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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摘要 

本研究旨在於澳門青少年的價值觀對於其選擇的課餘活動有何影響。我們希望知道會對青少年選擇

課餘活動的影響因素，確立青少年選者課餘活動的原因。本次研究我們採用的方法是配額抽樣法，街頭

訪問還有滾雪球法。 

    是次通過這次研究發現 1）青少年的價值觀主要受到家庭的影響較大 

                    2）青少年選擇學院的社團活動以興趣為重，其次則是 想提高自身能力 

                    3）關於夜歸隨著青少年的年齡增長而增高 

                    4）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孝順在這次研究中的與家人活動並沒有影響 

                    5）在青少年的意識裡重友誼還是比較重要的 

                    6）兼職在澳門青少年 17 歲開始逐漸變多的人做兼職，而且人數不是少數， 

一般的理由都是賺錢為主。 

得出的結果來說對澳門教育業的發展方向有一定性的說明，我們根據本次研究還提出了一些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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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言 

課外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有的人喜歡學習，有的人喜歡約上三五知己閒聊，有的人喜歡「宅」在

家中，有的人……而且正值花好年華的我們，有很大的學習空間，應把握時間，多元發展，不斷學習新

的知識。但是否所有人都意識得到？做得到？在平時又會做些甚麼呢？ 

因此，我們借著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簡稱為聖公會）所舉辦的「共鑽研，創明天」活動，開展

「價值觀對青少年選擇課餘活動的影響」的研究調查，希望能從中發現問題、尋找原因。本次調查針對

澳門青少年的課餘活動和價值觀，我們小組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並採取隨機抽樣法，發放問卷到不同的

中學和到街頭做問卷，一共派發 530 份，收集到      ，有效問卷有      。然後運用社會學統計軟體

SPSS 對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研究所得出的資料，希望能發現現今青少年所選擇的課餘活動與價值觀之間

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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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回顧 

價值觀的概念 

1)指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這種稱為價值

觀。這種對諸事物的看法和評價在心目中的主次、輕重的排列次序，就是價值觀體系。價值觀和價值觀

體系是決定人的行為的心理基礎。 

2)價值觀社會成員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通過人

們的行為取向及對事物的評價、態度反映出來，是世界觀的核心，驅使人們行為的內部動力。價值觀是

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人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人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決定著

人們的價值觀觀念。處於相同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人，會產生基本相同的價值觀念。 

    3)價值觀觀念是後天形成的，是通過社會化培養起來的。家庭、學校、所處工作環境等群體對個人

價值觀觀念的形成起著關鍵的作用，個人價值觀有一個形成過程 ，是隨著知識的增長和生活經驗的積

累而逐步確立起來的。個人的價值觀一旦確立，便具有穩定性，形成一定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定勢，是不

易改變的。。價值觀觀念的變化是社會改革的前提，又是社會改革的必然結果。 

 

價值觀的影響 

價值觀對青少年的影響是很巨大的，而它對青少年的影響有如下四點： 

1） 從價值觀的主體角度考慮，它是個體現象、社會現象、文化現 

        象的結合體。                     

2） 價值觀的表現形式既可以是外顯的也可以是內隱的。  

3） 價值觀有對主體行為起指導作用的功能。  

4） 價值取向是個體化了的價值觀，對人的行動起調節和定向作用，個體內心關於事物對

自己，對社會的意義和重要性的認知傾向。  

 

價值觀形成的階段 

價值觀的形成與生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從中學的專職團委書記王文忠學者的研究報告中，可以得

出如下三個階段： 

1)價值觀的形成可以界定為下列三個階段：選擇、珍視和行動。 價值觀產生的第一個階段是自由選

擇。這種選擇的自由對於價值觀的發展是最基本的，因為價值觀不可能經由強制或壓迫而獲得，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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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願作出的選擇，是在仔細考慮與衡量所有的選擇途徑及其可能後果後作出的決定。自由的選擇使

我們成為生活的積極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 

2)珍視是價值觀形成的第二個階段。因為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不僅包括認識的過程，也蘊涵著情感的

層面。所謂‚砍頭不要緊，只要 主義真‛就是如此，因為這種主義是先烈所珍視的，但是，只空想或

談論自己的價值觀是不夠的，必須在行動中體現出來。 

3)價值觀形成的第三個階段就是行動。 只有在行動中才能完全實現或體驗到我們的選擇和所珍愛的

事情，體會其價值。譬如，造房屋、種莊稼或畫畫，一個人只有實際上造出了房屋、種了莊稼或畫了畫

以後，才能說他的價值觀得到了展現。價值觀的形成過程是青少年與人、社會、現有觀念及各種事件交

互作用的結 果，促進其價值觀的形成。 

 

