 和 Maclver
(1993)也指出升入中學帶給學生心裏調適的困難主要表現在降低的自我評價， 情緒低落
感， 和學習動力的下降。
對學校及學業的看法
學生對學校及學業的看法(perceptions) 隨著升入中學而有所改變。 他們對中學的
功課及新環境表示擔心 (Mekos, 1989; Schulenberg, Asp, & Peterson, 1984)。 還有研究表示
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 對所學科目的態度， 及對老師的看法都走下坡路 (Haladyna &
Thomas, 1979; Hirsch & Rapkin, 1987)。 中學生對學校生活質量的評價普遍低於小學生，
但最大的差別發生在這些學生剛升入初中的階段 (Diemert, 1992; Hirsch & Rapkin)。
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和 Feinman (1994) 指出，隨著升入中學， 學生課外活動的
參與減少， 對學校的興趣降低，對學校員工的看法變差。
中小學環境之差異
儘管在某些問題上存有爭議， 現有文獻一致認為升入中學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轉
折。 它帶給學生多方面的衝擊甚至困擾。從小學進入中學， 學生置身于一個陌生的環

境， 而且面臨著新的角色期待， 人際關係，和新的學習任務。 這期間的差異體現在學
校和教室環境及物質與社會人際環境上。
物質環境之差異
中學通常在面積和學生數量上比小學大很多。一所中學的生源來自幾所小學。學生
的社經及種族背景更多樣化 (Wampler, Munsch, Adams, 2002)。中學的教室也比小學的
大， 一個班級內的學生更多。中學的科系之間更獨立(departmentalization)。 根據科目的
不同，上課的教室也不一樣。 一天內每隔 45 分鐘學生要換一次教室。剛入學的新生會擔
心在“迷宮般的走廊裏走失， 找不到上課的教室和存放個人物品的櫃子” (Odagaard &
Heath, 1992, p. 24) 。 學 校 建 築 結 構 的 本 身 就 讓 新 生 感 到 不 安 全 和 憂 慮 (Odagaard &
Heath)。由於面積大加上人數多， 初級中學的多數學生覺得老師和其他學生都不認識他
們 (Blyth, Simmons, & Bush, 1978)。 而這些學生剛剛告別的小學是一個面積較小， 更個
人化的環境 (Chung, Elias, Schneider, 1998)。 與中學相比， 小學更有人情味和家庭氣
氛。小學生通常在同一間教室由同一位老師教授不同科目； 而中學生則一天內多次更換
教室， 一周內由 8 到 10 位不同的老師授課 (Wampler, Munsch, Adams)。
社會人際環境之差異
人際關係。社會人際環境的差異首先表現在師生及同輩的關係上。小學階段的結
束 ， 中 學 階 段 的 開 始 ， 打 破 了 之 前 建 立 的 社 會 關 係 特 別 是 同 輩 關 係 (Chung, Elias,
Schneider, 1998)。 這一過渡期的學生 需要建立新的 社會人際網路並重新定位自我角
色。“對學校結構 和社會角色連續性上的破壞需要青春初期的學生用極大的努力來做調
整； 這些變化對有些學生是富具壓力和挑戰性的” (Chung, Elias, & Schneider, p. 84)。
中學老師所教的學生在數量上是小學老師的 5 到 6 倍(Wampler, Munsch, Adams,
2002)； 加上學科間的獨立， 不同科目分別由不同的老師教授，學生與老師的個人接觸
減少(Diemert, 1992)。 中學生覺得老師更有距離感，給他們的支持較少；因為與老師不
熟悉，也較少主動向他們求助(Wampler, Munsch, Adams)。 學生與老師和學校其他員工
的往來很有限(Seidman, Allen, Ab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Feldlaufer 及其同事 比
較了升學前後學生對師生關係品質的看法後指出，7 年級的老師比 6 年級的缺乏支持，
友愛和公正(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Midgley 和同事們 的研究發現，學生認為來
自老師的支持越大，就會覺得其所授科目越有價值，相反情形下則會覺得其所授科目越沒
價值 (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
中 學 老 師 對 學 生 在 學 業 上 有 更 高 期 望 並 更 注 重 學 生 的 個 人 責 任 感 ( Wampler,
Munsch, & Adams, 2002)。但同時師生關係中較缺發信任，老師更注重紀律和操控(Eccles
et al., 1993)。
從發展的角度看，與同伴的關係在這個階段顯得極為重要，但這類關係卻廣泛而缺
乏穩定性(Elias, Gara, & Ubriaco, 1985) 。與同伴關係的變化還體現在同校生的年齡段上。
在小學曾是年齡和個頭都最大的學生進入中學後成了最小的。Blyth, Simmons 和 Bush
(1978)指出，在初中念 7 年級的學生被欺負的現象急劇增加，而這一現象在 K—8 學校同

