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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 Teen 會於二零一七年二至四月期間，與循道衛理聯合

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合辦「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

習計劃」（簡稱「假期自學」計劃）。內容包括在這兩所小學選定級別安排

復活節無學校功課，並於假期前為參與計劃的學生及有關教師進行講座，

介紹計劃的中心理念 GAP「標動法」 (Goal - 目標、Agency - 動力、Pathway 

- 方法)，冀求引導學生善用假期去規劃時間和達成自己訂立的目標，並以

小冊子記錄計劃進程。假期完結後，各參與班級舉行學生分享活動。 

 

2. 為探究這計劃的推行和成效，樂 Teen 會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譚肖芸

教授擔任顧問，共同商議及策劃相關的研究項目。資料搜集由樂 Teen 會同

工執行，而分析及報告由浸大負責，再經其他三個參與團體代表定稿。 

 

3. 研究項目分為問卷調查和訪問兩個環節。兩所參與學校分別有 301 初小(小

一至小三)學生和 170 高小(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了「假期自學」計劃，是

這項研究項目的實驗組別。同校其他級別學生共 458 人則以參照組別身份

參與是項研究。 

 

4. 問卷調查包含了 929 位小學生，結果反映功課是小學生的重要學習途徑，

而學生亦接受平日和假期要做功課。大部份受訪學生在平日(63.9%)和假期

(46.6%)用多於一小時做家課和溫習。雖然實驗組學生在復活節假期沒有功

課，但超過八成依然要應付家長或者是校外安排的家課和溫習。 

 

5. 假期提供了機會讓孩子在繁忙的學習生活中稍作休息。受訪學生大都在復

活節假期進行視聽娛樂、運動及戶外活動、和個人興趣嗜好。實驗組學生

進行視聽娛樂和運動及戶外活動的百分比較參照組更高，反映無功課安排

讓他們騰出更多了時間參與這兩類活動。在假期滿意度方面，整體受訪學

生的鬆弛滿足度高於心理滿足度及學習滿足度。而實驗組的高小學生顯著

較參照組在身心鬆弛方面得到更大滿足。 

 

6. 問卷調查測量兩組學生在假期前後對功課的觀感的轉變。兩組在「功課有

助長遠學習」及「功課有助家校合作」的評分不變，但參照組對「做功課

為迎合他人要求」的評分在假期後上升。在「功課有助當前學習」的觀感

上，高小實驗組學生在假期後評分上昇，高小參照組及初小兩組學生的評

分均是下降。反映整體實驗組功課觀感的轉變較參照組為正面，高小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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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更明顯有良好轉變。問卷調查亦比較了兩組學生假期前後的學習範疇表

現。兩組學生在自評學術能力的方面有按級別而異的轉變。高小實驗組學

生的學術能力評分在假期後呈現增幅，而高小參照組學生幾乎沒有轉變。

初小參照組在假期後學術能力亦稍有增長，反之初小實驗組學生假期後學

術能力倒退，這結果可能反映自評測量工具的局限性。總括以功課觀念及

學習範疇兩組數據所得，假期自學計劃為高小學生帶來明顯的增益。 

 

7. 訪談部份共 8 位小三至小六學生，6 位小三至小五家長，及 4 位教師參加。

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和家長大都接受目前由學校安排的平日和假期家課量，

認為數量適中。個別學生感到應付功課有點吃力，而受訪學生希望能減少

刻板抄寫，多做創意功課。兩所小學為協助學生應付功課和提昇學習動力，

在功課設計和支援下了功夫，如安排導修課、設計有趣味發揮創意的功課

等。 

 

8. 三方受訪者對假期自學計劃反應正面積極，認為計劃讓學生自訂目標，利

用復活節假期去完成，在過程中讓孩子培養自我管理和良好生活習慣，時

間規劃和管理，有機會做自己想做和喜歡的事情。部份教師感受到學生的

對自學目標投入和熱誠，認為有助全人成長。有教師認為自學計劃較適合

高小學生，亦有教師認為可以利用暑假再加推行。 

 

9. 受訪初小及高小學生和家長反映無功課假期讓他們感覺輕鬆、沒有功課壓

力和負擔, 亦能多點時間與與家人或朋友相聚。然而不少家長自己為子女

編排家課和溫習，這反應家長對學科學習的執著，他們普遍認為假期應安

排少量功課，以防學生假期後學習態度變得散漫。部份家長認為假期自學

計劃目標應針對學科學習範圍及能力，以增加實用性。 

 

10. 家長和教師認為計劃應預早公佈推行，加強配合教師和家長的協調和跟

進，以保證推行暢順及目標達成。受訪教師建議加強學生掌握計劃的意義，

和提供指引支援孩子制訂及完成目標。 

 

11. 這次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去探究計劃的成效，所得結果雖然有限，但

仍是正面和令人鼓舞。假期無功課和自主學習雙管齊下，可以為孩子開放

空間，促進全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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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計劃介紹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樂 Teen 會「長假期無功課 -自主學習計劃」策劃工作小組 

(成員名單見附錄一)於二零一七年二至四月期間，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

學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合辦「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簡稱「假期自學」

計劃）。內容包括在這兩所小學選定級別安排復活節無學校功課，並於假期前為參與

計劃的學生及有關教師進行講座，介紹計劃的中心理念 GAP「標動法」 (Goal - 目標、

Agency - 動力、Pathway - 方法)1，冀求引導學生善用假期去規劃時間和達成自己訂

立的目標，並以小冊子記錄計劃進程。假期完結後，各參與班級舉行學生分享活動。 

 

為探究這計劃的推行和成效，樂 Teen 會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譚肖芸教授擔任

顧問，共同商議及策劃相關的研究項目。資料搜集由樂 Teen 會同工執行，而分析及

報告由浸大負責，再經其他三個參與團體代表定稿。 

 

研究項目分為問卷調查和訪問兩個環節。兩所參與學校在報告中以甲校及乙校為

名。甲校初小(小一至小三)學生和乙校高小(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了「假期自學」計

劃，是這項研究項目的實驗組別。同校其他級別學生則以參照組別身份參與是項研

究。 

 

以下第二及第三章分別報導了兩個環節的研究結果和作出小結。第四章討論研究結

果對學習和成長的啟示，主要針對功課和自主學習兩個層面，亦就計劃後續作建議。 

2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分前測和後測兩次，在二零一七年復活節假期前四個星期、及後兩星期進

