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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
積極參與活
動，不要孤立
自己

幫助青少年
紓緩情緒困擾

政府
調整教育政
策，減少操練
風氣

概 念 圖

家長
多與子女溝
通，避免揠
苗助長

1. 根據資料，指出
青少年近年壓力
大增的主要原因
及影響。

2. 根據資料及就你
所知，指出香港
政府可以如何協
助青少年處理受
抑鬱情緒困擾等
問題。

3. 根據資料及就你
所知，指出壓力
對青少年成長有
何作用。

想 一 想 答 題 指 引
1. 《7 個港童 1 個疑患抑
鬱》，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7/11/20/ED1711200002.
htm

2. 《逾半學生現抑鬱 最怕俾
人話「喊包」》，香港《文
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7/09/28/ED1709280005.
htm

3. 《逾半中學生抑鬱 「三
不」可解焦慮》，香港《文
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7/08/30/HK1708300023.
htm

延 伸 閱 讀
1. 本題需按資料作答。讀書只為求分數，是
香港多年來一直未能有所改善的問題，由
於公開考試將直接影響升學以至日後就
業，青少年的主要壓力來自學業，其次為
師生關係、父母期望過高以及家庭與朋輩
關係等。學業壓力方面，主要為功課太
多、升中選擇和適應困難，以及學業成績
未如理想等。當青少年面對壓力及接納情
緒的能力不足，將容易罹患抑鬱症。

2. 本題屬開放題型。政府可成立「兒童事務
委員會」，匯聚相關部門和長期關心兒童
權益的團體，聚焦處理兒童在成長中面對
的問題。例如開展有關兒童事宜的調查和
研究、管理有關推廣和公共教育項目的資
助計劃，推動社會相關人士參與等。
短期內，政府可以適當調整教育政策，呼
籲學校減少功課操練，切忌「超前教
育」；同時增加宣傳，勸喻家長拋開競爭
心態，避免揠苗助長，以直接減輕學童面
對學業的壓力。長遠來說，政府應加強持

續系統評估的所佔分數比重，減輕學童一
試定生死的壓力。
此外，政府可邀請教育專家舉辦社區講
座，教導家長如何與子女相處，協助他們
增強解難自理和抗逆能力。

3. 本題同樣為開放題型。壓力指人們面對各
種困難和挑戰時，會出現焦慮、緊張和恐
懼等心理狀態；適當處理壓力可轉化為正
面的推動力量。例如面對學業或考試壓
力，將推動青少年主動追求知識，壓力轉
化為學習動力。不過，若父母過分催谷和
期望過高，或會產生反效果，導致學童否
定自己、無心向學。
青少年在成長期間會面對不同類型的壓
力，例如學習、人際關係和經濟壓力等，
當中挑戰成功或失敗受挫，均有助他們提
升抗壓能力。惟部分兒童不擅長表達自
己，家長可多加留意子女的日常生活行
為，避免他們因為壓力太大出現抑鬱情
緒。

通  識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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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壓力最重 放心底扮無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11月發表最
新的「小學生抑鬱狀況調查」，在14
間學校的小三至小六學生當中，整體受
訪學生的抑鬱平均值屬於「沒有 / 輕
微程度」，惟超過13%受訪學童受抑
鬱情緒困擾，即大約每7名小學生，就
有1人出現抑鬱徵狀。
另外，有多於兩成小學生經常感到
壓力，按年上升5.5%，見3年新高；
近一成受訪學生呈嚴重抑鬱徵狀，以本
學年約35萬名小學生推算，即全港有
超過3.3萬名小學生的抑鬱傾向達到臨
床水平。
學生的壓力主要來自學業、師生關
係，以及家庭與朋輩關係。其中學業壓
力最為嚴重，約兩成受訪學童認為「功
課太多」，其次為「升中選擇及適應」
以及「學業成績未如理想」。調查同時
發現，學童的抑鬱情緒與其面對壓力及

接納情緒的能力有顯著關聯，能力愈
弱，對兒童罹患抑鬱症的影響愈大，風
險達四成。

逾半有抑鬱表徵
青協早前公佈的新學年調查發現，

本港近四成中學生及大專生自評新學年
壓力指數達7分至10分，屬偏高水平，
比率按年增加10個百分點。參考美國
及台灣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的抑鬱量表，
即逾半受訪學生有抑鬱表徵。僅看量表
結果，雖未能判斷學童是否已罹患抑鬱
症，但有關比率高企仍值得關注。
當面對不快情緒，47%受訪學生會

