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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運動對人體有益，而且運動是我們學生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我們通過是次

研究瞭解澳門青少年運動的情況，從而找出影響本澳青少年運動量的因素，繼而

一邊向澳門青少年提出一些建議，使青少年更好地參與運動。而整體研究發現本

澳青少年都較喜歡做運動，但普遍青少年運動量不足。其中影響本澳青少年做運

動的因素主要是由學校給予的過多的作業和測驗帶來的學習壓力，導致青少年運

動量減少，還有一個因素是政府體育設施的分佈情況不足，一般他們大多在學校

做運動。雖然政府的體育設施質量不錯，但美中不足的是體育設施數量不足，出

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且本澳青少年運動的選擇不夠多樣化，導致普遍青少年少

用政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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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運動是我們學生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運動能夠強壯我們的身體。中國公共

健康網(一個面向中國公眾提供與健康相關的新聞快訊、生活保健、尋醫問藥等

全方位、可靠、權威的公益性的科普健康網站。)的《我們能從運動中獲得成就

感嗎？》一文提到：「參與體育運動總會遇到一些困難。在面對一個自己從未嘗

試過的新的活動時，往往要克服自己的恐懼感才能完成，而一旦完成，我們就會

體驗到一種成就感。」我們很容易就在運動中找到滿足感，成就感，也間接地令

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地成長。運動能夠培養出青少年正確的競爭意識，驅使他們

有著積極的價值觀去面對人生，正如奧林匹克運動格言：更快，更高，更強。鼓

勵人們擁有奧林匹克運動精神，將這種精神應用在生活中，遇到困難時迎風破

浪，逆流而上，能夠擁有這種的心態去做事情就能夠更加如魚得水。 

  運動可以解決生活中的壓力，台灣運動健康學會《運動是消除壓力的不二法

門》提到：「運動是消除壓力的不二法門，運動可以消耗壓力荷爾蒙、提高胰島

素敏感性等。過去 20 多年來，歐美各先進國家開始提倡由工作場所推動健康促

進活動。」青少年現今的普遍壓力是學業問題，即使運動不能夠完全根治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暫時性地轉換心情，建立一種好的心態去重新振作，努力解決問題。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組台灣運動健康學會《運動是消除壓力的不二法門》文

中提到：「因為和團隊運動相比，進行個人運動時，是較缺乏社會互動的。團隊

運動不單純只是運動，而像是小型社會的縮影，在團隊中透過與他人互動的刺

激，有助青少年藉此學習到團隊合作、社交技巧，進而更能融入整個團體之中，

因此團隊運動除了能有助提升中學生的活力外，自然也有助於改善其生活滿意

度。」朋友之間互相影響的趨勢下，青少年經常因與朋友一起為由做運動，所以

朋輩的建議對於增加運動量是十分有幫助的。更何況運動可以認識不同類型的朋

友，人與人之間以運動去建立友誼。運動既可認識新朋友，亦可增進朋友之間感

情，何樂而不為？ 

  對於現在澳門在發展運動體育上仍有不足，十分需要青少年的參與，配合上

社會的趨勢，努力發展運動事業是現今青少年應該去推廣的，青少年是未來社會

的棟樑，我們應該在花樣年華的時候推動澳門的運動事業，大家都有一份責任，

如果大家都肯盡一分力，讓青少年增加他們的運動量，使他們有一個健康的身心

發展，那麼他朝一日澳門為運動型的休閒城市就指日可待。 

  我們做這次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知道青少年參與運動的情況，找出青少年做運

動因素，從而研究分析因素中的各種可能性，系統地整理數據，以數據去支持我

們的調查，再寫出書面報告來完成我們的研究調查。再給予政府一些建議能夠改

善澳門青少年運動的意欲，從而讓青少年有合適的場地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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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1.運動的益處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網站(2001)指出現今大多都市人平均每星期的

運動量都少於一小時。其實這並不足夠的，他們忽略了運動對人體健康的重要。

作為都市人，我們的體能有每況愈下之勢，都是拜缺乏運動所賜，很多都市人患

上退性化疾病，都是跟缺乏運動有關。 

1.1 生理健康 

 美國《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1996 l》一份權威兼具影響

力，有關體力活動與健康的報告《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指出，有規律地參與體力活動（physical activity）是其中一個最