行。調查對象為甲乙二校所有學生，實得可用問卷人數共 929，包括實驗組 471 人

及參照組 458 人。其中男生佔 52.1％，而初小學生（小一至小三）佔 51.7％。問卷

調查內容包括（一）學生功課量，（二）復活節假期活動和滿足感，（三）假期前後

功課觀感，及（四）假期前後學習範疇。研究分析以 SPSS 軟件進行，集中比較實驗

組和參照組的表現，亦就初小高小作對比。分析主要採用了卡方檢定(chi square 

analysis) 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MANOVA)分析策略，統計顯著度 p 以 0.05 以下為準

則。 

 

                                                 
1
 詳情見「復活假期-自主學習計劃：自主學習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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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功課量 

研究以甲乙兩校學生自報放學後家課和溫習所需時間來量度功課量，結果見圖一及

附錄二。以平日來說，大部份學生(63.9%)每天用一小時或以上做家課和溫習，而僅

有 3.6%學生稱毋須做家課和溫習。其中高小學生的功課量比初小稍重：71.9%高小

生每天用起碼一小時做家課和溫習，相對初小生 62.0%。學生傾向認為中英語文科

的家課溫習所用的時間最多，佔總回應人數的 57.7%。 

 

在復活節假期中，共 13.2%學生毋須做家課和溫習，比平日 3.6%只是略高。46.6%學

生報稱假期每天的功課量是一小時或以上。雖然學校沒有安排功課，但大部份實驗

組學生報稱在假期做家課和溫習，僅有 19.9%完全沒有功課量。38.0%實驗組學生每

天用多於一小時做家課和溫習，相對參照組的 59.7%，他們功課量是稍低。 

 

從功課期望的結果來看，兩校學生一般接納做功課的現實，只有 17.5%期望平日毋

須做家課和溫習，而希望假期無功課的佔 26.5%。可是，期望平日用一小時或以上

做家課和溫習的只佔 38.9%，希望假期功課量一小時或以上的是 34.0%，相比實際功

課量，這些數字反映部份學生期望減少功課和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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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平日及復活節假期功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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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復活節假期活動及滿足感 

甲乙二校學生在復活節假期經常參與的活動包括娛樂(包括電子遊戲、電視)(56.2%)、

運動及戶外活動(47.6%)、及個人興趣嗜好(46.6%) (見圖二及附錄二)。相較參照組，

實驗組學生較多參與視聽娛樂(63.3% , 55.0%) 和運動及戶外活動(54.6% , 45.2%) 兩

項主要活動。無功課安排讓實驗組學生多了時間參與這兩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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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復活節假期活動經常參與的人數百分比(可選多於一項) 

 

這次研究調查了受訪學生對於復活節假期滿足感的三個向度，包括學習 (如：「這個

復活節假期的活動幫我增廣見聞」)、鬆弛(如：「這個復活節假期的活動幫助自己解

除壓力」)，和心理(如：「這個復活節假期的活動讓我有自信」)。題目取材 Beard & 

Ragheb (1980)的量表，選用了 Wu(2010)的中譯本。學生在共 12 項題目作 1-5 自我評

分。相關研究結果見表一。整體來說，學生在鬆弛方面得到的滿足感較高(平均值

m=3.95)，學習方面的滿足感較低(m=3.57)，反映學生在假期從學習生活中放鬆自己

得到較大滿足。高初小學生在學習和鬆弛滿足感兩個向度沒有差異，但初小學生的

心理滿足感(m=3.83)比高小學生(m=3.70)略高。 

 

然而當我們把高小初小細分為實驗及參照組後，在鬆弛滿足感這向度出現了顯著的

差異(見圖三)。實驗組的高小學生(m=4.13)比起參照組的高小生在鬆弛滿足感(m=3.88)

上評分更高，而初小的兩組學生的差異較少，並以參照組評分稍高(實驗組初小

m=3.87；參照組初小 m=4.00)。這些結果反映了假期自學計劃對高小學生的增益較

高，更能讓高小學生從緊張的學習生活鬆弛下來。 

 

 

 

 

 

 



- 7 - 

 

表一、復活節假期滿足感 

復活節假期滿足感 組別 評分平均值 

學習滿足感 所有學生 3.57 

 初小 3.58 

 初小實驗組 3.51 

 初小參照組 3.69 

 高小 3.56 

 高小實驗組 3.79 

 高小參照組 3.43 

 實驗組 3.62 

 參照組 3.53 

鬆弛滿足感 所有學生 3.95 

 初小 3.92 

 初小實驗組 3.87 

 初小參照組 4.00 

 高小 3.97 

 高小實驗組 4.13 

 高小參照組 3.88 

 實驗組 3.97 

 參照組 3.93 

心理滿足感 所有學生 3.77 

 初小 3.83 

 初小實驗組 3.79 

 初小參照組 3.89 

 高小 3.70 

 高小實驗組 3.94 

 高小參照組 3.57 

 實驗組 3.84 

 參照組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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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鬆弛滿足感 

鬆弛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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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復活節假期前後功課觀感的比較 

是次研究在復活節假期前後兩段時間，調查並比較學生在功課觀感及學習範疇兩大

領域的表現，務求探索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為學生帶來的成效。 

 
問卷調查採用了 Tam(2009)的量表來測量兩校學生對功課功用的觀感。量表共 12 題，

包括三個正面向度和一個負面向度：(一) 有助當前學習［如：「我的家課幫助我明白

理解課堂上學到的知識」］；(二) 有助長遠學習［如：「我的家課使我對學習更感興

趣」］；(三) 有助家校合作［如：「透過做家課，爸爸媽媽有機會知道學校所發生的事

情」］；(四) 迎合他人要求［如：「我做家課是為了要達到老師的要求」］。學生自我評

分為 1-5。結果見表二。 

 

實驗參照兩組的功課觀感轉變在首三個向度有相若表現，即是兩組同樣在假期後「有

助當前學習」的評分下降，而「有助長遠學習」及「有助家校合作」在假期前後評

分沒有顯著轉變，反映整體學生在假期後對功課的看法稍有轉差。然而研究結果亦

顯示實驗參照兩組在「迎合他人要求」這向度呈不同方向的轉：實驗組在假期後評

分不變（前 m=2.95，後 m=2.97），而參照組則上昇（前 m=2.88，後 m=3.15），顯示

參照組學生在假期後對功課觀感更見負面。 

 

我們把實驗參照兩組細分為高初小後，在「有助當前學習」這向度上發現了有趣的

結果(圖四)。高小實驗組學生在假期後更認同功課「有助當前學習」（前 m=3.88，後

m=3.98），而其餘三組包括高小參照組及兩組初小學生的「有助當前學習」假期後評

分下降。以上結果顯示假期自學計劃令參與的高小學生對功課觀念稍有正面積極的

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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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假期前後功課觀感比較 