「藏在心裡，扮無事」。至於最想聽到
的說話為「如果你有需要，隨時搵我」
以及「你唔開心，我陪你吖」；最不想
別人給予的回應則為「淨係識喊，有咩
用？」

學童壓力增學童壓力增 收埋易抑鬱收埋易抑鬱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

1. 政府擬設兒童事務委員會
政府計劃於2018年年中成立「兒童事

務委員會」，匯聚相關政策局、部門和長
期關心兒童權益的團體，聚焦處理兒童在
成長中面對的問題。兒童事務委員會旨
在：
1. 在制定有關兒童發展及成長的策略方

面，向政府提供意見；
2.加強整合及理順不同決策局、部門下

與兒童有關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與諮詢組
織協調；
3. 檢討政府和非政府機構與兒童相關的

服務，並識別需要改善的地方；
4. 促進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列明
的兒童權利，並鼓勵直接諮詢兒童有關影
響他們的事宜；
5.開展有關兒童事宜的調查和研究；

6.管理有關推廣和公共教育項目的資助
計劃，推動社會相關人士參與，並舉辦其
他推廣活動；
7. 制定一個框架以評估其達至願景的程

度。兒童事務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對象建議
為14歲以下的兒童，以盡量減少
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及改組後
的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
疊。

2. 家校可助青少年學懂自
處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建議，家長及學校可
在多方面協助青少年學
懂與自己相處，以減低
焦慮，並強化青少年的

人際關係以減低寂寞感。尤其是中四生，
他們在「分科」後要面對新的人際關係，
加上「選錯科」的疑慮會不時出現，以及
學校加緊操練文憑試，令該級別的學生較
容易產生壓力。
要預防青少年受情緒困擾，除了家長和

教師分別在日常生活及教
室內多加留心學童的心理
質素，以施加援助外，學

生亦應積極參與社
交活動，強化人
際關係，學懂
不苛刻批判自
己、不孤立自
己，以及避免
長期陷於負面
態度。

1. 臨床心理學家：面對壓力及接納情緒
能力不足的學童，較容易盲信內心想法，
分不清想法和現實，遇事大機會鑽牛角
尖，或迴避引起負面情緒的事情，以致加
劇情緒問題。
部分兒童不擅長表達自己，家長可多加

留意子女的日常生活行為，觀察有沒有明
顯轉差的表現，例如學童會經常睡眠失
調、投訴身體不適、抗拒上學、學業表現
退步，以及出現品行問題等，就需要特別
注意。
2. 心理輔導員：處理學童抑鬱，家長的

角色非常重要，建議家長可多抽空陪伴子
女，以營造優質的親子時間；當子女的行
為出現問題時，家長應先冷靜，留意自己
及子女的情緒，再思考子女行為問題背後
的情緒需要。
3. 學者：抑鬱症不僅為不開心，更非

「諗埋一面」，嚴重時可以是一種致命的
精神疾患，除了服藥外，身邊人的情緒支

援，往往是控制病情的一個重要因素；要
幫助抑鬱症患者，家長以至外人首先是要
去了解纏繞患者的問題，多加體諒；其次
是少說會刺激患者的說話。
4.醫生：本港家長非常注重子女的成

績，往往未能察覺子女出現精神病徵，甚
至當學童向教師或同輩傾訴時，會視之為
博同情或情緒化，令病情惡化；家長若發
現子女突然恐懼上學，又或經常無精打
采，就應主動上前提供協助。

委會集中處理 強化人際關係

睡眠失調應重視 情緒支援控病情

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
計劃為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就預防
學生自殺及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提出的
建議，以增強醫、教、社三方專業人
士的溝通和協作，由精神科醫生、教
育心理學家、駐校社工、精神科護
士、臨床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等組
成的跨專業團隊，協助學校支援有精
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壓力
指人們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時，會

出現焦慮、緊張和恐懼等心理狀態。
個人成長過程中，學習、人際關係和
經濟壓力等均會帶來壓力，適當處理
壓力可轉化為正面的推動力量。
放鬆訓練、調整生活方式、增強人

際網絡和培養樂觀性格等皆有助化解
壓力。

社會事事追求競爭，令不少年輕學生面臨壓力。今年11月，有機構調

查顯示，本港學生的精神壓力問題有年輕化趨勢，程度嚴重至每7名小學

生就有1人出現抑鬱徵狀。醫管局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科服務個案亦由

2011年至2012年度約1.9萬宗，增至2015年至2016年度約2.9萬宗，可

見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當中尤以中學生的抑鬱和焦慮問題

特別嚴重，下文將探討本港學童壓力愈來愈大的原因，以及政府、學校和

家長可以如何幫助他們紓緩緊張情緒。 ■鄭梓康 特約作者

新 聞 背 景

概 念 鏈 接

多 角 度 觀 點

■■調查顯示調查顯示，，近兩成學生認為功課近兩成學生認為功課
太多導致壓力太多導致壓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發表的調查顯示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發表的調查顯示，，超超
過過1313%%受訪學童受抑鬱情緒困擾受訪學童受抑鬱情緒困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爭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爭取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政府預計於政府預計於20182018年成立年成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