互聯網的興起對青少年的改變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出以下兩種結論： 

1)隨著科技的發展，新技術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翻天覆的變化，自互聯網問世以來，給人們

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了重大的變革。我們不需再去商場購物，不必再去郵局裡發郵件，不必再去圖書館

借書……它給我們帶來便利的同時，新的網路問題出現了。網站上大量色情、暴力、迷信等等也無孔不

入的加入的網路的世界來。 

2)青少年正處在一個生理和心理沒有完全成熟的時期，網路上這些負面的東西會給他們造成很大的

心理影響。與以前靠書籍獲取資訊生產的人相比，網路時代的年青人無疑在思維或生活方式上都比他們

更先進更超前，互聯網會帶給青少年一些老一輩無法看到和理解到的東西，這些東西大多對青少年是有

利的。 

 

家庭狀況對青少年價值觀的影響 

家庭狀況往往是對青少年價值觀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之一，單親家庭、父母離異、由祖父母養大、

鑰匙兒童等等，這類孩童比例隨著社會型態改變增加，這些孩子較少受父母、大人們的關懷，在年幼時

即受到壓力與挫折，造成青少年時期的一些人格差異，無法學習到傳統的社會規範、倫理道德觀。青少

年的攻擊行為來自於家庭中的模仿，研究中指出，有攻擊傾向的孩子，他的父親較常拒絕他，並且傾向

以嚴厲的處罰方式來對待孩子的不守規矩。倘若孩子觀察到的攻擊行為之後並沒有懲罰，反而是獎勵的

話，這種代替性的增強，更會加強孩子的模仿行為。一旦當人們在生活上為了暴力而付出了代價之後，

他們才會給予自己增強的作用。父母的行為往往是青少年孩童所模仿學習的主要對象，父母在家中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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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行為舉動，惡言相向、缺乏溝通，常會造成孩子在學校與同學之間的互動溝通不良，不善於同學間的

互助與合作。 

 

社會關係對青少年的影響 

社會的變遷，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重大的變革，必然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產生巨大的衝擊和影響。經濟體制轉型時期的青年學生，其價值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研究在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青年學生的價值取向，探討在新形勢下如何加強對青年學生進行人生價值觀教育，

對於正確引導學生全面健康的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青年學生人生價值觀的特徵及其行為表現。 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過程中，青年學生所追求價值取向主流是積極的，上進的。同時，隨著我

國進一步改革開放和計劃經濟體制的轉變，而且在市場經濟剛剛進步，相應的配套措施還不完善的情況

下，青年學生對與之伴行的複雜、深刻的社會變革現象，由於缺乏理性上的辨別是非的能力，往往依據

對一些具體現象的判斷與評價作出價值選擇。 

 

影響青少年成長的因素 

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例如以下五點： 

1)青少年的閒暇消費和閒暇活動缺乏明確的計畫和正確的導向，部分青年無所事事或無所適從。 

2)休閒內容單調，不少青少年是以看電視、玩遊戲的形式度過其閒暇時間。 

3)閒暇時間中學習壓力過重。有部分學生‘閑而不暇’，將學習作為其主要內容，沒有充分利用閒

暇時間來豐富其閒暇活動。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有關專家稱。 

4)青少年睡眠不足。據中國青年研究中心 2004 年在全國進行的調查表明，48.2%的中小學生自我感

覺睡眠不足。 

5)一些新科技因使用不當而對青少年造成了負面影響。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網路成癮，它不僅耗費

了青少年大量的閒暇時間，而且已經嚴重影響到青少年正常的學習、生活和健康成長。 

 

課外活動的重要性 

課外活動是學校整個教育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豐富多彩的的課外活動，可以開拓學生視

野，增長學生知識，拓寬興趣、愛好，可以培養學生的多種能力，培養學生的非智力因素和良好個性。

課外活動是尊重學生差異的具體體現，是開發學生潛能，發展、張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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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是有組織性的重要手段，是教師瞭解學生的重要途徑，是學生展示興趣、愛好、特產的重

要舞臺，是學生健全人格、身心健康、完善自我的重要平臺。 在開展的校內外課外活動中，要鼓勵、

支持、引導學生積極參與，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大多數是出於自身興趣、愛好，班主任、學科老師不能

過多地限制，學校領導、班主任、學科任課老師把學生的學習成績作為評判學生優劣、好壞的惟一條件，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更是不適合現代教育理念和學生發展要求的。 

學生能否成才，不完全取決於學習成績，興趣、愛好、特長是引導學生成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學生

能否成才老師不能過早給學生下定義。我們大家都知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況且，學生在

課外活動中取得成果，智力和非智力因素都得到培養，同時也會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 

 