具成效以降低肥胖、冠心病、糖尿病、癌症、中風、高血壓、骨質疏鬆症和精神

優傷等風險的方法。 

1.2 心理健康 

  公職臨床心理師柯俊銘發表在自由時報說表示，運動對心理有以下的好處 

例如能夠調整心情：運動會刺激腦部分泌一些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會引發快

樂、放鬆感受的出現。另外，美國佛蒙特大學學者發現，這樣的效果事後可以達

到 12 個小時之久。重要的是能夠紓解壓力：運動可以緩衝我們的壓力，減輕壓

力造成的不適。運動時，個人也較能專注在做運動的感受，而暫時忘記不快樂的

事情，而且 能夠增加自信：經常運動會令人產生不錯的正向意念，從中獲得的

成就感也會強化自我價值，進而提升個人自尊。其外還能夠幫助睡眠和改善腦

力。專家指出，相對於無運動習慣者，有運動習慣者往往入睡會較快，睡得比較

沉，且持續時間也較久。隨著老化，大腦的認知功能（如記憶力和注意力等）也

會變差，而運動可以保養腦機能，減緩不靈光的情形出現。 

  所以說體適能較好的人，健康狀況較佳，比較不容易生病，身體運動能力亦會

較好。身體活動能力較強，對兒童及青少年身心的成長或發展都有正面的幫助。 

 

2.公共體育設施 

在“第三屆全國體育產業學術會議”之《淺析澳門體育產業現狀與發展對策研

究》專題報告論文上，指出由於部分運動如籃球及羽毛球等的需求較大，部分公

共體育設施提供場地的數量及可使用時間仍有所不足，而且在免費或較便宜的收

費福利下使用人數眾多，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時有發生。相反，部分體育場館位

元元於較偏遠的酒店博彩娛樂區，交通較為不便、可提供的體育運動仍相對較

少、且周邊缺乏餐飲、娛樂、休閒及購物等設施的供應，以致使用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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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壓力大影響運動量 

  資訊時報表示根據 2010 年中國國民體質監測結果，中國青少年學生體能素

質整體下降。特別是高中生，目前，高中生普遍存在體力差的問題，這主要體現

在心肺功能水準下降，以及力量減退上。國內要面臨高考的學生因壓大過大，為

了高考用僅餘的空閒時間不斷溫習，導致沒有時間做運動，運動量大幅下降.其

實運動是消除壓力的不二法門，但是因為學習壓力大而導致運動量減少，這又是

否矛盾呢? 

 

第三章  研究架構 

3.1 研究目的 

我們通過是次研究瞭解澳門青少年運動的情況，從而找出影響本澳青少年運

動量的因素。繼而一邊向澳門青少年提出一些建議，也向政府提出一些協助改善

體育設施規劃的一些建議，從而使青少年更好地參與運動。 

 

3.2 研究名稱 

澳門青少年參與運動的情況之研究 

 

3.3 問卷設計 

  本研究運用量性研究中的問卷調查方法，以自填問卷及訪問形式收集資料數

據。問卷分四部份，共２７題。 

 第一部份：為個人資料。以瞭解受訪青少年性別、年齡、就讀年級、居住

地區等基本資料。 

第二部份：為受訪青少年參與運動的情況。通過瞭解受訪青少年對運動的

熱愛程度，運動量，運動的類型等，讓我們更易瞭解普遍青少

年的運動情況。 

第三部份：為受訪青少年對政府體育設施的看法，通過瞭解受訪青少年對政

府體育設施的使用情況、次數、滿意程度等，讓我們更易瞭解普

遍青少年對政府設施的看法。 

第四部份：為受訪青少年對學習和運動的看法。通過瞭解受訪青少年對於壓

力及運動的想法，從而找出現今青少年的學習壓力與運動量之間

的關係。 

 

3.4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研究對象為十三歲至廿一歲澳門青少年，共派出 395 份問卷，共收回 379 份

有效問卷。 

 



7 
 

自填問卷主要向澳門中學發信邀請參加，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樣本。透過網

絡將約四十間學校隨機抽取了五間學校發信，而回信答應的有兩間中學。收集得

317 份有效問卷。 

而以訪問形式進行研究的方法，是在街道上尋找中學生，以自填或問答形式

完成問卷。收集得 62 份有效問卷。 

 

