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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高小學生受父母安排

【香港商報訊】記者潘仲男報道：一項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本港高小學生(小四至小六)在很多事項上，均須依照
父母意願。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指出，高小學生已有相當認知及判斷能力，如父母什麼都替他們決定，將阻
礙其發展，同時會造成家庭之間的對立。

    69% 不想父母干預社交

    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辦的「小學生對家庭角色的看法」調查顯示，有66.5%的小學希望自己決定
參與課外活動及補習等事務，同時亦有69.14%的受訪學生並不希望社交活動受父母干預。不過，卻有47.53%小學生
所參加的課外活動及補習班由父母安排，亦有2.81%由祖父母安排，只有10.89%的學生能夠自己做決定。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明白父母望子成龍，但切記每一個人均是獨立個體，不要將自己未能完成的
心願，強加在子女身上，教導小朋友需要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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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08 新報 日期: 2013-03-30

七成小學生冀自行決定 不想父母干預中學選向

【新報訊】香港女教師協會和教育政策關注社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小學生希望由自己決定入讀哪所中學，希望父
母不要干預。另有超過六成小學生希望自己決定參與哪些課外活動和是否補習，但結果僅得一成能願望成真。

75%不願共議打機時間

調查訪問六百多名高年級小學生，結果發現，75%受訪小學生，都不願意與父母共議每日上網打機的時間，另有超過
70%希望父母不要干預他們的社交活動及希望自己決定入讀的中學。

同時，逾六成受訪學生希望，可以自己決定參與哪些課外活動和是否補習。不過，近半數受訪者說，參加的課外活
動和補習班是由父母決定，只有一成人由自己決定。

負責調查的機構建議，父母與子女應多作商討和溝通，減少磨擦和誤會，在一些容易導致衝突的事情上，例如上網
玩樂時間，雙方要共同訂出可接受的方法。機構又說，假如青少年在小學階段已經與父母產生矛盾，當日後升到更
高年級、要求更大程度自主時，雙方的不和會變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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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教育/B08 大公報 日期: 2013-03-30

7成小學生不想父母管 調查指過分干預埋危機易釀慘劇

一項調查發現，75%受訪小學生不願意與父母共議每日上網、打機時間，70%人希望父母不要干擾其社交活動，並讓
自己決定入讀哪間中學。團體指出，近日的倫常慘劇，涉及父母對子女過分監管，例如打機、學習等，事無大小插
手干預子女生活，易令子女自小累積不快同時潛伏危機，長大後追求更大自主時，一旦爆發衝突可能難以收拾。本
報記者劉家莉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及女教師協會，去年底訪問來自10間小學的606名小四至小六生，了解他們在家庭角色的看法
。結果發現，家庭日常事務多由父母話事，近70%受訪小學生表示，每晚家中收看的電視節目由父母選擇，只有
15%人與父母共同決定。同時，72%的受訪小學生冀自決入讀哪間中學，66%希望自決參與課外活動及補習，但現實只
有10%受訪者可自決參與課外活動及補習班，近半是由父母決定。

  冀自決讀哪間中學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出，不少父母望子成龍，事無大小也插手干預，潛藏不少暗湧。近日接二連三發生
的弒父殺母倫常慘劇，涉及父母對子女過分監管，例如打機、學習，令子女仇恨父母。他提醒一班「直升機」父母
，重新思考管教子女方式，對子女不要太嚴苛，可考慮將選擇權下放給子女，例如報讀興趣班時，可詢問其意願
，避免造成壓力或從小累積不快，成長後與父母易生衝突，加深雙方不和。

  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亦指出，父母不要獨斷獨行，要多互相考慮對方喜好，多與子女商討及一同做決定，如上
網打機時間，雙方應共同訂出可接受的方法。

  張民炳又認為，父母關心子女本是好事，尤其現時不少是獨生子女，父母傾注所有愛到子女身上，但是連子女應
做的事也要代辦，只會令子女更難獨立，甚至在子女大學畢業後仍然難放心， 「陪同」子女入職場、一同面試見工
，又有父母代子女查詢入讀研究院課程入學要求等，父母想法或是出於愛護，結果往往弄巧反拙，故應放手予子女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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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香港新聞/A15 文匯報 日期: 2013-03-30

嫌父母凡事干涉 七成小生盼自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父母都想子女聽教聽話、言聽計從，卻往往忘記了培養孩子的獨立及自主性。一項
調查顯示，約七成受訪高小學生想自行決定將來入讀的中學、課外活動及補習安排，而非由父母干預；另一方面
，只有約一成學生可按自己意願參加課外活動及補習。負責調查的團體表示，這反映家長缺乏與子女商討及溝通的
意識，長遠會影響親子關係，或令孩子難以自立。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於上學期進行了一項名為「小學生對家庭角色的看法問卷調查」，大會訪
問了來自10間小學的606名小四至小六學生，以了解他們的意見。

僅一成半生可與父母商量

　調查顯示，受訪學生除希望在升中選校及課餘活動中有更多自主性之外，也想在其他生活細節中更受尊重，約七
成學生指每晚家庭收看的電視節目都由父母決定，自己作主的只有3%，而可與父母共同決定者亦只有一成半。針對
不少學生均喜愛打機，但有四分之三學生不願意與父母共同決定每天上網打機的時間表。