青少年對課餘活動的積極性 

中學生參加課外體育活動的積極程度，除其固有的身體素質外，對體育的興趣與愛好成為影響其參

加課外體育活動的主要因素。其原因有： 

1)自身身體素質的限制。 

2)有過不良的運動體驗史。 

3)教材的內容和課時的安排上存在著問題。 

中學生對參加課外體育活動的動機具有明顯的一致性，課外體育活動作為中學生鍛煉身體的手段和

作為充實課餘文化生活、娛樂身心、調節精神的方法，已越來越得到中學生的共識，其主觀上對課外體

育活動的價值和功能的認識也是正確的、積極的。且中學生對課外體育活動的喜愛程度也比較強，態度

也較積極。 

 

父母讓子女參加課餘活動的數量改變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對子女傾注了太多的期望，導致了青少年的課餘活動數量暴增。 

1)於暑假期間，受訪家庭則會相對地增加讓子女參加課餘活動的數量、時間及花費，42.2%受訪家庭

讓子女參加「3-4 項」課餘活動，並且近兩成會讓子女參加「5 項或以上」的課餘活動，投放在課餘活

動的時間也同步增加，82.2%受訪家庭讓子女參加課餘活動的時間也有「8 小時或以下」，亦有近9.1%

受訪家庭讓子女參加「13小時或以上」的課餘活動。參加課餘活動的花費也集中在「$2000或以下」，其

次是12.2%受訪家庭花費「$2001-3000」，並有17.2%花費「$3001或以上」。  

2)相對于上學日子，在暑假期間，受訪家庭讓子女參加課餘活動的數量、時間及花費等等，都有明

顯升幅。受訪家庭在暑假期間，參加「5-6 項」及「7 項或以上」課餘活動較上學日子多於一倍。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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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期間，花上「9 小時或以上」於課餘活動較上學日子同樣多於一倍。顯然，在暑假期間受訪家庭

更積極讓子女參加課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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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界定名詞 
價值觀 

  價值觀是指個人對客觀事物（包括人、物、事）及對自己的行為結果的意義、作用、效果和重要性

的總體評價，是對什麼是好的、是應該的總看法，是推動並指引一個人採取決定和行動的原則、標準，

是個性心理結構的核心因素之一。 

  

自律 

  自律，指在沒有人現場監督的情況下，通過自己要求自己，變被動為主動，自覺地遵循法度，拿它

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自律並不是讓一大堆規章制度來層層地束縛自己，而是用自律的行動創造一種

井然的秩序，為我們的學習生活爭取更大的自由。 

 

社會公義 

  社會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

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有必要從人類社會

發展的角度，全面認識和理解社會公正問題。 

 

自尊 

  自尊，是個體對其社會角色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自尊是通過社會比較形成的，是個體對其社會角

色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自尊首先表現為自我尊重和自我愛護。自尊還包含要求他人，集體和社會對自

己尊重的期望。另一種觀點，自尊，即自我價值感，對自己的綜合價值的肯定。受社會比較、他人評價

以及自己做事成敗的自我肯定的影響。 

 

平等 

1、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待遇。    

2、泛指地位平等：平等互利 | 男女平等 | 師生平等 | 同性平等|貴賤平等。 

宅 

  禦宅文化起源於日本，‚宅‛在日文中被翻譯成你家‛，後被禦宅族用作一種自嘲的稱呼。‛宅‚字

在傳回中國後，被大部分人以字面意思理解，成為了家裡蹲或玩物喪志者的代名詞，這是對禦宅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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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理解。這種長期待在家裡，不找工作，依靠父母生活或沉迷于網遊等的群體在日本被稱為啃老族或

者尼特族。 

 

服務性學習 

服務性學習是一種教學模式和方法，是一種通過社區服務來完成學習目標的學習，其本質是社會學習，

旨在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它不同于學生自願參加的社會服務活動。它必須與課堂教

學緊密結合起來，以課堂教學為核心。 

 

 

 

 

 

 

 

 

 

 

 

 

 

 

 

 

 

 

第五章: 

 研究架構 
I.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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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價值觀會影響青少年對課餘活動的選擇。 

 性別會影響青少年對課餘活動的選擇。 

  

II. 研究物件 

本報告的研究物件為 13~17 歲的澳門青少年。 

 

III. 研究方法和原因 

我們採用了配額抽樣法(280 份) ，街頭訪問(120 份)和滾雪球法(100 份) 。但實際有效問卷一共只有

319 份這三種方法。我們採用配額抽樣法的原因是不同學校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風氣導致不同的價值

觀。對不同的學校進行調查，能更平均地得出不同學校的答案。街頭訪問是分別在水坑尾和高士德進行

訪問，這能調查出這些地方附近的學校不同年齡層和不同年級的學生的現況。而滾雪球法能得出同間學

校不同年級，不同班級和不同年齡層的人的狀況。通過以上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相信能得出更精