第四章  調查限制 

    是次研究採用兩種抽樣，一種（317 份）是用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五間(只有

兩間接受問卷)學校，問卷通過學校轉發給該校學生，調查結果可能會因此受到

影響，對研究調查結果造成一定偏差。另一種（62 份）是用非概率抽樣的方式，

在街頭派發問卷，調查結果也可能受到影響，但廢卷出現的機率會較前者低。由

於兩種方式都是用自填問卷的形式進行，所以收回的問卷中有可能出現「遺失」

(Missing Answer)或非完整回答的情況，也可能會出現胡亂作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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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5.1.1 性別的分佈 

 

表5-1-1顯示受訪青少年的性別分佈狀況，男女性受訪青少年各佔49.2%及

57.4%。 

 

5.1.2 年齡的分佈 

表5-1-2(n=379) 

年齡 數量 有效百分比 

 13~15歲 112 29.6 

16-18歲 246 64.9 

19-21歲 180 5.5 

合共 379 100.0 

表5-1-2顯示受訪青少年的年齡分佈狀況，大部分受訪青少年年齡介乎16到18

歲，共佔64.9%。(n=379) 

 

5.1.3 年級的分佈 

表5-1-3(n=379) 

年級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初中 111 29.3 

高中 268 70.7 

合共 379 100.0 

表5-1-3顯示受訪青少年的年級分佈狀況，大部分受訪青少年就讀於高中，有

近70%。 

 

 

 

 

 

 

          表5-1-1(n=379) 

性別 數量 有效百分比 

 

男性   186 49.1 

女性 193 50.9 

合共 3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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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居住地區的分佈  

表5-1-4(n=379) 

        地區 數量 有效百分比 

 花地瑪堂區 256 67.5 

聖安多尼區 42 11.1 

大堂區 24 6.3 

望德堂區 32 8.4 

風順堂區 4 1.1 

嘉模堂區 15 4.0 

聖方各濟堂區 6 1.6 

合共 379 100.0 

表5-1-4顯示受訪青少年的居住地區分佈，大部份受訪青少年居住於花地瑪堂

區，佔67%。 

 

第二部分 青少年參與運動的狀況 

5.2.1 對做運動的喜愛程度 

表5-2-1(n=379) 

您喜歡做運動嗎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喜歡 294 77.6 

不喜歡 85 22.4 

合共 379 100.0 

表5-2-1顯示，大部份青少年都喜歡做運動，有77.6%。 

 

5.2.2 過去一個月內曾否做過運動 

表5-2-2(n=379) 

您過去一個月內有沒有做過運動 數量 有效百分比 

 有 346 91.3 

沒有 33 8.7 

合共 379 100.0 

表5-2-2顯示，大部份青少年在過去一個月都有做過運動，有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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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過去一個月未能做運動的原因(可多選) 

表5-2-3(n=33) 

表5-2-3顯示，大部分過去未能做運動的原因是學業繁忙、沒有興趣和時間不

足。 

 

5.2.4 過去一個月做運動的次數 

表5-2-4(n=346) 

您過去一個月內做運動的次數 數量 有效百分比 

 

0-8次 208 68.1 

9次以上 138 31.9 

合共 355 100.0 

表5-2-4顯示，68.1%的受訪青少年過去一個月做的次數為0到8次，屬運動量

較少。剩下31.9%的青少年，屬運動量較多。 

 

5.2.5 過去每次運動的時間 

表5-2-5(n=379) 

您過去每次運動多少小時 數量 有效百分比 

 

1小時以下 123 32.5 

1-2小時 166 43.8 

2-3小時 57 15.0 

3-4小時 18 4.7 

4小時以上 15 4.0 

合共 379 100.0 

表5-2-5顯示，受訪青少年運動的時間多數介乎於1-2小時，有43.8%，其次是

1小時以下，有32.5%。 

 

小結：是次研究發現澳門青少年大部分都喜愛運動，不同年齡，不同年級在對運

動的喜愛與運動量無太大差異，「性別」及「居住地區」與青少年參與運

動的次數無顯著關係，而且多數青少年在過去一個月內都有做運動，而在

過去一個月內沒有做運動的青年則多以學業繁忙，沒有興趣和時間不足為

由而沒有做運動，青少年每次運動的時間大多介乎 0-2 小時，說明青少年

       其中最多人選的三原因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學業繁忙 21 63.6 

沒有興趣 14 42.4 

 時間不足 1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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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運動的時間不足夠，沒有得到充分的鍛鍊。 

 

第三部分 青少年使用政府體育設施的情況 

5.3.1 運動的地點(可多選) 

表5-3-1(n=346) 