張民炳：常督促難自立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是次受訪的小學生有逾半是小六生，他們快將升中，想在家中擁有更高的
自主權是很自然的事，家長不宜事事干涉，否則很易惹起孩子反感，也令他們無法自立。他就曾聽聞有子女欲查詢
大學研究院的課程，亦要父母主動代勞，令院校很感無奈。

周蘿茜：自主非「自把自為」

　本身是福建中學副校長的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周蘿茜補充指，她經常要接見前來面試的學生，發現很多時父母替
孩子安排大量課外活動，但很多非他們的意願，「履歷顯示孩子讀過很多文章，但我叫他分享一篇，他卻表示完全
無印象」。家長此舉不單苦了孩子，且對升學面試毫無幫助。周又指，不是建議家長容許孩子「自把自為」，但至
少雙方要有商有量，有時候可接受孩子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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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08 太陽報 日期: 2013-03-30

怪獸家長乜都管

選看電視節目、選購書包文具以至選擇朋友，父母「統統話事」，不單容易變成「怪獸家長」，過分管制更會引起
子女反彈，甚而影響子女成長。一項調查發現，不少父母喜歡主導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務，七成受訪高小學生，指
每晚在客廳收看的電視節目由父母決定，不少家長連出外乘坐交通工具、選購文具等日常小事亦全權話事，子女共
同參與決定的比例偏低。負責調查的組織指，發現有家長甚至為就讀研究院的子女致電院校，查詢課程資料；求職
時甚至要求一同見僱主，提醒家長「每事管」只會影響子女將來解難能力。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上學期訪問了六百零六位、來自十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學生，其中逾半屬
小六學生。調查指，七成二的受訪小學生希望自己決定入讀中學，六成六更希望自行決定參與課外活動。不過五成
學生指父母會決定參與的課外活動及補習班。

安排太多補習  壓力爆煲

調查又發現，不少高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並無共同參與權。近七成學生指父母每晚會決定客廳觀看的電視節目，共
同決定的只有一成五；至於周末的家庭節目，兩成六的學生表示父母會話事，高於共同決定的比例。家中生活子女
更難以參與意見，逾八成家長主導及主管家中每餐飯餸菜式，只有近三個百分點學生有參與。

香港女教師協會副主席李瑞美指，得悉有母親連女兒的髮飾亦要管制，「媽媽一定要個女戴紅色橡筋，個女唔鍾意
但又唔敢出聲……亦有不少家長為仔女安排過多課外活動同補習，搞到太大壓力，小四都瀨尿。」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張民炳指，曾有家長致電大學的研究院，為子女查詢課程資料，為父母者竟仍未放心讓研究生
子女拿主意。更有畢業生反映，求職時家長曾要求一同見僱主。他批評家長過分參與會影響子女日後的解難能力
，「由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咩事都幫仔女做決定，會令他們將來有憾事，對心理造成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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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24 東方日報 日期: 2013-03-30

怪獸家長想陪仔女見工

收看的電視節目、選購書包文具以至選擇朋友，父母「統統話事」，不僅容易演變成「怪獸家長」，過分管制更會
令子女反彈。一項調查發現，不少父母喜歡主導生活事務，七成受訪高小學生指父母每晚決定在收看的電視節目
，不少家長連出外乘坐交通工具、選購文具等亦全權話事。調查組織指，發現有家長甚至為就讀研究院的子女，致
電院校查詢課程資料；求職時甚至要求一同面見僱主，提醒家長「每事管」只會影響子女將來解難能力。

有調查發現不少父母對於子女生活中事務「每事管」。（馮淑環攝）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於上學期，訪問六百零六位、來自十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學生，其中逾半屬
小六學生。調查指，七成二的受訪小學生希望自己決定入讀中學，六成六更希望自行決定參與課外活動。不過，調
查發現，五成學生指父母會決定其參與的課外活動及補習班。

讀研究院都要代致電回校

調查又指，不少高小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並無共同參與權。近七成學生指父母每晚會決定客廳觀看的電視節目，共同
決定的只有一成五；至於周末的家庭節目，兩成六的學生表示父母會話事，高於共同決定的比例。當然家中生活部
分子女更難以參與，逾八成家長主導及主管家中每餐飯餸菜式，只有近三個百分點學生有該項目的參與。

放大圖片

香港女教師協會副主席李瑞美指，得悉有母親連女兒的髮飾亦要管制，「媽媽一定要個女戴紅色橡筋，個女唔鍾意
但又唔敢出聲……亦有不少家長過分為子女安排課外活動同補習，搞到太大壓力，小四都瀨尿。」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張民炳指，曾有家長致電大學的研究院，原來是為子女查詢課程資料，已達到研究生階段，為
父母者仍未放心讓子女拿主意。更有畢業生反映，求職時家長曾要求一同見僱主。他批評家長過分參與，會影響子
女日後的解難力，「由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咩事都幫仔女做決定，會令他們將來有憾事，心理造成負面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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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13 蘋果日報 日期: 2013-03-30

