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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日唞唞
師生齊減壓

面對學童壓力長期「過熱」，近年有教育界人士和一些關注學生精神健康的團
體倡議學校舉辦休整日，可算是就減輕學童壓力較新的提議。部分學校曾舉辦休
整日，師生反應普遍正面，加上坊間有團體承辦到校休整日，休整日對學校師生
而言成為低成本、高效益的抗壓方式，相信未來會見到更多學校參與。
■林曦彤 特約資深通識科作者

資料A：
表一：香港最多學童出現的抑鬱徵狀

徵狀

資料C：有關學校
「休整日」
效果

選「總是」的百分比

+公 共 衛 生

我常常覺得疲倦

13.5%

我感到自己沒有用

11.2%

我感覺不想動

9.2%

我睡眠有問題

8.8%

我感覺空虛或悲傷

7.8%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調查
表二：最令香港學童感到壓力的問題

選「經常」的百分比

功課太多（學業）

24.8%

升中選擇及適應（學業）

20.5%

學業成績未如理想（學業）

20.2%

自由/玩樂時間太少（學業）

18.6%

面對老師（師生關係）

17.4%

休整用途
1. 一些如工作坊、分享會和遊戲等活動，
以學生的參與為核心，一方面讓學生放
下日常單向的「接收者」身份，另一方
面活動氣氛不如平日嚴肅，學生有較多
機會自由表達個人想法和情感。
2. 透過進行與課業及考試無關的活動，師
生均可暫時脫離緊張的學習氣氛，藉不
同的活動打開話題，也可透過認識彼此
在教學以外的一面，降低人際疏離感，
3. 鼓勵學生定期回顧及整理累積的經驗，
藉此辨識個人的優劣、須改進或加強的
能力、評估學習進度、處理積存的疑問
等，然後以上述問題的結論為基礎，調
整現有目標或制訂新的目標。
4. 進行與學術和應試沒有直接關係的活
動，有助學生在其他活動中展現才能，
或發掘自身的不同價值，建立自信心。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
處調查

2.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表一：你認為現時香港小孩的學習壓力有多大？

壓力程度

百分比

非常大

47.3%

頗大

44.3%

很小

2.7%

完全沒有

0.9%

不知道/很難說

4.8%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表二：你是否贊成沒有考試測驗小孩就不會溫習？

+今 日 香 港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壓力來源（類別）

潛在問題
1. 在一般學校的教學設計，學生
較少機會表達自己，容易累積
負面情緒而得不到宣洩機會。
2. 學校學習及應試氣氛濃厚，師
生溝通時間不足，難醞釀有趣
的話題或活動，互動易趨單一
乏味，難滿足多元社交需要。
3. 在應試操練下，學習節奏急
速，學生缺乏空間整理所學或
思考生活，或導致混亂和盲目
地追求未必適合自己的目標，
安全感相對低，容易衍生壓
力。
4. 香港教育以應試主導，較少提
供機會讓學生展現學術成就以
外的才能和價值，既容易令部
分學術能力不佳的學生有挫敗
感，也埋沒學生的多元性。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今 日 香 港

1. 細閱以下資料：

贊成程度

百分比

非常贊成

11.9%

頗贊成

42.1%

頗不贊成

33.7%

非常不贊成

7.3%

不知道/很難說

5.1%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資料B：香港學校的
「休整日」
「休整」有休息及整理的意思。休整日讓師生暫停恒
常教學一天或一段時間，不同學校可因應各自的情況、
文化、宗教背景等，進行各類型課外活動，例如分享
會、工作坊、集體遊戲、才藝表演，或一些簡單的義工
或班務活動，旨在於緊湊的教學節奏中稍息，緩和緊張
氣氛和整理個人情緒，以免壓力過度累積。
事實上，休整日並非新意念，外國有不少企業也有定
期進行類似活動，員工暫停日常工作，一同進行各種與
工作沒有直接關係的活動，例如：野外歷奇、興趣工作
坊、義工服務等。一些企業管理人士認為，這類活動有
助建立良好團隊關係、發掘員工才能、認清團隊工作目
標、增加員工的歸屬感等，從而提升員工的工作效能。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資料B：對香港
「家庭教育」
的看法
望子成龍是不少香港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惟他們經常忙於工
作，缺乏時間了解子女的想法及情緒，只重視他們如何成材，令
親子關係破裂。外國早已盛行「家庭教育」的概念，在家庭教育
的課程中會要求父母先管理自己、學習面對自我，然後透過一個
清晰的方向管教子女，惟香港則遲遲未推廣。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指出，香港家長擁有中國人傳統思想，認為自己生兒育女後就自
然懂得教養，加上政府投放在家長教育的資源不足，導致家長管
教不善的情況十分常見。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想 一 想
(a) 根據資料A，描述香港學童抑鬱和面對壓力的情況。
(b)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立法規定設立「休整日」能有效改善學童精神健
康？參考資料，論證你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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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香港青年對少數族裔的觀感