准的答案。 

 

IV. 研究目的 

1. 了解青少年的價值觀 

2. 分析青少年的個人生活是否健康 

3. 得出青少年的價值觀是否會影響他們對課餘活動的選擇 

4. 應建立如何的教育方式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是重要的，擁有一個健康的課餘活動習慣亦是相當重要的。我們希望通過是次活

動，瞭解澳門青少年的價值觀，是否影響著對課餘活動的選擇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是否會擁有更健康的

課餘活動。從而得知澳門教育業的發展方向，應教育孩子建立一個怎樣的價值觀念。 

更希望知道會對青少年選擇課餘活動的影響因素，確立青少年選者課餘活動的原因。得出的結果不

僅會影響著我們以後的生活，更會改變以後的教育方式。 

 

 

 

 

 

 

 

V.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調查的問卷是封閉式結構問卷，問卷主要分為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受訪者性別、年齡、家庭狀況、家庭收入、宗教、參與社團的期望等背

景資料。 

第二部份：價值觀，這部分是我們認為較為普遍的價值觀，透過五分量表看出他們認為價值觀列舉

出的價值觀的重要程度。  



~ 13 ~ 
 

第三部份：課餘活動，這部份的問題包括受訪者參與體育活動和社交活動的頻率。透過五分量表看

出他們課餘時的活動分部。 

 

本研究（調查）的分折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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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結果 

一、 個人資料 

表 1.1 顯示是次研究的男女比率較為相若。男性受訪者共 160 人(50.2%)，女性受訪者共 189 人

(52.4%)。男女的平均度，能提升問卷的準確度。 

表 1.1 受訪者性別(N=319) 

 

 

 

 

 

 

 

 

 

由表 1.2 可以看出，是次研究對像是 13-17 歲的青少年。在 319 位受訪者中，16 歲的人數最多，

占 38.2%其次為 17 歲，占 32.9%。但 13、14 和 15 歲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相對來說比較少，所以可能

會出現一定的誤差。 

表 1.2 受訪者年齡分佈(N=319) 

 

 

 

 

 

表1.3顯示受訪者的家庭狀況，在319位受訪者中，單親的人數占總人數的12.2%，而雙親的人數占總

人數的87.8% ，可以看出大部份青少年都擁有一個完美的家庭。 

表 1.3 受訪者家庭狀況(N=319) 

家庭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單親家庭 39 12.2 

雙親家庭 

總和 

280 

319 

87.8 

100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3 18 5.6 

14 22 6.9 

15 52 16.3 

16 122 38.2 

17 

總和 

105 

319 

32.9 

100.0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女 

總和 

160 

159 

319 

50.2 

49.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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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顯示受訪者的家庭收入情況，在319位元受訪者中，家庭收入2萬至3萬5千的人數最多占總人數

的30.1%，其次為家庭收入1萬5千到2萬的人數，占總人數的23.2%。可以看出大部份青少年的家庭都較

為富裕，但也有12.9%的人收入偏低，為1萬以下。 

表 1.4 家庭收入(N=319) 

家庭收入 人數 百分比 

10000以下 

10000~15000 

15000~20000 

20000~35000 

35000以上 

總和 

41 12.9 

59 18.5 

74 23.2 

96 30.1 

49 

319 

15.4 

100 

表1.5顯示受訪者的宗教情況，在319位元受訪者中，有71.8%的人沒有宗教，其次有15.4%的人信奉

佛教。 

表 1.5 宗教情況(N=319) 

宗教 人數 百分比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無宗教 

總和 

21 6.6 

20 6.3 

49 15.4 

229 

319 

71.8 

100 

 

表1.6顯示受訪者的價值觀受影響情況，在319位元受訪者中，有29.8%的人受家庭教育影響最大，其

次有23.5%的人受個人經歷影響和22.6%的人受朋友的影響也較大。 

表1.6價值觀的影響狀況與人數比(N=319) 

改變價值觀的因素 人數 百分比 

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媒體信息 

朋友 

個人經歷 

50 15.7 

95 29.8 

27 8.5 

72 22.6 

75 23.5 

總和 3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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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顯示受訪者參與學校社團的期望，在 319 位受訪者中，有 57.7%的人因興趣而參加學校社團

活動，其次有 32.3%的人因期望提高自身能力而參加學校社團活動。 

表 1.7 參與社團活動的原因與人數比(N=319) 

參與社團活動的原因 人數 百分比 

興趣 

提高自身的能力 

以自利益要求前途為前提 

沒有主意 

184 57.7 

103 32.3 

23 7.2 

9 2.8 

總和 319 100 

 