年級的學生中明顯減少。 其部分原因是 7 年級在中學是最低年級而在 K—8 則是最高年級
之一。在 Odegaard 和 Heath (1992)對五所小學 225 名 5， 6 年級學生的調查中， 接近半
數的學生對於將要與大年齡的學生同校表示擔心。

與教學相關的差異。中學所開的科目多，功課比小學繁重。對學生上課記筆記，回
家做功課，按時交作業有更高要求 (Chung, Elias, & Schneider, 1996)。在 Odegaard 和
Heath (1992)對 200 多位學生的調查中，半數學生對中學的家庭作業表示擔心。 這兩位研
究者指出，怎樣有效完成家庭作業是一個要交給學生的技巧。其他有效的學習技巧還包括
“怎樣有效地使用課本，並通過筆記，圖畫，提綱來獲取最多資訊”(p.25)。怎樣設立實
際目標，記錄並追蹤繳作業和考試的時間，以及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也需要教給學生
(Odegaard & Heath)。
中學教學的另一特點是重視相對能力和互比而忽視努力的因素和成績的提高
(Schumacher, 1998)。大班授課，按能力分班和學生之間的互比分數造成學習不以掌握內
容為重而是強調自我能力的評價 (Feldlaufer, Midgley, & Eccles, 1988)。
課堂教學的目標取向(goal structure)影響學生的學習動力和效果。能力目標取向
(ability goal structure) 的課堂強調學生間的競爭和能力較量；任務目標取向(task goal
structure) 的課堂則重視掌握學習內容和學生個人的發展與提高 (Anderman & Midgley,
1996)。將這兩類課堂進行比較，後類課堂的學生對學習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而且所採用
的方法也更有效(Anderman & Midgley)。參加 Anderman 和 Midgley 調查的學生認為中學
課堂與小學的比任務目標取向下降而能力目標取向增加。
中小學對學生成績的評量方法也不近相同。 Eccles 和 Midgley 指出中學老師在評
量學生的能力和表現上用的標準更高(Eccles，Lord，& Midgley， 1991)。而且小學老師
在 衡 量 分 數 時會以學生所付出的 努力和取得的進步為考慮的因素之一(Anderman &
Midgley, 1996)。

組織，結構，程式，及運做上的差異。中小學結構上的差異之一體現在科目的組織
結構上， 這一點在前面有提及。在中學，不同學科之間更獨立， 而且由不同專業的老師
教授。習慣於一間教室，一位老師的小學生在進入中學後對於每天換幾次教室和老師的方
式可能有適應的困難 (Midgley & Feldhaufer, 1987)。
此外，學生還要學習中學一整套新的規定，規則, 比如說對遲到缺席和紀律方面的
規定 (Odegaard & Heath, 1992)。 中學對學生的行為制定有明確的準則 (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 而且在執行上更嚴格。相應地，在中學的課堂裏老師的操控和紀律管制更
強，學生有較少的機會做選擇，決定，和自我管理 (Eccles & Midgley, 1989)。
升入中學後產生適應困難的原因
為什麼進入中學後學生會出現心理及行為問題呢？有關文獻中對此現象有兩種主要
的解釋。其一，根據多重壓力理論(cumulative stress theory)， 有學者提出生活中多種變