 功課觀感 組別 假期前 

評分平均值 

假期後 

評分平均值 

有助當前學習 實驗組 3.94 3.76 

 初小實驗組 3.97 3.63 

 高小實驗組 3.88 3.98 

 參照組 3.85 3.75 

 初小參照組 4.03 3.92 

 高小參照組 3.74 3.64 

有助長遠學習 實驗組 3.61 3.54 

 初小實驗組 3.78 3.55 

 高小實驗組 3.33 3.52 

 參照組 3.55 3.50 

 初小參照組 3.95 3.79 

 高小參照組 3.31 3.32 

有助家校合作 實驗組 3.39 3.23 

 初小實驗組 3.63 3.30 

 高小實驗組 2.98 3.11 

 參照組 3.17 3.22 

 初小參照組 3.61 3.49 

 高小參照組 2.91 3.05 

迎合他人要求 實驗組 2.95 2.97 

 初小實驗組 3.11 3.00 

 高小實驗組 2.66 2.91 

 參照組 2.88 3.15 

 初小參照組 3.01 3.18 

 高小參照組 2.8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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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功課觀感「有助當前學習」假期前後比較 

 

2.4 復活節假期前後學習範疇的比較 

最後，問卷調查在假期前後測量了學生五個學習範疇上的自評表現，包括（一）學

科興趣：如「我對中文科感興趣」；（二）學術能力：如「我覺得自己的學業成績比

一般同學優勝」；（三）學科學習效能感：如「你認為自己能夠充份應付數學科嗎」；

（四）自律學習效能感：如「當其他有趣的事情發生時，你認為自己仍能夠專心溫

習嗎」；及（五）學習興趣：如「我在上課時或下課後都會請教老師」。（三）及（四）

評分為 0 - 4，其餘評分 1 - 5。測量題目共 22 項，來自 Tam (2009)和 Tam & Lam (2003)

的量表。有關結果見表三。 

 

整體來說，高初小在假期前後學習範疇評分有相反方向的轉變。初小學生在學科興

趣、學術能力、自律學習效能感、及學習興趣四個範疇的假期後評分下降，而高小

學生則假期後在同樣四個範疇評分上昇，看來高小學生更受惠於假期。其餘一項學

科學習效能感則高初小學生同樣沒有顯著假期前後轉變。 

 

當我們把初高小細分為實驗及參照兩組後，發現學生在學術能力一項上出現不同的

假期後轉變(見圖五)。高小實驗組學生的學術能力評分在假期後呈現增幅（前

m=3.10，後 m=3.33），而高小參照組學生幾乎沒有轉變（前 m=3.10，後 m=3.12）。

初小參照組在假期後學術能力亦稍有增長（前 m=3.46，後 m=3.57），反之初小實驗

組學生假期後學術能力倒退（前 m=3.64，後 m=3.38）。 

 

整體來說，復活節假期為高小學生的學習範疇帶來增益，而假期自學計劃亦提昇了

高小學生自評學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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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假期前後學習範疇比較 

學習範疇 組別 假期前 

評分平均值 

假期後 

評分平均值 

學科興趣 初小 4.00 3.93 

 初小實驗組 3.97 3.85 

 初小參照組 4.06 4.06 

 高小 3.72 3.81 

 高小實驗組 3.81 3.91 

 高小參照組 3.67 3.76 

學術能力 初小 3.57 3.45 

 初小實驗組 3.64 3.38 

 初小參照組 3.46 3.57 

 高小 3.10 3.20 

 高小實驗組 3.10 3.33 

 高小參照組 3.10 3.12 

學科學習效能感 初小 2.80 2.79 

 初小實驗組 2.79 2.81 

 初小參照組 2.83 2.77 

 高小 2.62 2.72 

 高小實驗組 2.63 2.69 

 高小參照組 2.61 2.73 

自律學習效能感 初小 2.74 2.66 

 初小實驗組 2.72 2.63 

 初小參照組 2.77 2.70 

 高小 2.50 2.56 

 高小實驗組 2.46 2.54 

 高小參照組 2.52 2.58 

學習興趣 初小 3.53 3.35 

 初小實驗組 3.51 3.35 

 初小參照組 3.58 3.37 

 高小 3.26 3.28 

 高小實驗組 3.30 3.35 

 高小參照組 3.23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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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假期前後學術能力分析 

 

2.5 問卷調查結果小結 

問卷調查反映功課是小學生的重要學習途徑。大部份受訪學生在平日和假期用多於

一小時做家課和溫習，而學生亦接受平日和假期要做功課。雖然參於假期自學計劃

的學生在復活節假期沒有由學校安排的功課，但超過八成依然要應付家長或者是校

外安排的家課和溫習。 

 

假期提供了機會讓孩子在繁忙的學習生活中稍作休息。受訪學生大都在復活節假典

進行視聽娛樂、運動及戶外活動、和個人興趣嗜好。參與假期自學計劃的學生更利

用稍多的空閒時間來進行視聽娛樂和運動及戶外活動。受訪學生一般在假期鬆弛滿

足度高於心理滿足度及學習滿足度，而參與計劃的高小學生更大程度在身心鬆弛方

面得到滿足。 

 

受訪學生整體在假期前後功課觀感稍見倒退，由其以參照組更甚。在學習範疇表現

則是高小學生在假期後有正面轉變，初小學生則見倒退。令人鼓舞的是參與假期自

學計劃的高小學生在個別向度上有正面增益，即是他們在假期後更認同功課有助當

前學習，亦自評學術能力有上昇。而參與計劃的初小學生則未有在假期後顯示正面

增值，甚而實驗組在假期後自學術能力下降，這個研究結果值得深究。我們不排除

初小學生在假期做功課有助提昇或保持學衠能力，但我們亦考慮到研究結果或會受 

到測量工具的影響。在這次研究採用了自評工具去量度學習範疇表現，倚仗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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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理解。初小學生的思維能力仍在成長中。自我認知容易受外界體驗影響，由是