 

二、 研究發現 

1. 價值觀對課餘活動的影響 

由表2.1可以看出受訪者喜歡自由會更多地出現夜歸的情況，較多出現夜歸的人會認為自由這個價值

觀重要，且情況較為顯著，為正關係，隨著對價值觀的重視程度而增加夜歸的頻率，所以自由這個價值

觀會影響青少年是否出現夜歸的情況。 

表2.1喜歡自由對夜歸的影響(N=319) 

 夜歸(12 點後) 

自由 .164** 

*P<.05 ，**P<.01，***P<.001 

 

由表 2.2 看出，孝順這個價值觀對家庭活動的影響較為顯著，且相關性較高，為正關係，越重視孝

順的人參與家庭活動的頻率越高。由此可見重視孝順這個價值觀的人會較多地參與家庭活動，與家人在

一起的時間也較多。所以孝順這個價值觀會影響青少年參與家庭活動的次數。 

表 2.2 孝順對家庭活動的影響(N=319) 

 飲茶 逛街 一起看電視 與家人談心 溫習 

孝順     .121*   .160**           .113*      .291**     .156** 

*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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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3 看出，愉快這個價值觀與家庭活動中的飲茶、逛街，一起看電視，與家人談心和溫習沒有顯

著的關係，反而是在和家人上網/電玩中有較顯著的關係，而且成正關係，上網/電玩的頻率隨著對愉快

的重視而增加。由此得出，青少年較喜愛上網電玩，並喜歡做屋內活動。 

表 2.3 重友誼對家庭活動的影響(N=319) 

 

*P<.05 

，

**P<.01

，***P<.001 

 

由表 2.4 看出愉快這個價值觀對社交中的逛街， 卡拉 OK 和聚會有很明顯的顯著性，是正相關；而

做運動和看演唱與愉快有負相關性，說明做運動和看演唱不會產生愉快感。愉快與看電影之間則沒什麼

明顯的關係，而網上聊天則與聊天沒有顯著的關係。 

表 2.4 愉快對社交的影響(N=319) 

*P<.05 ，

**P<.01，

***P<.001 

 

由表 2.5 看出重友誼對學術活動的影響，重友誼的人會較多地與同學溫習/討論，參加興趣班和比

賽，但與參加補習班沒有顯著的關係。所以，重友誼的人較多地喜歡參與那些可以與朋友互動的活動。 

表 2.5 重友誼對學術活動的影響(N=319) 

 參加補習班 與同學溫習/討論 參加興趣班 參與比賽 

重友誼 .063 .232** .143*    .124* 

*P<.05 ，**P<.01，***P<.001 

 

由表 2.6 看出愉快這個價值觀與做兼職有顯著的影響，為負關係，做兼職的數量越多越不愉快。所

以做兼職不會產生愉快感。 

表 2.6 愉快對青少年做兼職數量的影響(N=319) 

 兼職 

愉快 -.003 

*P<.05 ，**P<.01，***P<.001 

2. 家庭狀況對價值觀的影響 

由表 2.7 看出，家庭狀況與價值觀比較的平均數徘徊在 3.9~4.3 之間，皆屬一般以上。所以普遍來說， 

無論是單親家庭的還是雙親家庭的家庭狀況都不會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所以家庭狀況與青少年的價值

觀沒有顯著的關係。 

 

表 2.7 家庭狀況對價值觀的影響(5 分為滿分) (N=319) 

 
飲茶     逛街    一起看電視    與家人談心 溫習 上網/電玩 

 愉快 .028     .107 .110 .064 .056 .147** 

 逛街 卡拉 OK 做運動 看演唱會 看電影 聚會 網上聊天 

愉快 .217** .123* -.012 -.038 .050 .111*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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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狀況      平均數 T 值 P 值 

孝順 單親家庭     4.08 -1.007 .315 

 雙親家庭       4.21 -.934 .355 

自尊 單親家庭 3.92 -1.266 .206 

 雙親家庭 4.10 -1.583 .119 

平等 單親家庭 4.10 -.502 .616 

 

獨立                    

 

 

私隱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雙親家庭 

4.18 

4.13 

3.90 

4.26 

4.30 

-.445 

1.589 

1.634 

-.291 

-.309 

.658 

.113 

.109 

.772 

.759 

 

3. 其他 

由表 2.8 看出年齡層與做兼職的關係，16 歲先開始可以做兼職，但 16 歲前就有青少年參與兼職，

17 歲開始逐漸多人做兼職，而且人數也不是少數。所以兼職走向大眾化，但上表 2.6 提及，青少年做兼

職並不會產生愉快感，所以青少年做兼職的原因與愉快沒有關係。 

表 2.8 年齡與兼職的關係(N=319) 