您平時在甚麼地方做運動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學校 295 77.8 

家裡 124 32.7 

室外球場 107 28.2 

政府體育設施 127 33.5 

表5-3-1顯示，受訪青少年平時多數在學校做運動，有77.8%，其次是在政府

體育設施做運動，有33.5%。 

 

5.3.2 曾否使用過政府體育設施 

表5-3-2(n=379) 

您有使用過政府的體育設施嗎 數量 有效百分比 

 

有 237 62.5 

沒有 142 37.5 

合共 379 100.0 

表5-3-2顯示，超過62%受訪青少年都曾使用過政府體育設施，其餘的37.5%

青少年未曾使用過政府體育設施。 

 

5.3.3 過去一個月使用政府體育設施的次數 

表5-3-3(n=379) 

您過去一個月使用政府體育設施的次數 數量 有效百分比 

 0次 151 39.8 

1次-3次 161 42.5 

4次-6次 32 8.4 

7次-9次 11 2.9 

10次或以上 24 6.3 

合共 3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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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對政府體育設施的設備滿意程度 

表5-3-4(n=373) 

您對所使用過的政府體育設施中的設備滿意程度 數量 有效百分比 

 

滿意 294 78.9 

不滿意 79 21.1 

合共 373 100.0 

表5-3-4顯示，大部分受訪青少年都滿意政府體育設施中的設備，有78.9%，

只有21.1%青少年不滿意。(當中有6人沒有填寫) 

 

5.3.5 對政府體育設施的分佈情況滿意程度 

表5-3-5(n=374) 

您對政府整體的體育設施分佈情況的滿意程度 數量 有效百分比 

 

 滿意 217 58.0 

不滿意 157 42.0 

合共 374 100.0 

表5-3-5顯示，有58.0%受訪青少年滿意政府體育設施的分佈情況，有42.0%青

少年不滿意(當中5人沒有填寫) 

 

5.3.6 過去一個月曾使用哪類設施(可多選) 

表5-3-6(n=388) 

您過去一個月曾使用政府哪類設施 數量 有效百分比 

 

籃球場 109 28.1 

青年中心 106 27.3 

羽毛球場 97 25.0 

表5-3-6顯示，最多受訪青少年過去一個月曾使用以上三種設施，分別是籃球

場、青年中心及羽毛球場，各佔28.1%，27.3%及25%。 

 

5.3.7 對過去一個月曾使用過的設施的滿意程度(可多選) 

表5-3-7 

您對所使用過的政府體育設施的滿意程度 滿意的數量 有效百分比 

 

籃球場(n=244) 196 80.3 

青年中心(n=207) 173 83.6 

羽毛球場(n=215) 160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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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7顯示，大部分受訪青少年都對過去使用過以上三種設施表示滿意，分

別是80.3%，83.6%及74.4%。 

 

5.3.8 輪候政府體育設施的時間 

表5-3-8(n=232) 

 數量 有效百分比 

 
0-20分鐘 112 48.3 

20分鐘以上 120 51.7 

表5-3-8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受訪青少年等候政府體育設施的時間都要20分鐘

以上。(當中156不需填寫) 

 

5.3.9 住所附近的體育設施 

表5-3-9(n=379) 

您的住所附近有哪類政府體育設施 有的數量 有效百分比 沒有的數量 有效百分比 

 

籃球場 188 48.5 200 51.5 

羽毛球場 125 32.2 263 57.8 

 足球場 88 22.7 300 77.3 

 有家樂徑 46 11.9 342 88.1 

 單車徑 30 7.7 358 92.3 

 網球場 28 7.2 360 92.8 

 青年中心 119 30.7 269 69.3 

表5-3-9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受訪青少年的住所附近並沒有以上的設施，特別

是網球場、單車徑及家樂徑，沒有的分別各為92.8%，92.3%及88.1%。而最多青

少年住所附近有的設施分別是籃球場及青年中心，各佔48.5%及30.7%。 

 

5.3.10 希望增添的體育設施(可多選) 

表5-3-10(n=379) 

您希望政府應該增添哪些體育設施 數量 有效百分比 

 

單車徑 213 54.9 

羽毛球場 162 41.8 

籃球場 161 41.5 

表5-3-10顯示，受訪青少年最希望政府增添單車徑，有54.9%，其次是羽毛球

場及籃球場，各佔41.8%及41.5%。 

 

