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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使用

現今兒童使用電子產品（如電視、電腦、智能電話、
遊戲機和平板電腦）的時間愈來愈多

更多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令運動及面對面社交互動時
間亦相應減少生理及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亦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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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睡房裡的電子產品及兒童發展

分數差異 (95% CI) P

生理 -0.12 (-0.26,  0.01)

社交 -0.29 (-0.50, -0.08) **

情緒 -0.19 (-0.35, -0.03) *

語言/認知 -0.24 (-0.39, -0.10) **

一般知識/溝通 -0.26 (-0.50, -0.03) *

總分 -1.11 (-1.80, -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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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減低睡房裡電子產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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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互動是重要的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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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

港大近年針對兒童及青少年進行了以下兩個有關使用電子產
品研究：

探討香港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及電子產品與兒童行
為問題、學業成績的相關性

檢視家長指引對兒童使用電子產品的重要性

提醒政策制定者和前線專業人員，以制定策略減少香港
兒童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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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研究

對象：在2011年於21間幼稚園的681名幼兒

抽樣：於港島及元朗分層隨機抽樣

招募年齡：約5歳

招募評估：使用電子產品的詳細紀錄

跟進年齡：在2014/15年時約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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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產品與兒童行為及學業成績
根據681人之追蹤研究（2011-1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dentified 未發現顯著相關
Analyses adjusted for family SES and child gender 於分析中控制家庭社經與兒童性別

Outcomes in P3 

於小三時之評估結果

Each hour/day spent on 

television in K3 

於幼稚園高班時
看電視

（每日每小時）

Each hour/day spent on 

video gaming in K3 

於幼稚園高班時
玩電子遊戲

（每日每小時）

Overweight 

超重
↑ 19.4% 機會 -#

Risk of behavioural problems 

行為問題風險
↑ 44.4% 機會 -#

Risk of emotional problems 

情緒問題風險
↑ 38.2% 機會 ↑ 23.2% 機會

Risk of hyperactivity 

過度活躍問題風險
↑ 34.3% 機會 ↑ 32.0% 機會

Scores in standard Mathematics test 

標準數學測試
-# ↓ 2.8分

Scores in standard Chinese language test

標準中國語文測試
-# ↓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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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 幼兒若於5歳時花更多時間看電視及玩電子遊戲，他們在9

歲時有更大機會出現過重、行為為問（包括情緒問題及過
度活躍），學業成績亦會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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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研究

對象：在2016年於51間小學中的7,585名學生

抽樣：全港分層隨機抽樣

年齡：6–10歲

評估：使用電子產品的詳細紀錄，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ADHD）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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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daily time spent on digital device 

use (min)

平均每日使用電子產品時間（分鐘）

All children 

所有兒童
Boys

男孩
Girls

女孩

All purposes 所有用途a 250.2 252.0 248.4

Watching television 電視a 90.6 90.0 91.8

Video gaming 玩遊戲b 92.4 99.6 84.0

Game consoles 遊戲機 30.0 32.4 27.0

Computers 電腦 18.6 20.4 16.8

Smartphones 智能電話 21.0 22.2 19.2

Tablet computers 平板電腦 26.4 27.6 25.2

Studying學習及做功課c 51.0 48.0 54.0

Computers 電腦 30.0 29.4 31.2

Smartphones 智能電話 13.2 12.6 14.4

Tablet computers 平板電腦 10.2 9.0 11.4

Web browsing 上網c 16.2 14.4 18.6

Computers 電腦 6.6 6.6 6.6

Smartphones 智能電話 5.4 4.8 6.0

Tablet computers 平板電腦 5.4 4.8 6.6

香港兒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時數
根據7,585人之全港性研究（2016）

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男女生之間並無顯著差別
b Boys spent significantly more time than girls 男生比女生使用時間更長
c Girls spent significantly more time than boys 女生比男生使用時間更長

11



與其他地方比較

• 本研究發現74.8%兒童每日至少使用2小時電子產品

• 其他地方的數據
• 美國是20.8% (Wellington, et al., 2012) 

• 中國北京是47.4% (Shan et al., 2009)

SHAN, X. Y., Xi, B., Cheng, H., HOU, D. Q., Wang, Y., & Mi, J. (2010). Prevalence and behavioral risk factor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mong children aged 2–18 in

Beijing, China. Pediatric Obesity, 5(5), 383-389.