實驗組同學會認為假期無功課削弱了自己的學習能力，相反高小同學認知能力較成

熟，實驗組同學能透過參與自我學習計劃提升了自我評價。日後研究在測量學習範

疇表現時可考慮採用非自評工具，從而印證以上推測。 

3 訪問 

研究在假期自學計劃完成後進行了一連串個人訪談，時間為復活節假期後兩至三個

星期。訪談對象包括參與假期自學計劃小三至小六同學及其家長十四名以及教師四

名，目的是了解學生參與這項計劃的經驗和得著，亦探索各持份者對功課和計劃的

設計和推行的看法。訪談在校內進行，由樂 Teen 會同工負責，訪問時間為 21 至 55

分鐘不等。訪談在徵得受訪者或其家長同意下進行並錄音作記。訪問錄音先騰寫為

訪問稿，再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就每份訪問稿逐一建立鈎劃內容的主題，

然後透過對比法去整理不同訪問稿所得的主題，得出訪談結果。分析以訪談對象的

身份分為三組作平行處理。 

3.1 學生訪談 

受訪者包括參與無功課假期自學計劃學生共 8 人，當中小三 3 人，小四 1 人，小五

2 人，及小六 2 人。男女生各四人。 

3.1.1 平日功課 

大部份受訪學生認為平日功課量中等或適中(6) 2。亦有個別學生表示有些功課較艱

深 (2)。 

“功課有時唔算太多，不過有些功課如作文較難。” 3 初小學生 

“功課唔係多，但難。每日要花 2-3 小時做功課，另加 15-30 分鐘溫習。” 高小

學生 

 

部份學生對功課溫習態度負面(3)，為求交差而做功課(2)。 

“對功課感覺好差，唔想做，好攰，好煩，但係為咗要交功課都係要做。樣樣功

課都憎。” 高小學生 

 

 

                                                 
2
括號內數字為提及相關內容的受訪人數。 

3
引號” ”內文字為訪問內容撮要，並附上受訪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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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學生較喜愛有創意(3)、或不用寫字的(3)的功課。他們不喜歡要抄寫寫字

(5)的功課。 

“唔鍾意做抄寫(英文撩草)、搜集資料的功課。… 鍾意有創意功課，不用寫字。” 

高小學生 

“都鍾意做功課，如常識科，分析。唔太鍾意要抄寫功課。功課量適中不須減少，

但希望減少抄寫。” 初小學生 

3.1.2 復活節假期活動 

大部份受訪學生提及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與家人相處和玩樂(5)。高年級學生亦利

用假期和朋友共聚(3)。部份同學在復活節假期往外地旅行或短期居留(3)。復活節假

期亦讓同學有機會做運動(3)，和參與自己感興趣的活動(4)。大部份學生表示在假期

中曾做補充練習、溫習或預習(5)。 

 

八位受訪學生分別在假期自學計劃為自己訂下了大目標。這些自主學習目標甚為多

元化，課題包括：(一) 健康(2)：減肥、食飯；(二) 運動(2)：單車、羽毛球；(三) 興

趣(2)：繪畫；及(四) 語文學習(2)：日文、中文。大部份學生認為自己大致達成目標

( 6)，少數學生覺得只是達成部份目標(2)。 

3.1.3 復活節假期得着 

整體來說，受訪學生對假期自學計劃反映正面。多數人認為計劃讓他們培養自我管

理能力和良好生活習慣(5)，學會規劃和管理時間 (3)，亦有機會做自己想做和喜歡

的事情(3)。  

“學到規定自己時間，唔好得閒攤喺度。” 高小學生 

“自主學習計劃幫助自己嘗試下去，本身個人有啲懶，要鞭策下自己，改進啲，

唔好成日都有啲藉口出嚟。” 高小學生 

 

這次假期他們感覺輕鬆、沒有功課壓力和負擔(4)。可以多點時間與與家人(5)或朋友

(3)相處和玩樂。 

“玩得好啲，無牽無掛。少了功課可以自己決定幾時做，唔一定做完才可以玩。

書包輕，冇咁多發嬲。” 初小學生 

“不用做很多功課，輕鬆好多。會想去達成目標，唔會講完就冇做。” 初小學生 

 

但亦有個別同學覺得這個無功課假期有點悶。 

“和家人一起好高興啦。有時可能冇咩做，有少少好悶。… 假期應多少少功課，

如易做的常識科功課。如果冇功課會好悶。” 初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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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假期期望 

整體來說，學生接受假期要做功課(3)，甚至覺得沒有功課會令他們空虛/悶/無聊 

(3)。他們希望假期少點功課(5)，讓他們可以休息(3)、做運動/戶外活動(3)、 做自己

想做/鍾意的事情(3)，或者與家人相處/玩 (2)。 

“希望假期有功課做，不會悶或者無聊，可以記得課堂學習。…假期希望去公園

散步、做運動、和少玩手機。” 高小學生 

“少啲功課。只有兩樣容易功課，不會太攰。想休息、…想去燒烤。下一個假期

也是無功課便好了。” 初小學生 

3.2 家長訪談 

受訪學生中有六位的家長參加了個人訪談，包括小三家長 3 人、小四家長 1 人、及

小五家長 2 人。所有受訪者均為母親，其中四位是全職家庭主婦。 

3.2.1 平日功課 

受訪家長對子女功課量有不同看法。過半家長認為功課量適中(4)，亦有認有高年級

功課量可以再多些(1)。 

“學校的功課量好像減少了。八九成功課在導修課完成。孩子初小不能太輕鬆，

唔能夠自主學習學科。… 功課量可以再多啲，特別是高年級，如做剪報。”  

 

初小家長 

有家長表示子女應付功課有壓力(2)。 

“考試之前辛苦啲，有時唔夠時間做，做到忟，一路做一路喊。” 初小家長 

 

家長普遍理解做功課的需要(2)，亦認為小孩子本性是不會喜歡做功課(2)。功課量需

合理，不是越多越好(2)。 

“冇小朋友鍾意做功課，但冇功課唔得，功課幫助吸收，唔駛太多。” 高小家長 

3.2.2 復活節假期活動 

過半數家長認為子女的復活節假期過得很開心(4)，主要是少了功課壓力(4)，並有機

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亦有家長表示子女多了與家人相處互動(2)。 

“好開心。好輕鬆，不用記掛功課。孩子十分喜歡。” 初小家長 

“自己安排活動，做鍾意做的事，不用擔心功課。” 高小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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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家長覺得這個復活節假期沒有甚麼特別。 

“同平時假期差不多，唔太特別。想輕鬆下，… 讓他不要沉迷打機。讓孩子瞓多

啲，恢復疲勞。” 初小家長 

 

大部份家長在無功課假期為子女安排了補充練習(2)、溫習(1)或外間課程 (1)。 

“臨睡前有同孩子做少少補充練習。不用寫答案。孩子不抗拒，但覺得媽媽不應

俾功課。” 初小家長 

3.2.3 復活節自主學習計劃目標 

過半受訪家長的子女完成自主學習計劃目標(4)，另外兩位稱子女沒有完成目標，回

應與學生訪談內容吻合。不論年級，大部份家長認為應該放手讓子女自己訂定自標

(4)。 

“孩子自己選目標，家長只能配合，唔會監控住。要讓孩子嘗試自主，等佢碰釘。” 