七成小學生盼自選中學

【本報訊】直升機家長無處不在，女教師協會和教育政策關注社進行的調查發現，超過60%小學生希望自己決定參與
哪些課外活動和是否補習，但結果僅得10%人能由自己決定是否參加，其餘近半數受訪者都是由家長作主。此外
，75%受訪者均不願意與父母共議及決定每日上網打機時間。調查機構建議，家長不要獨斷獨行，應多與子女商討及
一同做決定。

父母勿獨斷獨行

女教師協會及教育政策關注社合共訪問600名小四至小六學生，發現他們由家長決定參加哪些課外活動及補習班外
，調查也發現75%受訪者，都不願意與父母共議每日上網打機的時間。另70%人希望父母不要干預他們的社交活動及
為自己選中學。

負責調查團體建議，父母不要獨斷獨行，要多互相考慮對方喜好，多與子女商討及一同做決定，減少磨擦和誤會。
對於一些容易引發衝突的事件，例如上網打機時間，雙方應共同訂出可接受的方法。如果子女在小學階段已和父母
有矛盾，日後會追求更大的自主度，加深雙方之間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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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08 成報 日期: 2013-03-30

多數小學生希望有自主權

香港女教師協會與教育政策關注社訪問600多名高年級小學生，結果發現，七成半受訪者不願與父母共同決定每日上
網打機的時間，又希望自己決定入讀的中學；逾六成受訪學生希望自己決定參與課外活動和補習，但近半數受訪者
也直言參加的課外活動和補習班是由父母決定，只有一成人由自己決定。

女教師協會指出，青少年若在小學階段已和父母產生矛盾，日後雙方不和問題會變得嚴重，建議父母與子女多溝通
商討，減少摩擦和誤會，在一些容易導致衝突的事情如上網玩樂時間，雙方要共同訂出可接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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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21 星島日報 日期: 2013-03-30

上網打機時間 高小生拒父母定

本港近月接連發生家庭倫常慘劇，有調查發現，近七成五受訪高小學生，不願與父母共同決定每天上網打機時間
，僅一成可自行決定參與課外活動及補習班，逾七成則冀自行決定入讀中學。團體認為，家長過猶不及為子女做決
定，令子女壓力倍增，如有高小生因壓力過大，出現手震、失禁等，建議家長於初小階段，允許子女共同參與決定
，減少摩擦。

　　香港女教師協會及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去年底，訪問十所小學逾六百名高小生，了解他們與父母發生衡突的根
源，結果發現，近七成五人不願意與父母共同決定每天上網玩樂時間，近七成人不欲社交活動受父母干預，分別逾
六成六及七成人希望自行決定參加課外活動及補習，及入讀的中學。

打壓會造成反效果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爭拗上網打機時間是不少家庭慘劇的起因，建議家長與子女共同釐定打機時
間，認為單靠打壓，只會造成反效果。

　　不少高小生對升中選校「心中有數」，他說，若家長過猶不及主導決定，令子女不滿情緒累積，雙方日後易因
小事生衝突，亦會影響他們的性格形成。女教協副主席李瑞美稱，家長為子女決定一切，會令他們倍感壓力。曾有
獨生小四女生，因壓力過大，出現手震、失禁等。她建議家長於初小階段，讓子女多參與決定，如共同決定須棄置
的衣物、收看的電視節目等。    記者  馮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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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版頁: 港聞/A12 明報 日期: 2013-03-30

高小生盼增自決權 七成拒商打機時間

【明報專訊】本港早前發生兒子疑不滿被干涉打機而涉嫌弒親的倫常兇案，有團體早前透過訪問逾600 名高小學生
，發現達七成半學生不願與父母商討每日打機及上網時數。調查機構指結果反映上網及打機安排已成為親子間衝突
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議父母與子女多溝通，減少誤會和摩擦。

七成望自選中學

調查由女教師協會和教育政策關注社進行，透過問卷訪問606名小四至小六學生，當中逾半是小六生，了解他們在家
庭中的角色。調查發現，七成半學生不願與父母共同決定每日上網及打機的時間，同時有逾七成人希望自己決定升
中選校。

另外，有三分之二學生表明希望自行決定參加課外活動和補習安排，但實際上只有一成受訪者可自行決定，逾七成
學生由父母決定，或需與父母商討。

建議定「可加可減」機制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出，早前發生的倫常弒親兇案，源於父母單方面喝止子女打
機，子女卻不願受限，終釀慘案。他認為青少年不應無限制瘋狂打機，但父母單方面阻止亦無助解決問題，建議父
母諮詢子女學校的老師、社工等後，視情况與子女商討打機上網安排，在時限上應設有「可加可減」機制，並定期
檢討。

張續稱，調查同時反映不少高小生不願父母介入個人生活，希望自己有權話事，與普遍父母的想法有明顯衝突，預
料學生升中後問題可能更嚴重，加劇親子衝突。他建議，父母應從高小開始，在不同事情上與子女商量，盡早建立
親子溝通關係，避免子女因誤會而積怨，引發親子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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