兼職 
年齡   

總數 
  

13 百分比 14 百分比 15 百分比 16 百分比 17 百分比 百分比 

沒有兼職 16 88.90% 16 72.70% 47 90.40% 113 92.60% 82 78.10% 274 85.90% 

有兼職 2 11.10% 6 27.30% 5 9.60% 9 7.40% 23 21.90% 45 14.10% 

總數 18 100.00% 22 100.00% 52 100.00% 122 100.00% 105 100.00% 319 100.00% 

 

由表 2.9 看出性別與社交的關係，男女參與各樣社交的平均數的數值差都小於 1，得出性別對參與

社交的次數是沒有關係的。 

表 2.9 性別與社交的關係(N=319) 

 性別 平均數 T 值 P 值 

做運動 男 3.26 3.818 .000 

 女       2.77 3.818 .000 

玩網遊/去網吧 男 2.01 5.348 .000 

 女 1.38 5.355 .000 

夜歸(12點後) 男 2.55 3.912 .000 

 

卡拉OK 

女 

男 

女 

2.06 

2.21 

2.40 

3.914 

-1.622 

-1.621 

.000 

.106 

.106 

 

 



~ 21 ~ 
 

由表 2.10 看出 17 歲的青少年較多次數地出現夜歸，而且是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但年齡較少的青

少年都有出現夜歸的情況，好的習慣是由小養成的，所以我們應該從小建立好的習慣。 

表 2.10 年齡與夜歸(N=319) 

夜歸(12點後) 
  年齡    

總數 百分比 
13 百分比 14 百分比 15 百分比 16 百分比 17 百分比 

從不 8 44.40% 5 22.70% 14 26.90% 44 36.10% 26 24.80% 97 30.40% 

很少 8 44.40% 6 27.30% 17 32.70% 30 24.60% 32 30.50% 93 29.20% 

有時 1 5.60% 6 27.30% 11 21.20% 33 27.00% 28 26.70% 79 24.80% 

經常 0 0.00% 3 13.60% 7 13.50% 12 9.80% 13 12.40% 35 11.00% 

極多 1 5.60% 2 9.10% 3 5.80% 3 2.50% 6 5.70% 15 4.70% 

總數 18 100.00% 22 100.00% 52 100.00% 122 100.00% 105 100.00% 319 100.00% 

. 

由表 2.11 看出年齡與賭博是沒有關係的，不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及。但也有小部份的青少年參與

賭博，但澳門新修訂的合法賭博年齡為 21 歲，而我們所調查的年齡層並不應該參與賭博，所以這需要

澳門政府的大力規管。 

表 2.11 年齡與賭博(N=319) 

賭博 
年齡   

總數 百分比 
13  百分比 14  百分比 15  百分比 16  百分比 17  百分比 

  

從不 17 94.40% 19 86.40% 40 76.90% 99 81.10% 80 76.20% 255 79.90% 

很少 1 5.60% 1 4.50% 4 7.70% 19 15.60% 16 15.20% 41 12.90% 

有時 0 0.00% 1 4.50% 5 9.60% 3 2.50% 7 6.70% 16 5.00% 

經常 0 0.00% 0 0.00% 2 3.80% 1 0.80% 1 1.00% 4 1.30% 

極多 0 0.00% 1 4.50% 1 1.90% 0 0.00% 1 1.00% 3 0.90% 

總數 18 100.00% 22 100.00% 52 100.00% 122 100.00% 105 100.00% 31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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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總結及建議 

一、 總結 

從這次的研究發現 

I. 青少年的價值觀影響他們對課餘活動的影響 

由以上數據對出，我們的假設一是正確的，價值觀會影響青少年對課餘活動的。就例如： 

1. 價值觀──自由，會對青少年的夜歸頻率產生影響。越注重自由的人，出現夜歸的頻率越高。 

2. 價值觀──孝順，會對參與家庭活動的頻率產生影響。認為孝順越重要的人，會較多地與父母進行

家庭活動。 

3. 價值觀──重友誼，會對幫助同學温習的頻率產生影響。越重友誼的人越熱心幫助同學温習。 

 

II. 青少年的價值觀主要受家庭教育的影響 

青少年的價值觀主要受以下四方面的影響: 

1.家庭的栽培 

2.學校的教育 

3.朋友的影响 

4.個人經歷 

由问卷数据得出，有接近三成的青少年認為對自己的價值觀最有影響的是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導師，所以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III. 性別不會影響青少年參與社交的頻率 

IV. 由上表 2.9 中可以看出，性別不會影響青少年參與社交的頻率，由此可見，性別不是一樣可以影響

課餘活動的變量。也推翻了我們的假設二（課餘活動會受性別的影響），但也更顯著地看出，價值

觀會對青少年的課餘活動產生影響，而且是非常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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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青少年选择学校的社團活動多數是因為興趣 

數據顯示，青少年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多是興趣所驅，而其次才是為了提高自身能力而參加課外活動

的，所以學校社團活動的多樣化才能吸引青少年參與，而參與的頻率與青少年對所選擇的活動的感興趣

程度有一定的關係. 

