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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童餘暇生活調查 2014
新聞稿
1.

背景
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曾於一九七九、一
九八九年及二零零二年合作進行『香港學童餘暇生活調查』
，以了解香港學童餘暇生活的
轉變。近年出現不少會影響學童餘暇的因素，如學校實施全日制、補習和課餘託管的盛
行、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普及、教育改革中的「全方位學習」、其他學習經歷(OLE) 和
「學生學習概覽」的推行等。這些社會轉變如何影響學童的餘暇生活，是三會共同關心
的議題。因此，我們於二零一四年，再度進行是項調查，以掌握香港學童餘暇生活的最
新情況，並嘗試理解現象背後的可能原因。

2. 研究目的及方法
是次調查主要目的是了解高小及中學生的時間運用、餘暇生活情況、電子裝置的興起對學
童餘暇活動之影響，課餘活動的自主程度及餘暇活動與學童精神健康的關連，並與 2002
年的學童餘暇生活作比較。 調查以小四至中五的學童為訪問對象，採用隨機抽樣方法，
每間學校選出一班以問卷訪問了 14 間小學及 27 間中學，共收回有效學生問卷 1016 份，
包括小學生 340 名及中學生 676 名；受訪學童中有 50.5 %是男生，而女生則佔 49.5 %。
由於回收問卷班級不平均，分析經加權處理。
3. 調查結果重點
3.1 學童喜歡與最經常做的餘暇活動
學童最經常做的餘暇活動，最主要為玩電腦遊戲、上網、手機遊戲（29.4 %）
，其次才
是運動（17.3 %）
、使用電子社交平台（11.2 %）及看電視(10.0%)。如把玩電腦遊戲、
上網、手機遊戲及電子社交平台等電子裝置活動加起來，比例超過四成。而學童最喜
歡做的餘暇活動，最主要為玩電腦遊戲、上網、手機遊戲（27.0 %）
，其次為運動（16.9
%）、藝術/音樂/繪畫/書法(7.9%)、聽音樂（7.4 %）及電子社交平台(5.7%)。如把玩電
腦遊戲、上網、手機遊戲及電子社交平台等電子裝置活動加起來，比例超過三成。
3.2 學童在應用電子裝置作消閒娛樂的情況
學童用作消閒娛樂的電子裝置最多的是流動電話(80.5%)，其次是桌上/手提電腦
(69.6%)，流動平板電腦(37.3%)，而以往較多學童用作娛樂的電子遊戲機則只佔
20.9%。在平日上課的日子裏，學童在使用流動電話作娛樂的時間最長，平均有 2.50
小時，其次是用桌上/手提電腦作娛樂，平均有 1.72 小時，而用流動平板電腦及電子遊
戲機的時間分別是 1.58 小時及 1.62 小時。
在放假的日子裏，學童在使用流動電話作娛樂的時間同樣是最長，平均有 4.30 小時，
其次是用桌上/手提電腦作娛樂，平均有 3.35 小時，而用流動平板電腦及電子遊戲機的
時間分別是 2.44 小時及 2.33 小時。
如以學童使用電子裝置作娛樂的總時間計算，上學的日子學童平均使用 3.17 小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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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的日子學童平均使用時間是 6.65 小時，是上學日子的一倍，顯示學童使用電子裝
置作娛樂無論在上學或放假的日子已佔據他們主要的餘暇時間。在學習、起居與娛樂
活動可同步在電子裝置中進行的年代(multi-tasking)，這時間的估計應是偏低的。亦反
映學生利用電子裝置，特別是流動的電子裝置「忙中偷暇」。
3.3 學童做功課的情況
中小學生平均的做功課時間均逾 2 小時，但小學生做功課時間較初中及高中時間為
多。與 2002 年的調查結果比較，顯示學生做功課時間較前明顯多了，增加較多的是中
學生。
3.4 學童參與補習的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有 53.6 %的學童有參加補習，顯示學童補習的情況已很普遍。與 2002
年相比，增幅多了 5.4%，小學生補習人數較中學生多，原因可能是小學補習亦有託管