Wethington, H., Pan, L., & Sherry, B. (2013). The Association of Screen Time, Television in the Bedroom, and Obesity Among School‐Aged Youth: 2007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3(8), 57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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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每天平均使用電子設備花費超過4小時
佔其課餘時間之一半

上課日 假日

Schooling 

上課

8.5 hrs 小時

Sleeping 

睡眠

9 hrs 小時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使用電子產品

3.2 hrs 小時

Other leisure 
time

其他課餘時間

3.3 hrs 小時

Leisure time

課餘時間

6.5 hrs 小時

Sleeping 

睡眠

9 hrs 小時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使用電子產品

7.1 hrs 小時

Other leisure 
time

其他課餘時間

7.9 hrs 小時

Leisure time 

課餘時間

15 hrs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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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與ADHD風險
基於7,585人之全港性研究（2016）

Analyses adjusted for family SES and child gender 

於分析中控制家庭社經與兒童性別

Use of electronic devices for each hour 

per day

每日每小時使用電子產品

ADHD risk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風險

Watching television 看電視 ↑ 4.70% 機會

Video gaming玩遊戲 ↑ 4.59%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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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ed for family SES, child gender and age, family history of any mental disorders

於分析中控制了家庭社經，兒童性別及歳數及精神問題之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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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指導、看電視時數與ADHD風險
基於7,585人之全港性研究（2016）



Adjusted for family SES, child gender and age, family history of any mental disorders

於分析中控制了家庭社經，兒童性別及歳數及精神問題之家庭史

家長指導、玩電子遊戲時數與ADHD風險
基於7,585人之全港性研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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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在小學學童中，使用電子產品的時數與ADHD有正相
關

使用較多電子產品的學童有較高ADHD風險

當父母指導兒童看電視和電子遊戲時，ADHD的風
險相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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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香港學童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比其他地方多

在幼兒園中使用較多電子產品的幼童，在小學
時的行為問題較多，學業成績亦較差

在小學時使用電子產品時數較多的學童有較高
的ADHD風險，但家長指導可以減輕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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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體適能現況

19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全港性計劃以鼓勵及監察香港學童之健康及體適能

 由兒童健康基金、教育局及體適能總會於1990年創立

 於2016/17年共服務427間中小學（190,064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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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數字

2013/14 2016/17

學校數目 337 427

學生數目 138,260 190,064

21

參與學校數目



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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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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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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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對肥胖風險的影響
34,706名學生的3年追蹤

得到更佳獎項學生的肥胖風險在3年間有顯著降低

顯著減少
(P<0.05)

沒明顯減少

25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對柔軟度的影響
8,047名在2014/15年沒有得到任何獎項的學生之3年追蹤

本計劃能幫助較弱學生增強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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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對肌肉強度的影響
8,047名在2014/15年沒有得到任何獎項的學生之3年追蹤

本計劃能幫助較弱學生增強肌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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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對心肺耐力的影響
8,047名在2014/15年沒有得到任何獎項的學生之3年追蹤

本計劃能幫助較弱學生增強心肺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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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隨機對照試驗）

對象：在2014/15年於12間中學的664名學生

年齡：12–14歲（中一、二）

介入：18節運動導師計劃，每節90分鐘

對照：健康教育網頁

評估：介入前、後之體適能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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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與柔軟度
根據664名學生之隨機對照研究

運動導師計劃能幫助學生之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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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能幫助學生之肌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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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與肌肉力量
根據664名學生之隨機對照研究



運動導師計劃能幫助學生之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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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與精神健康
根據664名學生之隨機對照研究



運動導師計劃能幫助學生之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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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導師計劃與抗逆力
根據664名學生之隨機對照研究



結論

香港學童之體適能仍遜於其他地區的同齡兒童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是學校層面的介入活動，可以鼓勵學
生做體能活動及增強體適能

運動導師計劃是個人層面的介入活動，除增強體適能外，
亦能促進精神健康及抗逆力

體能活動對兒童健康及發展亦有莫大裨益，我們建議：
學生跟從世界衞生組織指引，每天累積最少60分鐘之中等至強烈程
度體能活動

學校及家庭提供更多讓學生做體能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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