初小家長 

“放手俾孩子自己定目標，家長唔出聲。… 家長識得放手。” 高小家長 

“計劃目標家長幫不上忙。孩子完成目標後家長簽名才知。” 高小家長 

 

有家長表示，應該了解和接受孩子的想法(2)。家長的角色應該是為子女的目標作配

合或給與支持(2)。 

“與孩子溝通，企喺孩子立場上，知道孩子感受。不要將自己想法加諸孩子身上。” 

高小家長 

“家長用同理心去明白小朋友，孩子會輕鬆點。” 初小家長 

 “孩子沒有主動講目標，是媽媽在手冊中發現。鼓勵孩子達成目標。不想督促孩

子，放手讓孩子自己規劃，只在旁引導。” 初小家長 

3.2.4 復活節假期得着 

家長普遍反映，孩子渡過了開心的假期(6)。在無功課安排下，子女(3)和家長(2)都感

到輕鬆。親子互動機會亦多了(2)。 

“孩子覺得好開心，發達啦，覺得學校好好。輕鬆休息時間多了。”初小家長 

“親子關係好了，鬧少了，多咗親子時間。孩子開心，無壓力，少發脾氣。… 家

長也放假不用睇功課，大家輕鬆。”初小家長 

 

家長認為子女透過自主學習計劃體驗了訂立和達成目標的過程(5)，從中領悟自律和

時間管理的重要性(4)。孩子有機會學習新事物和技能(3)，因而嘗到滿足或成功感(2)。 

“孩子學會自動自覺做功課，學到自己獨立做。最大得着是學到唔同既嘢和可以

自己安排時間和目標。得着來自孩子自己肯做。” 高小家長 



- 17 - 

 

“得著可能是一份開心，可以計劃自己時間的開心。明白時間是自己的，不用受

制於功課。利用時間去做嘢學嘢，一定有得著。見到孩子清晰知道自己的假期目

標，因達成目標而感到滿足。” 初小家長 

“孩子學識自己計劃時間，制定目標。達成目標好有成功感。好開心，好愉快。

以前無目標，經常抖下先。孩子長大了，識自律，還剷走所有遊戲。” 高小家長 

 

亦有家長認為自主學習計劃幫助不大。 

“假期好開心，因為冇功課。但自主學習計劃幫助不大。” 高小家長 

3.2.5 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評價/建議 

整體來說，受訪家長認同計劃意義，包括自理自學、無功課開放空間(6)。有家長以

風箏比喻計劃，讓孩子有機會自由探索。 

“自主學習對學術和人生幫助可以很大，在不同生活範疇學習，令自己思維有挑

戰和衝擊。一個好好的嘗試。” 小三家長 

“計劃很好，孩子有時間做自己鍾意的事情。… 讓孩子知道無功課是有機會學習

自理自學。騰出時間讀課外書、學習待人處世、親子互動。” 高小家長 

“認同計劃意義，在十多年學習生涯中，孩子應有機會自主決定部份長假期的活

動。孩子不是完全停機，而是尋找自己的方法去吸收有興趣的知識，有得著。計

劃像放風箏，可以很遠很闊，讓孩子放眼世界去探索。好感謝學校肯嘗試這計劃。

小朋友肯投入有興趣的事物，可以 non-stop。” 初小家長 

 

部份受訪家長認為子女在制訂目標時須注意目標的方向、實用性、和學術性(3)，同

時應加強家長參與去配合孩子制訂和完成目標(2)。 

“有目標是好事。希望孩子自覺性學習高啲，更好是睇書加少少學術性。” 高小

家長 

“計劃要協助孩子制定有方向有用的目標，不要太廣泛，如放假學倉頡、

PowerPoint。目標要同家長一齊傾下，作出配合讓目標較易達成。” 初小家長 

“計劃中的學生講座成效不明顯，孩子不清楚意義和特點，而家長事前亦不知道

有講座。應解釋清楚家長如何輔助訂目標和時間表。” 初小家長 

 

有受訪者認為計劃的推行需要家長和學校兩方面的配合，並建議由老師或父母跟進

孩子的自主學習進度，以增強計劃成效(2)。 

“培養自主是漫長的路，家長和學校都要配合。學校推行少功課和自主學習是想

將責任交回家長，開放空間讓家長調節學生功課和活動量。” 初小家長 

“老師應要求完成目標如睇書及上網找資料，孩子才會較樍極認真，要有方法推

動個目標。”高小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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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可以繼續下去，對孩子和家庭有幫助。但要確定孩子有冇利用時間去做其

他嘢。” 高小家長 

 

部份家長指出計劃的局限，包括未能加強學生做功課和溫書的主動性(2)。假期安排

應包含學習成份。子女可以利用假期時間多學多做(2)。 

“自主學習好，識得負責任，但功課溫書還是要家長督促才做。” 高小家長 

“家長偏向學術，希望學術上跟時間表去做，讓孩子汲收知識。” 初小家長 

 

家長普遍看法是假期應有適量學校功課去銜接學習狀態，學生才不會懶散(4)。 

“孩子完全停止學習會好難 boot 機。要有平衡，如暑假做暑期作業很合理。” 初

小家長 

“正式功課一定要有，冇功課人懶散、冇責任心，不會自動自覺溫書，但功課要

適量，要平衡，適可而止。功課令孩子有目標，要安排時間完成目標，才去做自

己鍾意的事。無功課便買補充練習，每一日都要接觸知識、睇下書，才能銜接學

習狀態。有功課一樣可以做鍾意的事情。否則浪費時間去玩，冇節制。” 高小家

長 

“小朋友很容忘記學習內容。做少少練習幫佢帶個心回來。” 初小家長 

 

家長認為在適當假期可安排無功課自主學習，不能夠所有假期無功課(2)。這對雙職

家庭來說尤其重要。 

“適當假期裏提供這些原素，會很適合孩子。” 初小家長 

“媽媽全職工作，假期陪伴孩子時間有限，孩子很多時打機渡日。希望孩子可以

溫習或做其他事，不要打機。假期後無考試測驗才可考慮無功課。” 初小家長 

3.3 教師訪談 

四位任教參與無功課計劃班別的教師參加了個人訪談，包括小二至小五班主任各一

位。全為女性，年資由三年至十年以上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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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功課政策 