的功能。而有參加補習的學童每周花在補習時間的平均為 4.76 小時。於中、小學的比
較，高小學生明顯較中學生補習的時間長，有 5.64 小時，初中和高中則分別為 4.31
小時和 4.15 小時。
3.5 學童對現時餘暇生活的滿意度
66.1%學童對餘暇生活表示滿意或極滿意，而表示不滿意或極不滿意的只佔 6.9%（表
3.9.5），表示普通的 27%。按年級比較，表示普通或滿意的中學生較高小學生多，但
表示極滿意的比例則較高小學生低。
學童現時參加的課餘活動中，有 58.0%是由學童自已提出要參加的，而由父母提出有
26.0%，由學校和老師提出的只佔 15.5%。由父母提出的比例，高小學生明顯較高中學
生高，佔 40.6%，而高中學生則有 64.1%是由自已提出的。
對於現時參加課餘活動的自由度，有 60.0%學童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而表示不滿意
或非常不滿意的佔 8.4%，表示一般的 32%。表示一般或滿意現時自由度的中學生較高
小學生為多。
3.6 學童的餘暇生活與精神健康的關係
3.6.1 2014 年調查設有一項精神健康調查量表，量度學童的精神健康狀況。量表分
數範圍為 0 至 12 分，分數越低代表精神健康越好，而分數越高，則代表精神健
康越差。量表評分在 4 分或以上，為需要關注水平。整體而言，調查數據顯示
學童精神健康表現並不理想：男、女在 4 分或以上所佔的百分率達六成，小學
生雖然較中學情況較好，但也有近一半的學童在 4 分或以上。
3.6.2 學童的精神健康與對餘暇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分析學童參加課餘活動的自由度與學童的精神健康的關係，顯示如學童滿意參
加的自由度，則精神健康較佳；滿意自由度在一般或以下，精神健康會較差。
此外，分析學童對餘暇生活的滿意度與學童的精神健康的關係，顯示如學童滿
意現時的餘暇生活，則精神健康較佳；滿意度普通的學童精神健康會稍差，而
不滿意或極不滿意的學童，精神健康會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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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學童的精神健康與做功課時間和參加課餘活動時間(包括校內外)的關係
分析學童做功課時間與精神健康的關係，顯示學童每天做功課時間在 2 至 3 小
時內是最健康的，如學童每天需要做功課 3 小時以上，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會
較其他學童差。學童如每周參加課外活動(包括校內外)的總時間在 2 至 3 小時
內，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會較其他學童佳，而參加課外活動(包括校內外)的總
時間過多或過少的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況都會較差。
3.6.4 學童的精神健康與使用電子裝置時間的關係
不論上學的日子或放假的日子，學童使用電子裝置時間與精神健康狀況都呈
「Ｖ」型關係，使用太少(或沒使用)及太多都呈現不良精神健康狀況。在上學
的日子，每天使用 1 小時以下及 4 小時以上的學童，精神健康狀況會較其他學
童差；而在放假的日子，每天使用 1 小時以下及 7 小時以上的學童，精神健康
狀況會較其他學童差。
4. 討論及建議
4.1 課餘活動課程化的反思
4.1.1 教改將「學習」從八大課程領域中殖入課餘活動，並以「學習」之名引導官方課
程，例如四項關鍵項目，由校本組織施行，又按「其他學習經歷」劃分課時比例，
配以「學生學習概覽」宣示學生在活動中的成就表現，原來以學生主導或不計成
果的課餘活動變成具備目的、內容、組織及評鑑元素的課程。學校因應官方課程
規劃、家長為子女增強競爭力、機構為迎合社會需要，紛紛看準學童的餘暇拓展
課餘活動。課程化了的課餘活動無限佔據學生餘暇生活時間，究竟是否過度干預
及規劃下一代的生活，釀成人格成長標準套餐呢？
4.1.2 我們建議政府從新檢討多年來教改下與「課餘活動」及「其他學習經歷」等有關