化的同時發生，即升入中學的轉變剛好與青春期發育的開始同步，造成學生在適應上的困
難(Simmons & Blyth， 1987)。換學校加上青春期的生心理變化使青少年無所適從(Mullins
& Irvin, 2000)，其原因是同時應付多種變化比一種更為困難(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 Simmons, Blyth, Cleave, 以及 Bush (1979)比較了 K—8 和 K—6 學校的學生後指出
自信心最低的是同時經歷多種變化—青春期發育開始，有約會行為， 並升入中學就讀—
的女生。至於為什麼是女生，他們猜測是男女價值體系及來自性夥伴的壓力的不同。
另一類解釋是以 Eccles 和 Midgley 為首的研究者依據人與環境相適應理論(PersonEnvironment Fit Theory)提出的。這一理論指出人的心理需要與社會環境特徵是否吻合影
響人的動力和心理健康 (Eccles, Lord, & Midgley, 1991)。 Eccles 和 Midgley 認為升入中
學的青少年的身心需要與中學環境的結構不相吻合(Seidman, Allen, Ak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青春初期的少年人自我意識強(self-focus)，敏感(self-conscious)，而中學
的環境重視競爭和能力的自我評價(Eccles, Lord, & Midgley); 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想要
更多的自主權，自我管理和作決定的機會，而中學老師的看法則與學生的相反(Midgley &
Feldlaufer, 1987)； 就在青少年們最注重同伴關係的時候，升入中學破壞了他們熟悉的社
會網路 (Eccles, Lord, & Midgley); 就在他們發展自我而需要家庭以外的成年人的聆聽和支
持時，中學大而官僚式的組織結構卻不能提供這種自持性的關係(Seidman, Allen, Aker,
Mitchell, & Feinman, 1994)。 Eccles, Lord 和 Midgley (1999)分析了國家教育追蹤調查
(NELS)的資料中不同年級結構的學校學生的成就後發現，在 K—8 念中等年級的學生比其
他類學校同級的學生成就高。蹺課，使用暴力，濫用藥物的情形較少，學生也對功課更有
準備和興趣。自信和自控力更強，考試成績更好。研究者們認為構成 K—8 和其他類學校
的環境差異在於學校的大小，公立還是私立，是否有宗教牽連。分析結果顯示學校越大，
老師的功效感 (efficacy) 越低，缺席，暴力，和藥物濫用的現象越多。私立學校學生的成
就比公立的高。K—8 學校一般比較小而且普遍是私立或宗教學校。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
青春期這一階段升學轉校並不是青少年行為和動力出問題的原因所在。中學環境的結構特
點才是造成問題的關鍵。
怎樣幫助學生儘快適應中學並取得良好的發展
就小學生升入中學後的適應困難，在瞭解了問題本身及其可能的原因後，重要的是
如何在實際的工作中—在教育政策，學校管理， 教學活動及其他實踐中—提出應對策略
及方法以解決或減少問題。
雖然對問題的產生在理論上有不同的解釋。從對現有文獻的探討中不難看出中學環
境的結構特徵應負至少一定的責任。從長遠角度看，怎樣對中學環境—物質及人文社會—
進行調整和改造使其更符合青少年發展需要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工作方向。不僅是剛入學的
新生，其他學生也將會因此受益。討論這一改革的規劃是一個龐大的工程，超出了本文篇
幅的範圍。而現有文獻對此的探討到目前為止還很有限。在此， 我僅將這些探討做一個
簡要陳述。

符合青少年發展需要的學校應該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溫暖，有人情味的環境。學
生應有更多的機會做決定(Mizelle & Mullins, 1997)。 Dorman, Lipstitz 和 Verner 建議學校
讓學生至少部分參與規則的制定， 同時又對他們有明確的期待和制約(Diemert, 1992)。老
師應更具學生導向(person-oriented)， 和學生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Mizelle & Mullins)。青
少年一方面追求獨立另一方面仍非常需要成年人的關注和支援。在教學上，Lake 以及
Dorman 指出應採用多種教法並為學生製造自我發現的機會 (Diemert)。多位學者: Dorman;
Campbell; Dorman, Lipsititz 和 Verner 建議將身體活動納入課堂活動， 因為長時間坐著對
青少年不可能產生好的學習效果 (Diemert)。另外， 在衡量分數時，應減少相對能力的
比較(Mizelle & Mullins))。
針對升學這一特殊時期，學校可以設計過渡活動(transition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以幫助學生儘快適應中學，順利渡過這一階段。我們從現有文獻中總結出一些設計有效活
動的原則和方法。以下就談談這些原則和方法並列舉一些可行的活動。
原則和方法
1. 過渡活動給學生的幫助應發生在轉折期之前，之中， 和之後(schumacher,
1998)。活動的範圍應涵蓋這三個時間而不應只放在之中或之前而忽略學生進校
後的狀況。
2. 過渡活動應由各路人馬共同參與：中小學的老師，學生，和其他工作人員，及
學生家長(schumacher，1998)。
3. 過渡期前後老師的支持非常重要。Wenz-Gross, Siperstein 和 Parker (1997)的研
究顯示老師的支援可以減輕青少年對新學校的壓力感。中小學老師間的互動有
助於學生在新學校得到合理的安置， 某些學生的特殊需要也能被照顧到
(Smith， 1991)。
4. 家庭的支持也必不可少。Eccles 及其同事們 (1997)指出，關心子女並懂得其發
展需要的父母對升中學過渡期的孩子起到保護作用 (Wampler, Munsch, & Adams,
2002)。Wenz-Gross 和同事們 (1997)的研究也顯示家庭支援可降低青少年在這一
階段的抑鬱感和對自我的消極感覺。
5.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新友誼的建立(Arowosafe & Irvin, 1992)。成功渡過轉折期
的條件之一是同伴的支持(Diemert, 1992)。學校應採取各種措施讓過渡期的學生
儘快在新的環境裏結識新朋友， 建立新的同伴社會網路。學校也可以讓高年級
學生參與到幫助新生的活動中來。
6. 在學生離開小學進入中學前， 中小學聯合通過各種途徑讓學生在開學前對中學
的環境熟悉起來。
過渡活動的例子
George R. Austin 中學開展了多種有創意的活動來幫助學生順利渡過升學這一轉
折。這些活動包括 (Smith, 1991)：
1. 參觀。小學畢業生到中學參觀，在中學一年級老師的分別帶領下參觀教室並與
老師交談。