兩間參與計劃學校均訂有功課指引讓教師參考(4)，並由同科教師商議功課量或類型

(3)。教師亦按學生程度與家長反映調整功課安排。兩間學校設有導修課，不少學生

在校內完成功課(4)。 

“太多作業減低學習成效，學生放學回家也疲倦。學校政策每科只可以兩樣功

課。設導修課讓學生完成功課，有老師輔導，同學亦一齊學習。學生家長反應

正面，讓孩子回家有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初小班主任 

 

教師表示平日每科一般限兩份功課(3) ，包括抄寫、練習、親子樂功課等種類，周末

也會安排作業或溫習(3)。教師認為功課量適中(2)，會避免操練或過多抄寫(2)，亦鼓

勵創意解難。 

“科組各自編訂功課政策，老師按班本情況制定功課。中文科平時兩樣功課左右，

不能同時有兩份抄寫。要鼓勵學生創意解難，兼顧難度，作彈性處理。” 高小班

主任 

 

受訪教師估計學生可於半至一小時(1)或一至兩小時內完成功課(2)。功課進度因人而

異(3)，視乎學生專心程度和時間分配。 

“學生功課進度，視乎回家後時間分配規劃，要勸戒學生好好分配時間，不然夜

瞓上課唔專心。學生參加課外活動，時間不夠用。” 初小班主任 

3.3.2 學生功課態度 

教師一般認為學生對功課抱有略為負面看法(4)。 

“小朋友始終覺得「又要做功課啦」。學生呻自己冇喘息空間，抱怨老師給功課，

老師要耐心解釋功課有助鞏固學習。” 初小班主任 

“學生通常唔鍾意做功課，但未至於討厭，鍾意 free 啲。” 高小班主任 

“學生唔鍾意做功課，主要是抄寫，會攰。… 很多學生覺得功課死板，為交而做，

根本唔明。” 初小班主任 

 

有教師指出，學校照顧學生學習需要而作出功課指引，收到成效。學生減低對功課

的厭倦，只是感到身體疲憊。 

“太多作業減低學習成效，學生放學回家也疲倦。學校政策每科只可以兩樣功課。…

而家功課朝正面方向進發，學生比以往攰少了，是生理上的攰，而不是厭倦。” 初

小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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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喜愛的功課類型因個别能力而異，亦視乎課題是否吸引，或者有沒有足夠指引。

教師認為學生一般較喜愛個人化的視藝科功課(2)、開放式配合生活經驗的課題(如小

狀元) (2)、和有動感、活動性較大的功課(如訪問) (2)。 

“比較鍾意創意功課，可以思考和表達自己。” 初小班主任 

 

“學生較踴躍做小狀元、腦圖、訪問等自由度、活動性較大的功課。抄寫則視乎

學生喜好，較沉悶、冇新鮮感、冇挑戰性，但亦有學生鍾意寫，字靚有機會攞貼

紙。抄寫有助鞏固學習，不能單顧學生興趣，抄寫量會視乎學生個別情況。” 高

小班主任 

“包裝一下功課(如字體標正龍虎榜)會令學生有榮耀感而投入。” 初小班主任 

 

教師一般認為毋須無需要改變功課量(3)，但會考慮功課類別和功用。 

“冇需要改變功課量，我們已兼顧類別和數量，合理。太少會兼顧不了類型。” 初

小班主任 

“會俾少啲抄寫功課，但不能不安排抄寫，因為要睇分數。分數對於家長始終很

重要。” 高小班主任 

3.3.3 自主學習計劃推行及反應 

部份教師表示自己初時對假期自學計劃保有懷疑態度(2)。經歷計劃之後，大家都接

納計劃目的意義。 

“老師起初擔心無功課令學生脫離進度。後來理解計劃意義對學生身心發展有幫

助，便接納和願意參與推動。” 初小班主任 

“初時有懷疑，未必適合學生。... 計劃能配合到個人獨立性和計劃目標，唔錯。

長假期讓學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好事。” 高小班主任 

 

受訪教師欣賞計劃的構思，為學生開展了一個學習歷程，提供空間讓他們發揮個性，

訂定目標，建立自律和規劃時間能力 (4)。 

“計劃令學生完成任務，亦培育他們的主導權，知道無功課令他們可以善用時間

做想做的事，自己有決定權和動機想做好定立自己的目標，是一個學習歷程，這

是我當初沒有諗到的效果。” 初小班主任 

“唔錯，可以訓練學生規劃時間，做喜歡做的事(如洗菜)，亦真的有得著。好開心

見到學生真係學到嘢，和能應用在生活層面，這是非常重要。” 初小班主任 

“計劃能配合到個人獨立性和計劃目標，唔錯。長假期讓學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是

好事。”高小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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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理念好，有助學生終身學習。認同計劃理念，學生假期需要休息，可以做

平時難得有時間做的事。” 高小班主任 

 

教師認為學生對計劃的反應良好(2)。 

“學生知道假期無功課很雀躍。… 學生回來自動反映，很積極去完成計劃，沒有

當計劃是功課，很開心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初小班主任 

“學生反應非常開心，因為可以利用假期做喜歡的事情。” 初小班主任 

 

部份教師觀察到學生熱切積極參與計劃，表露出學習熱誠，在計劃結束後的交流活

動亦十分投入，體會學生的興奮(2)。 

“計劃充滿探索空間，有新奇意念，學生才覺得好玩和願意投入。學生確實有實

行計劃，睇住時間表做大目標，未達成的會自己作調適，不計完成與否，反映他

們有反思空間。… 學生在分享交流時，很主動要分享，勁興奮開心。他們用一個

平等地位去分享交流，很難得見到學生的參與，是我意想不到。” 初小班主任 

“見到學生主動學習自己鍾意的事物，有學習熱誠，手冊好得意。 Impressive, 

amazing。” 高小班主任 

 

教師留意到有部份學生因家庭因素(3)，未能達成自設目標。 

“大部份同學做到，亦有些因為要去旅行而未必可以照計劃進行。” 初小班主任 

“部份學生因家庭支援較弱未能達成目標，計劃要求學生自律。” 高小班主任 

“有學生因家中安排假期外遊而無法自訂目標，失去了自主性。有家長跟進協助

的學生做到好好效果，與學生本身能力無關。” 高小班主任 

 