VI.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青少年价值观的偏差 

孝順在中國人的眼是非常重要的，有句古語叫「百善孝為先」，所以在問卷中最多人選擇孝順是重要的，

但孝順這個價值觀對參與家庭活動（例如：和家人一起看電視、飲茶和談心的）的頻率沒有什麼影響，

可能青少年認為孝順與一起活動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愉快這個價值觀與家庭活動中的飲茶、逛街、一起

看電視、 與家人談心和溫習沒有顯著的關係。但與父母一起玩網上遊戲的時候所投獲取的偷快感卻較

高，看來青少年寧願在家對着電腦也不喜歡陪父母逛街，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VII. 青少年做兼職的百分比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數據顯示，17 歲開始逐漸多人做兼職,而且人數也不是少數.所以兼職走向大眾.他們大概有幾個目的，

例如：賺錢和累積經驗.但他們在做兼職的途中不會感到偷快。但是 16 歲才是適合做兼職的年齡，但 13

－15 歲有做兼職的人，佔做兼職人數的 48%。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政府需要加強對僱主的監管。 

 

VIII. 青少年齡與賭博的關係 

根據數據顯示青少年的年齡和賭博是沒有關系，是因為澳門規定最少進入賭場的年齡是 21 歲，但在我

們的調查中有一些青少年是未夠年齡但也參與過賭博．賭博行為對青少年以後的人生有很重大的影響，

所以需要政府加強監管，這不僅能杜絕青少年沉迷賭博，更能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為青少年建立

一個優良的成長環境。 

二、建議 

1. 青少年應多做運動 

通過研究調查，發現價值觀是會影響青少年對課餘活動的選擇。現時的青少年不太熱衷於做戶

外活動，經常性地宅在家中。長期下去，會對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所以我們

需要擁有一個良好的體魄。想擁有一個良好的體魄，就必須多做運動。 

 

2. 多組織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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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青少年是被動的，只有被邀請，被相約才會踏出家門。所以就需要一個領頭人發起邀請。

在適當的時候，老師、家人或社團會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美國研究發現，

養成一個習慣需要 21 天，就是說，當我們不斷做一件事，不久之後，就會成為習慣。當青少年建

立一個常參與戶外活動的習慣，就會減少宅在家中的時間，才能讓生命更多姿多彩。 

 

3. 讓父母為孩子建立多元化的價值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導師，如果父母能夠擁有多元化的價值觀，健康的生活規劃，亦會對孩子

產生很重要的影響。在孩童時期，孩子會潛移默化地學習父母的習慣。青少年在小的時候擁有一個

健康的習慣，就可以在以後的成長道路上更有規劃。所以父母在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的同時，也應為

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在父母的影響下，青少年更容易建立多元化的價值觀，建立多元化的價值觀能增加青少年的課

餘興趣，讓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發展自我，提升自我素質。 

 

4. 增加活動設施和場地 

澳門是一個地少人多的地方，活動場地也不太充足，根據澳門青年研究協會的某位碩士生所做

的研究報告顯示：本澳中學生對本澳公共體育設施的總體滿意程度一般，表示‚滿意‛或‚非常滿

意‛的受訪者不足兩成，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表示‚不太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

受訪者超過兩成。 

由此可見，本澳中學生井不滿意現時的活動設施，這也是造成青少年喜歡宅在家的原因之一。

所以政府應該增加更多的活動場地，並加以宣傳。 

 

5. 多宣傳課餘的活動 

參加課餘活動能讓青少年的課餘時間更加充實。有些活動是因為缺乏宣傳而導致了青少年錯過

了某些感興趣的活動。有某部分的青少年想參與課餘活動，卻找不到心儀的活動。所以宣傳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就好像钜記和咀香園那樣，因為钜記知道宣傳的重要性，它在發展的同時，不斷宣傳

它的品牌，所以它的知名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反觀咀香園，因為不知道宣傳的重要性，知名

度慢慢下降，即使是百年老牌，也逐漸門前冷落鞍馬稀。當它意識到需要宣傳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6. 推行服務性學習計畫 

服務性學習是社會學習，旨在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與公民意識。它不同于學生自願參加

的社會服務活動。它必須與課堂教學緊密結合起來，以課堂教學為核心。在這過程當中能提升學生

的社會參與度，培養他們對時事的分析能力，跟上社會的進步步伐。 

在這忙碌當中，能減少青少年宅在家中的時間，通過社會實踐增長青少年的社會經驗，明白到

父母的辛苦。不僅能提升青少年的素質，更對青少年往後的價值觀造成一定的影響，建立一個較為

正確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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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 

價值觀對青少年課餘活動的選擇 

您好: 

感謝同學們在百忙之中抽時間填答這問卷,令本問卷具有代表性和參考價值,謝謝! 