2. 信息。學校編制了一本小冊子， 介紹學校的活動，日程，及其他事項， 是新
生可參照的指導。
3. 導向活動 (Orientation Programs): 學校老師們設計了一項終合性的導向活動。
這一活動在夏天舉行，分四天，內容涵蓋新學校的各個方面。另外，在學年
末，老師們對全校員工及教室錄影。錄影帶在夏季導向活動時播放，並於整個
夏天在地方電視屏道播出。
其他可參照的例子包括：
1. 中學工作人員參觀小學，向小學生們介紹中學 (Smith, 1991)。
2. 派 “ 學 生 大 使 ” (student ambassadors) 到 小 學 回 答 小 學 生 對 中 學 的 問 題
(Odegaard & Heath, 1992)。
3. 多組織課外活動，比如建立俱樂部及特別興趣組，讓學生有機會互相認識，結
交朋友(Odegaard & Heath, 1992)。
4. 為新生安排一個指導者(advisor)，當遇到麻煩事，可以向其求助 (Diemert,
1992)。
5. 家長會上除了談論學校和課程外，談談家長和學生應怎樣有效溝通。
6. 小學老師參觀中學，與中學老師接觸。
7. 對 於 有 學 習 困 難 的 新 生 ， 可 以 採 用 同 伴 輔 導 (peer-tutoring) 和 指 導 (peermentoring)的方法(Leland-Jones, 1998)。
結論
小學生升中學的適應與發展是近幾十年來美國中等教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雖然
對適應困難與發展障礙在這一過渡階段存在的普遍性及嚴重性的直接記錄甚少，但是由這
一現象在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中引起的注意程度，不難推斷出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影響。
學習成績的下降最明顯，最引人注目。中小學在評分標準及學業要求上的差異似乎是合理
的解釋。中學對成績的衡量使用更嚴格的標準，而且不考慮學生努力及進步的因數。中學
所開學科更多，作業量更大，學習的難度也可能更高。但是縱觀初中三年的成績，研究者
們發現進入中學後第一年的成績是最低的。由此可見這一現象的確與升入中學這一變化相
關。心理上的問題比如學習動力的下降，抑鬱及壓力感的增加，對學校態度的變化等也都
發生在升入中學後的學生中，雖然現有文獻對這些問題是否有性別上的差異和差異的走向
存有爭議。
在這些問題的歸因上，有從青少年發展的角度出發的討論，有根據多重壓力理論所
做的研究，以及以人的需要與環境結構相吻合理論為依據的探討。從青少年發展的角度
看，升入中學這一過渡階段剛好是許多學生青春期發育的開始。這個階段的青少年內心敏
感脆弱，情緒動盪不定。從累積壓力的角度看，青春期的身心變化加上就學環境的變化造
成升入中學的學生適應及發展的困難。從人與環境相吻合的方面考慮，中學環境比如師生
關係的疏遠，對競爭的鼓勵，對學生自主權的限制，與青少年的身心需要相衝突，導致學
生在心理與行為上向負面發展。
針對適應困難問題，有的中學設置了過渡期活動。有關文獻也有對這些活動的研究
和建議。有效的過渡活動應由中小學兩方面的老師，學生，和工作人員 以及家長的共同

參與。其著眼點應放在讓學生充份熟悉中學的新環境並幫助學生在新學校儘快建立社會人
際網。過渡活動應在過渡期開始之前就展開，並一直延伸到過渡期中間及之後。
總體來看，有關文獻提出教育界應以改善中學環境使其更適合青少年發展需要為途
徑來解決升中學的適應與發展問題。調整改善中學組織結構使其以學生為中心，更具人情
味，給學生更多自主權，減少相對能力的比較等方法從長遠角度看利於所有中學生而不僅
是新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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