亦有學生因為目標較空泛，致令難以達成。 

“有些學生目標實際具體便能達致，老師也能衡量成效。但未必所有學生做到要

求，因部份目標空泛，而學生自評的得著其他人未必能判斷到。亦有學生目標以

玩樂為主，較少連繫其他範疇，實際狀況沒有預期的好。目標太空泛或太濶的學

生未必能反思自己的時間規劃，或者將所得套用到將來生活。” 高小班主任 

3.3.4 自主學習計劃得著 

受訪教師認為學生在計劃中掌握到時間規劃和自律，能應用在生活層面(4)。 

“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從未試過。效果幾好。正規課程如聖經心理成長課未必能

仔細全面探討時間管理。…” 初小班主任 

“學生學會目標、分配時間、自律。” 高小班主任 

“計劃對學術程度不高的學生很有意義，提供了實際框架讓學生訂定目標和管理

時間。”高小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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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教師覺得計劃令學生在學術和全人成長中受惠(2)。 

“見到學生由疑惑到嘗試到完成後雀躍，隱約見到他們在想法上成長。能夠向家

長交代所學所得，對三年級學生來說是一種修為。” 初小班主任 

“學生放完假後輕鬆咗，課堂學習有少少積極咗。” 初小班主任 

 

假期後交流分享環節有助提昇教師對學生的了解(2)，而計劃亦有助增進親子相處和

關係(2)。 

“計劃有助老師了解學生，知道他們的目標喜好，多啲話題同他們傾，關係好啲。” 

初小班主任 

“家長可以透過與子女討論時間分配時，了解子女學習意願。… 計劃令家長改變

根深蒂固想法，認為老師不要求做功課溫習孩子便不會做，家長要放低這想法，

用開放態度面對這個計劃，讓孩子去探索。” 初小班主任 

3.3.5 教師角色 

受訪教師對他們在計劃的角色提出了不同方向的意見。有認為要加強教師對計劃意

念的理解和接受，有助加強家長參與。 

“教師要明白計劃概念，否則推行有困難。參加簡介會後，面對家長查詢有共同

說法，讓家長明白計劃建設學生心理素質和處事態度。” 初小班主任 

 

亦有教師提出支持計劃的理念，但認為可以交由社工推行，再由教師跟進每班情況。 

“計劃有意義，但不必由老師做。老師透過簡介了解計劃，有社工合作推行，安

排很好。” 高小班主任 

3.3.6 計劃建議 

受訪敎師就計劃提出了不同的建議。他們指出應預早公佈計劃，讓學生和家長有準

備和配合假期安排(2)。 

“預早公佈計劃，讓家長配合假期安排，多點時間讓學生明白每個環節的意義。” 

高小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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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認為計劃須加強制訂目標和規劃時間環節，讓學生更能掌握計劃的意義(2)。 

“給學生提供目標範例，令學生更有動力、做法更流暢、和明白自己如何定位。…

計劃可以優化、再大眾化啲，令學生容易明白。” 初小班主任 

“那些欠主動和獨立性的學生要俾多啲指引，讓他們知道如何安排時間，而不是

求其交報告。大目標由學生按自己興趣制訂。小目標由老師提供指引，按個別學

生程度一齊訂下假期溫習目標和時間表，幫助學生追進度。要安排多啲時間指導

學生規劃時間。” 初小班主任 

 

亦有建議計劃應考慮多方面的參與和支援，特別是如何增強家長參與計劃(3)。 

“計劃要多方配合，學生、家長、教師同工的接納和認識，層層緊扣。” 初小班

主任 

“加強家長配合支援，讓家長認同計劃理念和孩子自訂的目標(如砌模型)。…建議

邀請家長跟進目標進度，令計劃成效更大。建議計劃以家長為重點，學校協助如

減少功課，騰出親子時間去處理假期安排。” 高小班主任 

“加強家長參與，讓家長觀察評估子女表現和給與鼓勵建議。” 高小班主任 

 

有教師認為計劃較適合高年級學生。 

“計劃未必適合低年級，高年級可以慢慢試，真是一種學習。” 高小班主任 

 

亦有認為可以利用暑假再加推行。 

“暑假可以再試無功課和自主學習計劃，更多時間、訂更遠大目標、和訂小目標，

取代功用不大的暑期作業。” 初小班主任 

 

教師建議假期可以有少量功課，如每科一樣功課(2)。 

“假期安排少量功課 OK，不佔用太多時間，應對學習有啲安排。…長假期適合培

養閱讀習慣，應加插閱讀報告。” 高小班主任 

3.4 訪談小結 

訪談顯示受訪學生和家長大都接受目前由學校安排的平日和假期家課量，認為數量

適中。個別學生感到應付功課有點吃力，而受訪學生希望能減少刻板抄寫，多做創

意功課。兩所小學為協助學生應付功課和提昇學習動力，在功課設計和支援下了功

夫，如安排導修課、設計有趣味發揮創意的功課等。 

 

三方受訪者對假期自學計劃反應正面積極，認為計劃讓學生自訂目標，利用復活節

假期去完成，在過程中讓孩子培養自我管理和良好生活習慣，時間規劃和管理，有

機會做自己想做和喜歡的事情。部份教師感受到學生的對自學目標投入和熱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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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助全人成長。有教師認為自學計劃較適合高小學生，亦有教師認為可以利用暑

假再加推行。 

 

受訪學生和家長反映無功課假期讓他們感覺輕鬆、沒有功課壓力和負擔, 亦能多點

時間與與家人或朋友相聚。然而不少家長自己為子女編排家課和溫習，這反應家長

對學科學習的執著，他們普遍認為假期應安排少量功課，以防學生假期後學習態度

變得散漫。部份家長認為假期自學計劃目標應針對學科學習範圍及能力，以增加實

用性。 

 

家長和教師認為計劃應預早公佈推行，加強配合教師和家長的協調和跟進，以保證

推行暢順及目標達成。受訪教師建議加強學生掌握計劃的意義，和提供指引支援孩

子制訂及完成目標。 

4 討論及建議 

復活假期-自主學習計劃是一項嶄新的活動，從構思到實際推行只用了短短數個月時

間，以試點形式在兩所小學進行。學生為十至十二天的復活節假期訂立個人目標和

每日時間運用，並嘗試付諸實行。這次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去探究計劃的成效，

所得結果雖然有限，但仍是正面和令人鼓舞。假期無功課和自主學習雙管齊下，可

以為孩子開放空間，促進全人成長。期待日後可以加強完善計劃的設計和推行手法，

並有機會把計劃擴展到其他學校。是次研究結果在功課編排、自主學習、和計劃後

續三方面帶來啟示。 

4.1 功課、無功課 

問卷和訪談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家長、教師一概支持課後及假期做作業和溫習。兩

所小學受訪學生的功課量和對功課的觀感跟過往本港同類研究結果甚為近似(Tam, 

2009；Tam & Chan, 2011)，這反映了功課在香港小學課程的重要性。以教育的層面

來看，功課有多樣性的學習和非學習功用(Epstein, 1988)，然而在考試主導的體系下

功課往往著重操練和背誦，容易令孩子感到壓力和抗拒。無功課假期的吸引力正在

於為學生鬆綁功課擔子。 

 