小結：從以上的分析得知，青少年做運動的地點多在學校，其次為政府體育政施。

青少年大多使用過政府的體育政施，但次數卻較少，青少年對體育設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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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比較滿意，但對體育設施的分佈情況卻不太滿意，可見政府在體育

設施的“質”上做得不錯，但“量”卻不足，政府的體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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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影響青少年運動量的因素 

5.4.1 會減少運動量的原因 

表5-4-1 

問題 同意的數量 有效百分比 

    1.過多的功課量會減少您的運動量(n=377) 303 80.4 

        2.過多的測驗考試會減少您的運動量(n=377) 312 82.8 

    3.學習壓力大會減少您的運動量(n=377) 261 69.2 

表5-4-1顯示，受訪青少年認為這三個原因是最主要減少運動量的原因，各佔

80.4%，82.8%及69.2%。(當中2人沒有填寫) 

 

5.4.2 增加運動量的原因 

表5-4-2 

問題 同意的數量 有效百分比 

1.朋友與您一起做運動會增加您的運動量(n=376) 345 91.7 

    2.家長的鼓勵會增加您的運動量(n=378) 259 68.6 

    3.政府獎勵政策會增加您的運動量(n=377) 235 62.3 

表5-4-2顯示，受訪青少年認為這三個原因是最主要可以增加運動量的原因，

特別是問題1，有超過9成的人同意，另外各為68.6%及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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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總結 

整體研究發現 

 

 1.本澳青少年都較喜歡做運動 

澳門的青少年(不論男或女，初中或高中的學生)都有接近八成人喜歡做運

動，而他們的運動類型傾向於羽毛球，跑步和籃球，運動類型不外乎常見

的幾類。 

 

 2.本澳青少年運動的選擇不夠多樣化。 

   研究調查指出受訪青少年皆以跑步，打籃球，打羽毛球為多，其他運動則較

少參與，而最多人喜愛的跑步並不需要政府的體育設施，但青少年對籃球

場，羽毛球場的需求大，而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足，應該增設多些本澳青少

年喜愛的運動的場所。 

  

 3.普遍青少年運動量不足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青年做運動的地點近半數為學校，澳門預約運動場地困

難，以致青少年做運動的時間相對減少，一般青少年一個月平均做運動的次

數只有一到四次，每次大概一至兩小時，且一般場地的預約時間大多有著一

小時的限制，因而只能做一至二小時的運動，由此可見，現今澳門青少年的

運動量並不足夠，得不到充分的鍛煉，可能導致本澳青少年體質下降，較易

患病。 

 

 4.青少年大多在學校做運動 

  現今青少年大多數都在學校做運動，因為學校提供體育課和體育設施給學生

們做運動，但無奈澳門學生大多數一星期只有兩或三堂體育課，而一堂只有

四十分鐘，且學校體育設施的開放時間並不足夠，也沒有相關資訊說明學校

設施的開放時間，使青少年運動場地的選擇減少，令青少年的運動量過少。 

 

  5. 普遍使用過政府體育設施的受訪青年對政府的體育設施評價良好近八成受 

訪青少年滿意政府體育設施中的設備，但只有不到六成滿意政府體育設施的

分佈情況，由此可見雖然政府的體育設施質量不錯，但美中不足的是體育設

施數量不足，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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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普遍青少年少用政府設施 

  雖然本澳青少年除了在學校做運動的時間最多，其次則是政府體育設施，但

是青少年卻少用政府體育設施，原因並不是青少年不滿意政府體育設施，

而是接近一半青少年不滿意政府體育設施的分佈情況。青少年對籃球場的

需求最大，還有許多的青少年喜愛打羽毛球，但是本澳的羽毛球場卻並不

足夠。此外，超過半成的青少年希望政府增添單車徑。 

 

 7.本澳體育設施不足，學習壓力影響青少年做運動 

  研究指出影響本澳青少年做運動的因素主要是由學校給予的過多的作業和

測驗帶來的學習壓力，導致青少年運動量減少。而政府一些政策和所舉行

的體育活動都會增加青少年的運動量。當然，有朋友一起做運動能夠增加

青少年的運動量，反而家長所給予的壓力不會減少青少年的運動量。 

 

 

 

 

 

 

 

 

 

 

 

 

 

 

 

 

 

 

 

 

 

 

 

 

 

 