3.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表一：香港南亞裔貧窮人口的語言熟練程度

語言範疇 熟練程度

語言
6歲至17歲貧窮兒童
中文
英文
母語

18歲或以上貧窮人口
中文
英文
母語

評分

百分比

評分

百分比

10分

1.8

4分

12.0

9分

1.1

3分

8.7

8分

6.2

2分

4.3

7分

11.2

1分

2.4

聽

完全理解/理解

77.4%

92.6% 97.3%

37.4%

74.5% 99.5%

6分

11.1

0分

0.7

講

流利/可進行一般對話 77.4%

92.7% 97.0%

36.9%

74.1% 99.2%

5分

39.0

沒有評分

1.5

讀

完全理解

58.9%

88.5% 30.5%

8.5%

66.0% 84.8%

寫

流暢/可撰寫一般書信 58.8%

89.0% 29.6%

8.1%

65.4% 84.2%

註：10 分為非常正面、5 分為普通、0
分為非常負面。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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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施政報告中有關支援
少數族裔的內容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百搭通識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香港青年協會

資料C：有關少數族裔在港生活困難的調查報告資料

．在 2017 至 2018 立法年度內向立法
會提交《種族歧視條例》的 7 項修訂建
議；
．持續觀察小學及中學實施「中國語
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情況，積
極收集少數族裔學生、家長及相關機構
的意見，協助非華語學生有系統地學習
中文；
．公務員事務局將在明年完成檢視各
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文能力入職要求，
為少數族裔提供在政府工作的機會；
．警務處將推出跨紀律部隊的少數族
裔青少年訓練計劃，內容包括為少數族
裔青少年提供紀律、體能及團隊訓練，
協助他們融入社會，以及培養正面的價
值觀。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施政報
告》

星期一

資料C：有關香港
「怪獸家長」
現象的看法
近年，家長動輒花費百萬送子女到海外留學，但香港「怪獸家
長」的怪象也「跳出香港」。有瑞士知名酒店管理學府來港收生
之餘，大吐苦水，指本港「怪獸家長」幫子女包辦入學手續，更
要求校方將寄給學生的電子郵件，發送副本予家長過目，更誇張
的是不堪子女在實習酒店工作辛苦，向酒店人事部要求調職，種
種行為令港人汗顏之餘，也貽笑國際社會。
本港社會趨向核心家庭發展，子女數目減少，家長自然「萬千
寵愛在一身」，出現過度溺愛。本來家長呵護子女是人之常情，
但「都是為你好」無限延伸，為子女「過關斬將」，久而久之養
成抗逆力、自理力差的「港孩」，投身社會時便處處碰壁。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有機構公佈「少數族裔在港生活困難研究
結果」，訪問了 520 名 15 歲至 34 歲香港操廣
東話的青年、了解他們對少數族裔的看法，
發現有逾 60%人過去一年沒接觸少數族裔，
65%人稱不了解少數族裔生活文化，機構稱結
果顯示社會對少數族裔認識仍不足。
接受訪問的其中146 名對少數族裔有負面看
法者中，40人認為他們對社會沒貢獻，惟有接
觸和沒接觸過少數族裔人士的香港青年，對少
數族裔看法亦有不同，有接觸少數族裔的 182
名香港青年傾向對少數族裔持正面觀感。
機構負責人指出，香港少數族裔融合是雙
方面的，希望推動本地市民多主動接觸少數
族裔人士，建議可以趣味手法舉辦大型少數

族裔文化節，參考法國文化節等舉辦印度 Bollywood 電影節，或從飲食開始舉辦咖喱節，
吸引更多人認識少數族裔文化。
另一方面，報告又有與南亞裔青年和本地
研究這個議題的學者做深入訪談，發現語言
不通、社交和就業有障礙，令不少少數族裔
難以融入香港。尤其教育上，有專家稱南亞
裔小朋友難以入讀主流幼稚園，沒機會學習
中文打好基礎和難以在小學直接適應中文課
程，更會影響社交。有 12 歲的印度裔中學生
受訪者稱想放棄學中文，形容連老師也想放
棄教他。機構建議教育局研發以電子教材幫
助少數族裔學中文，並有中文能力應用測試
協助他們學習。
資料來源：綜合本港報刊

想 一 想

．通識博客 / 通識中國

(a) 良好的家庭教育對香港青少年有什麼正面的影響？試舉
出兩個，參考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試提出三個可行的建議，以提升
香港青少年的生活技能。

總 結
近年，主流媒體時常將過度保護孩子的父母標籤為「怪獸家
長」，認為他們須對「港孩」的出現負上最大責任。不過，有人
認為這種批評存在矛盾，而且本地學童多數在校內學習，與同儕

(a) 解釋資料A反映的現象可能會導致的兩個社會問題。
(b)「香港政府是最能推動香港種族共融的持份者。」你是否同意這說法？參考資料，解
釋你的答案。

星期二

想 一 想

星期三

．中文星級學堂
．百科啟智

星期四

共處的機會可能更多，反映除了家庭，朋輩和學校對孩子的發展
也相當重要。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星期五

．文江學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