功課一直是華人社會教育體系的特色(Chen & Stevenson, 1989; Tam, 2009)，但不少西

方國家視功課為輔助學習工具，沒有強制學生完成家課，亦有學校試行全年無功課

安排。這次訪談研究結果反映雖然有部份家長支持在適當假期可以安排無功課，但

不少家長、教師、甚或學生都對無功課有保留，家長亦在假期各自為子女安排作業

或溫習，訪談內容反映他們認為學習應無間斷，勤有功的思想根深蒂固思維。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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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揭示，在復活節假期學校安排功課的學生，對功課的負面觀感加深，

而參與無功課計劃的高年級同學則更認同功課的學習效用。這些研究結果希望能啟

發家長和學校去領會功課的功用和價值，為進一步開拓學習新空間舖路。從學與教

層面來看，編排功課時須考慮如何平衡功課量和學習效益。無功課是一個試點，開

拓空間讓家長、學校去關顧孩子長遠學習成效和全人成長。 

 

研究結果反映部份受訪家長和教師認定孩子天性抗拒做功課，這種想法亦與過往香

港研究(Tam & Chan, 2010)所得相以。中國人普遍認為孩子因其惰性不喜歡做功課，

須仗倚他人鞭策，故此家長寄望學校安排每日及假期功課，去推動子女學習和建立

自律能力。然而從教育心理學角度去看，人的天性包含好奇心和學習熱誠，在功課

中加入激發學習動機的原素，能令學生樂於完成作業和溫習。訪談中教師列舉了他

們編排的啟發性和創意功課，這些都是激發學習動機的的好例子，反映了專業教學

的理念，值得借鏡。 

4.2 自主學習 

香港教育學制著重學科成績和緊密課程設計，過往不少評論認為應該多關注全人成

長和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這次假期自學計劃循著這方向發展，得到受訪

教師、家長和學生認定其意義。 

 

自主學習計劃的核心理念標動法 GAP，標榜目標、動力、和方法。其重點是學生自

己選取及決定目標，自我推動和規劃時間去達成目標。這套理念符合了自我決定理

論 (Ryan & Deci, 2000, 2008) 的中心原則，即心理健康源自滿足三項心理需要，包括

能力(competence)、關係(affiliation)、和自主(autonomy)。過往不少中外研究指出建

立自主是成長一個重要任務，在學習或工作環境裏容許自主和培育能力可以為當事

人帶來內在動力，亦有助完成使命(Ryan & Deci, 2008)。根據自我決定理論，自主不

是妄自私為，而是自我管理、自我推動，和自我調控去完成目標(Niemiec, Ryan, & Deci, 

2010)。這和假期自學計劃的核心理念同出一轍。 

 

這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自主學習計劃令高年級學生在假期後帶來學習範疇的正面轉

變，由此印證了自我決定理論的論點。訪談中學生對有機會做自己喜歡的事感到雀

躍，教師亦樂見參與同學的熱誠和興奮。受訪家長則反應不一，部份擔心孩子所選

目標與學術無關，但亦有家長覺得自選目標為孩子開拓成長天空而感動。正如訪談

結果反映，推行自主學習計劃必須令家長認識和接受活動的理念和意義，讓孩子在

支援關顧下發展自主，並兼顧德、智、體、群、美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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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計劃後續建議 

這次假期自學計劃得以順利進行，有賴樂 Teen 會社工的策劃、兩所學校校長教師的

推動，和家長的支持，缺一不得成事，是一個學校-家庭-社區伙伴合作的成功例子。

計劃後續亦必須得到各方參與和認受，才能達到預期效果。 

 

訪談中家長和教師提供了寶貴意見和建議，包括考慮學校情況在合適假期推行、加

強家長參與成份、擴大假期前準備階段、以及配合學生成長階段不同需要。其中不

少意見認為現行設計較適合高小學生，而初小學生心智尚待成熟未必能領略自主學

習要點。計劃後續可以考慮在小一、二年級加強親子互動成份，增加家長教育和溝

通，讓他們更有效支援子女的自主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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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長假期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策劃工作小組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樂 Teen 會 

 召集人：朱麗英女士(服務主任) 

 成  員：王恒聰先生(社工)、莊詠敏女士(社工)、江卓勤先生(社工) 

 顧  問：曾婉姬女士(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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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平日及復活節假期功課量 

功課量 毋須做家課和溫習 少於 1 小時 １小時或以上 

平日 3.8% 28.3% 63.9% 

平日 - 初小 4.8% 33.2% 62.0% 

平日 - 高小 2.5% 25.6% 71.9% 

平日 - 期望 17.5% 39.2% 38.9% 

假期 13.2% 35.6% 46.6% 

假期 - 實驗組 19.9% 42.1% 38.0% 

假期 - 參照組 7.7% 32.5% 59.7% 

假期 - 期望 26.5% 34.1% 34.0% 

 

復活節假期經常參與活動 

假期活動（可選多於一項） 經常參與 

娛樂（如睇電視、打機） 56.2% 

做運動或戶外活動 47.6% 

花時間在自己感興趣嗜好 46.6% 

與家人玩或者傾計 43.9% 

做家務 35.0% 

閱讀自己喜愛的課外書籍 33.6% 

與朋友玩或者傾計 38.8% 

學習自理（如參與買餸、煮飯、整理自己床鋪等）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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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小學生也可以 

自律、有創意、有動力。 

只要 

我們釋放他們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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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習計劃 研究報告 網上版 

 

 

學生家長得著分享 

 

 

復活假無功課-自主學習推行短片 

 

 

 



- 32 - 

 

 

 

 

 

 

 

 

 

       

             

 

 

 

 

 

 

 

 

 

 

 

  

 

 

 

  sspehtc@hkcs.org 

2779 9556       2779 9561 

香港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地下 

G/F., Nam Wai House, Nam Shan Estate, Shamshuipo Kowloon, Hong Kong 

www.hkcs.org      www.facebook.com/hkcs.org 

出版日期 : 2017 年 11 月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Yt-7OtvTXAhUDn5QKHS9wBkcQjRwIBw&url=http://www.i78cn.com/news/5194.html&psig=AOvVaw09dvnZcdrvHz6YWtQzNQ_9&ust=1512616740412607
mailto:sspehtc@hkcs.org
http://www.hkcs.org/
http://www.facebook.com/hk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