18 
 

第七章 建議 

我們從研究中發現有以下幾點作出建議： 

1. 合理規劃政府的體育設施 

通過研究發現較多青少年傾向打羽毛球和籃球，而且多數人都希望政府增添

羽毛球場和籃球場，並且在他們的住處附近沒有或很少羽毛球場的體育設

施。所以，政府應該在本澳青少年密集的住宅區增添籃球場和羽毛球場的場

地供應。 

 

2. 改善政府的體育設施的租借系統 

通過研究發現，超過一半本澳青少年輪候政府體育設施都超過二十分鐘，我

們建議政府簡化租借場地的手續，在網站上列明清楚場地的介紹，從而使青

少年能更好地的瞭解政府體育設施的分佈、設備及使用情況。 

 

3. 與學校合作，在閒時開放學校球場讓大眾使用 

受訪青少年大多數都在學校做運動，有 77.8%的人。所以我們建議政府能與

學校合作，在平日的晚上和假期能開放給大眾免費使用，提供足夠的場地。 

 

4. 增設單車徑，單車租借系統 

響應全球環保之際，單車成為取代公共交通工具的其中一種出行工具。通過

研究發現，有超過一半的受訪青少年希望增設單車徑。我們建議政府參考鄰

近地區的政策，在澳門道路劃分單車徑，並在其中增設單車租借點，就像廣

州或中山那樣,設立一些公共單車租借點，令人們能以單車代步，這樣既能

響應環保，又能做運動強身健體，方便沒有單車的居民可為一舉多得。 

 

5. 減少青少年的學習壓力 

通過研究發現，學習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青少年的運動量，我們建議學校

應著重注意學生的運動狀況，強化學生的身體素質，這樣才能在學習上發揮

得更好。 

 

6. 學校方面減少學生壓力，合理安排時間 

通過研究發現，有多數的受訪青少年都認同學習壓力、測驗考試會減少自身

的運動量，在現今如此緊張的教育制度下，課程十分趕今天剛學完新知   

識，第二天就會學其他的知識，其實有不少同學是跟不上進度的，今天的知

識還沒有完全掌握，但第二天就要學習新的知識，來不及吸收，所以這批學

習能力相對差的學生在接下來要面對的測驗和考試就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去

溫習。而且很多科的老師也會安排不少功課，導致學生沒有足夠的空閒時間

去做運動，從而學生的運動量會減少。通過研究發現，學習壓力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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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減少青少年的運動量，我們建議學校應著重注意學生的運動狀況，強化學

生的身體素質，這樣才能在學習上發揮得更好。 

 

7. 建議青少年合理分配時間 

據我們研究調查所得，現今青少年大多因為功課量和測驗量太多，使他們做

運動的時間減少，導致運動量減少．但其實青少年只要合理分配時間，例如

做一個時間表，就能在學習之餘能夠抽一點時間來做運動，在面臨沉重的學

習壓力下能夠忙裏偷閒，合理分配時間能使學習和運動兩者都不誤。 

 

8. 青少年多參加群體性運動，互相鼓勵做運動 

通過研究發現，與朋友一起做運動可以增加青少年的運動量，我們從中建議

青少年多點與朋友、同學共同做運動。既可以增強大家的友誼，也可以做多

一點運動量，一舉兩得。 

 

9. 政府能推出鼓勵性的政策，吸引居民多做運動 

通過研究發現，有 62.3%的受訪青少年認同政府的獎勵的政策能增加自身的

運動量。我們認為政府能考慮向優秀運動員或有持續運動的居民頒發證書，

推出獎勵計劃，舉辦交流的活動，宣傳運動的重要，鼓勵人們去更多地做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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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澳門青少年人參與運動的情況之問卷調查 

澳門青少年人參與運動的情況之問卷調查 

  您好，我們是濠江中學高一的學生，目前正在參與由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澳門理工學院社

會工作課程協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的「共鑽研 創明天」計劃。我組的研究題目是「澳門青少年人參

與運動的情況之問卷調查」，目的是了解本澳青少年運動情況，從而找出影響本澳青少年運動量的因素。

現在想借用您幾分鐘的時間完成我們的問卷，所得的數據會絕對保密，只供研究及日後提供相關建議相

關部門。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82916609與聖公會工作人員聯絡。在此感謝您的參與和支持！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為?  

□男性  □女性 

2)您的年齡為?  

  __________歲 

3)您現在就讀的年級為? 

□初一(中一)       □初二(中二)        □初三(中三) 

□高一(中四)       □高二(中五)        □高三(中六) 

 

4)您居住的地區是?  