的政策措施，減低「課餘活動」不斷「課程化」的傾向。
4.2 擠壓與異化的課餘活動
4.2.1 學生留校時間普遍長了，中小學生的做功課時間較前多了，補習人數也較前多了，
種種現象與原先教改期望「拆牆鬆綁」有很大落差。。一天 24 小時，起居飲食、
睡眠的時間已備受擠壓，課餘活動時間也出現「量」的擠壓現象，及活動功利化
的變異。隨著「全方位學習」政策的推行，
「其他學習經歷」課程課時比例的安排，
「學習」規範化下，學生遂按著完備「學生學習概覽」的目標而學習，形成鞭子
與蘿蔔的格式提示，將課餘活動規劃化及量化參與，事事功利與計算，以求符合
想像中持分者的要求。大量公帑用於支援課餘活動時，同時也意味要監察課餘活
動的成效，以達用得其所。學校為了向管理層交代，課餘活動也就偏向以參與次
數、獲獎項目等顯而易見的數字來交代成果，而忽略了學生內在體驗與感受，尤
其奪去了教師與學生建立良好師生關係的平台。課餘活動逐漸成為餘暇生活被擠
壓與異化的「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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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我們建議課餘活動的主體應回歸學生；家長、學校、社區及政府只應扮演協助、
促進和引導學生參與的角色，讓學生重拾時間和空間去平衡學習、課餘活動、起
居和其他餘暇生活的需要。
4.3 受擠壓下的自主空間和虛擬補償
4.3.1 我們的研究發現中小學生的適量及自主的課餘活動有助其身心健康，但過多的功
課與補習時間擠壓了餘暇時間，加以「學生學習概覽」形成課餘活動目的異化，
均不利學生的精神健康。學童使用電子裝置作娛樂無論在上學或放假的日子已佔
據他們主要的餘暇時間，遑論學習、起居與娛樂活動可同步在電子裝置虛擬世界
中進行。做功課時間增加與課餘活動的擠壓和異化，均令學童需要尋找紓緩出路。
電子裝置正是學生忙裏偷閒和虛擬補償的工具和方法。但若學童將餘暇時間過多
放於電子裝置上，則其精神健康狀況也值得關注。
4.3.2 我們建議要正視學生運用各式電子裝置去忙裏偷閒及作虛擬補償的閒睱需要，學
校及社區團體可更善加利用電子新媒體去促進學生「虛擬實體」(Online & Offline)
相結合的學習、課餘活動、社交和其他餘暇活動的正向發展。
4.4 掏空社區，學校「超負荷」失衡
4.4.1 隨小學全日制全面推行、教改下全方位學習及其他學習經歷的施行，加以政府倡
導「全社會參與」
，企業投放大量資源於學校以促進青少年發展及預防各類青少年
問題的發生，近 20 年來，青少年社會服務機構的工作正朝向集中「支援」學校推
行各式各樣「校本」「成長活動」方向走，各類名目的「成長活動」一浪接一浪在
學校推行。我們不會質疑贊助、設計、研究和推行這等成長活動項目機構人士或
「持分者」對青少年學生成長發展的關心和支持，但在缺乏各政府部的「青少年
政策」及「教育政策」的協調一致下，這等活動項目便顯得各自精彩、各自為政，
甚至有時重複交錯，令老師、社工及學生應付得「疲於奔命」
，大大減低這等活動
項目的長期果效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社區應是學校及家庭以外，
讓學健康生成長和發展的重要陣地和環境。可惜在學校課餘活動受擠壓下，學生
已愈來愈少有學校及家庭以外真正「社區生活」的時間和空間，如結識同學以外
的朋輩，父母和老師以外的成人學習榜樣，以及社區性餘暇活動的體驗和經歷。
這種家庭及社區餘暇活動的「空洞化」和「邊緣化」
，及學校包攬一切的「超負荷」
趨勢，是否對青少年的成長發展起到最大禆益呢？
4.4.2 我們建議政府及有關當局必須正視學校在學生學習以外課餘活動的「超負荷」失
衡現象，及其對教學及師生關係的負面影響，檢討青少年及教育政策措施，釐清
學校及社福機構的功能和角色，使其更協調一致，在學校及家庭以外，重建學生
「社區生活」的健康另類體驗。
2015 年 12 月 13 日
新 聞 聯 絡 ： 教 育 學 院 畢 業 同 學 會 席 李 孟 正 先 生 （ 手 提 電 話 ： 9620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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