研究的目的:研究青少年因價值觀的不同而對課餘活動的選擇 

程序:你將會完成一份關於價值觀的問卷,大約需時 10~15分鐘 

本問卷以不記名形式進行,所收集資料絕對保密,僅容許獲授權之研究人員取閱,絕

不會對外公開,因此,敬請安心作答.同學們的參與純屬自願性質,同學們可以隨時退出此

調查.如閣下對此問卷有任何疑問,電郵至 1063611291@qq.com查詢。 

 

 

第 1部分 

個人資料 

1.性別:○1  男○2  女  

2.年齡:_____ 

3.家庭狀況:○1  單親○2 雙親 ○3 其他:_______ 

4.家庭收入(月入):○1  1萬以下   ○2 1~1.5萬    ○3 2~2.5萬 

○4 2.5~3萬   ○5 3萬以上 

5.宗教:○1 基督教  ○2  天主教   ○3  佛教    ○4 無宗教 ,其他:_______ 

6.你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受甚麼影響最大： 

 ○1 學校教育  ○2  家庭教育  ○3  媒體信息   ○4 朋友圈子  ○5  個人經歷 

7.你參加校園社團活動的期望 

○1 興趣○2  提高自身的能力○3 以自利益要求前途為前提 

○4 沒有想法,父母要求 ,其他:_________                          

 

      第 2部分 價值觀 

請按照你的個人理解,衡量以下價值觀對你的重要程度。數字越高，該價值觀對你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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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不重要  不重要  一般 重要  極重要 

                    1       2      3     4      5   

1. 孝順                                         

2. 尊重                                         

3. 追求物質                                     

4. 自由                                  

5. 守法/自律/守紀                            

6. 平和                                   

7. 愉快                                 

8. 社會公義                               

9. 仁慈                                 

10. 追求刺激                               

11. 自尊                                 

12. 重友誼                                

13. 平等（大家機會均等）                            

14. 富有                                 

15. 謙虛                                 

16. 私隠                                 

17. 獨立                                     

 

           第三部分餘暇活動 
請按照你的個人生活,看看你參加該活動的次數 

1.體育類(３個月以內)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極多  

  1       2       3       4       5    

○1 跑步                                                       

○2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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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乒乓球                                                   

○4 劍擊                                                     

○5 博擊運動                                                 

(例:柔道/跆拳道/空手道等)         

○6 足球                                       

○7 籃球                                       

○8 冰上運動                                     

(例:溜冰)          

○9 田徑                                                     

(例:長短跑/跳高,遠/鉛球/標槍等)                                

○10保齡球                                                   

○11桌球                                                     

○12單車                                                      

○13舞蹈                                                     

○14跳繩                                                       

 

2 .社團/宗教活動(３個月以內)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極多 

                                1      2       3        4       5  

○1 教會聚會                                               

○2 音樂社團                                               

○3 義工活動                                               

○4 校園社團和興趣班                                       

○5 社會服務機構                                           

(例如:青年中心,社區中心)          

 

3.學術活動(3個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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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補習班                                             

○2 與同學溫習/討論                                        

○3 參加興趣班                                             

○4 參與比賽                                               

 

4.家庭活動(3個月以內)     

○1 飲茶                                                   

○2 行街                                                    

○3 一起看電視                                             

○4 與家人一起談心/聊天                                    

○5 溫習/看書                                              

○6 上網/電玩                                                 

 

5.社交(３個月以內)         從不    很少   有時   經常   極多 

                            1        2       3       4       5  

○1 行街                                                  

○2 卡拉 OK                                              

○3 做運動                                                

○4 看演唱會                                              

○5 看電影                                                

○6 聚會                                                  

○7 玩網遊/去網吧                                         

○8 賭博                                                  

○9 與異性交往(俗稱拍拖)                                  

○10網上聊天                                              

○11夜歸(12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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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兼職  

1.无兼職           (如无兼职,以下 问题无须作答) 

2.有兼職           

3.兼職時間: ○1 半年以下    ○2 半年至 1年    ○3   1~2年  

○4  3年        ○5 3年以上 

4.兼職原因: ○1 打發時間     ○2 賺錢         ○3 與朋友一起 

○4 累積經驗     ○5 其他:________ 

 

             多謝合作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