□1.花地瑪堂區(又稱「北區」，包括青州、台山、黑沙環、筷子基和水塘)        

□2.聖安多尼堂區 (又稱「花王堂區」包括新橋和沙梨頭，含大三巴牌坊一帶) 

□3.大堂區 ( 又稱「中區」，包括新馬路以北部分，南灣、水坑尾、新口岸)  

□4.望德堂區 ( 包括荷蘭園、東望洋山、塔石一帶 ) 

□5.風順堂區 ( 包括媽閣半島、媽閣山、西望洋山和新馬路以南部分 )  

□6.嘉模堂區（即氹仔） 

□7.聖方濟各堂區（即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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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您參與運動的情況 

 

1)您喜歡做運動嗎? 

□1.非常喜歡          □2.喜歡            

□3.不喜歡            □4.非常不喜歡 

 

2)您過去一個月內有沒有做過運動?   

□1.有(跳至第4題)     □2.沒有(只做第3,6題) 

 

3) 您過去一個月未能做運動的原因?(可多選)   

□1.學業繁忙          □2.沒有興趣        □3.時間不足 

□4.場地難以租借      □5.場地過遠        □6.場地租金高昂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 

 

4)您過去一個月內做過甚麼運動?（可多選） 

□1.籃球              □2.足球            □3.乒乓球 

□4.羽毛球            □5.游泳            □6.保齡球 

□7.跑步              □8.其他(請註明) :______  

 

5)您過去一個月內做運動的次數?  

□1.零次              □2.一至四次        □3.五至八次        

□4.九至十二次        □5.十三至十六次    □6.十六次以上 

 

6)您過去每次運動多少小時?   

□1.一小時以下        □2.一至二小時      □3.二至三小時         

□4.三至四小時        □5.四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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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您對政府體育設施的看法  

1)您平時在甚麼地方做運動？(可多選) 

□1.學校              □2.家裡              □3.室外球場 

□4.政府體育設施      □5.其他__________ 

 

2)您有使用過政府的體育設施嗎? 

□1.有                   □2.無(跳至第5題) 

 

3)您過去一個月所使用過的政府體育設施需輪候的時間最長為多久 

□1.十分鐘以內           □2.十一分鐘至二十分鐘   □3.二十一分鐘至三十分鐘 

□4.三十一分鐘至40分鐘   □5.四十一分鐘至五十分鐘 □6.五十一分鐘至六十分鐘    

□7.六十分鐘以上 

 

4)您過去一個月曾使用以下政府體育設施(可多選) 

□1.工人體育館           □2.駿青中心             □3.塔石體育館 

□4.鮑思高體育中心       □5.澳門蛋               □6.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7.得勝體育中心         □8.巴坡沙體育中心       □9.其他：___________ 

 

5)您過去一個月使用政府體育設施的次數  

□1.零次                 □2.一至三次             □3.四至六次 

□4.七至九次             □5.十次或以上 

 

6)您對所使用過的政府體育設施中的設備滿意程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7)您對政府整體的體育設施分佈情況的滿意程度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8)您希望政府應該增添哪些體育設施(可多選) 

□1.籃球場               □2.羽毛球場             □3.足球場 

□4.家樂徑               □5.單車徑               □6.網球場 

□7.青年中心(如駿青)     □8.其他：___________ 

9)請完成下列表格(打✓，可多選,若沒有使用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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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您對學習和運動的看法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學習壓力越大會減少您的運動量               □       □       □         □ 

2. 過多的功課量會減少您的運動量               □       □       □         □ 

3. 過多的測驗考試會減少您的運動量             □       □       □         □ 

4. 家長給予過高的學習期望會減少您的運動量     □       □       □         □ 

5. 家長的鼓勵會增加您的運動量                 □       □       □         □ 

6. 政府獎勵政策會增加您的運動量               □       □       □         □ 

7. 政府舉辦的體育活動會增加您的運動意欲       □       □       □         □ 

8. 朋友與你一起做運動會增加您的運動量         □       □       □         □ 

完 

感謝你的寶貴意見 

 

 

您過去一個月曾使用

以下政府哪類設施 

您的住所附近有以下

哪類政府體育設施 
您對所使用過的政府體育設施的滿意程度 

籃球場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羽毛球場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足球場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家樂徑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單車徑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網球場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青年中心         

(如駿青)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其他：＿＿＿ □ □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沒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