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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版本
智樂嘗試透過不同渠道收集家長、兒童、專業人士和社區人士等聲音，以掌握他們對香港兒童
遊戲的價值觀、行為取向及需要。翻閱近年香港對遊戲的不同研究，並沒有發現與親子遊戲狀
況有關的全港性調查。因此，智樂希望在這方面能夠客觀且深入地了解香港現時親子遊戲的情
況，以能提供更適切的遊戲服務給香港的家庭。為了使得出的資料有著客觀性和準確性，因而
委託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助進行是次的調查研究。
文獻充分顯示，與父母遊戲不單可以幫助兒童發展他們的想像力和創意外，還可以讓兒童在身
體、情緒、社交、認知、語言等系統上有適當的發展。它亦有促進家庭關係和親子溝通的效果，
有助促進健康的家庭關係和達致家庭和諧的狀況。同時文獻中亦發現，當兒童參與過多的課外
活動或興趣班時，會剝削了他們的空餘時間，同時也會減少了親子之間的交流，影響了家庭成
員之間的關係。文獻亦指出，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低，親子遊戲的發生頻率和水平也相對較低。
(較詳細的文獻回顧於報告全文版本中刊出)。

甲. 調查目的
希望透過是次有系統的調查和分析，能達致以下目的：
(1) 了解香港不同階層家庭的親子遊戲情況
(2) 探索香港不同階層的家長對遊戲價值的看法
(3) 搜集父母親對親子遊戲的滿意程度

乙. 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設計及方法
是次調查對象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並且是家中三至十二歲兒童的父親或母親。樣本以「簡單
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方式抽出。是次調查成功訪問了五百三十八名被訪者。
這項調查的性質屬橫斷研究法 (cross-sectional study)，從樣本中所得回來的調查資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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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均採用「量化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丙. 被訪者背景資料
以下資料可在詳細報告中了解，包括被訪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被訪家庭中 3-12 歲的兒童
數目、被訪家庭中年齡最大的 3-12 歲兒童及被訪家庭的每月總收入。

丁. 指標數據結果
(a) 兒童單獨一個人玩遊戲的時間數據
1. 平均每星期有 5.08 小時 (標準差: 6.75; 中位數: 3.0 小時) 是自己一個人玩遊戲的。
2. 約八成半的被訪者覺得自己的子女每星期單獨玩遊戲的時間並不多於十小時 (即兒童每天
單獨玩遊戲的時間不多於 1.5 小時)
3. 而當中覺得自己的子女每星期單獨玩遊戲的時間少於四小時的也有六成多
4. 被訪者表示自己的子女「沒有」單獨玩遊戲的時間亦佔了兩成六。
5. 只得 45 名受訪家長 (8.7%) 表示子女平均每天有兩小時以上的單獨玩遊戲的時間 (即平均
每星期有 14 小時以上的單獨玩遊戲的時間)。
(b) 父親單獨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時間數據
1. 父親平均一星期裡單獨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時間是 4.29 小時 (標準差: 5.67; 中位數: 2.0
小時) 。
2. 超過五成的父親平均每星期單獨與子女玩遊戲並不多於兩小時
3. 九成的父親平均每星期不會花多於十小時與子女單獨玩遊戲
4. 兩成的父親每天也沒有單獨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
(c) 母親單獨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時間數據
1. 母親平均每星期單獨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時間是 3.83 小時 (標準差: 5.52; 中位數: 2.0
小時)。
2. 有三成的母親平均每星期花四小時或以上的時間單獨與子女一起玩遊戲 (即平均每天花多
於 0.5 小時或以上)。
3. 而超過八成半的母親平均每星期並不會花多於八小時單獨與子女玩遊戲 (即平均每天大約
不會花不多於 1 小時左右)。
4. 大約有三成的母親每天也沒有單獨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

2

(d) 父親及母親一起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數據
1. 接近九成的受訪者稱，他們與其配偶平均每星期一起參與子女的遊戲時間並不會多於八小
時，而當中有六成更是在兩小時以下。
2. 有三成的受訪者每天也未能與配偶一起和子女玩遊戲。
3. 只有百份之四的被訪者與其配偶平均每天一起和子女玩遊戲的時間是多於兩小時 (即兒童
每星期玩的時間多於 14 小時)。
4. 調查亦顯示，父親及母親平均每星期一起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是 3.43 小時 (標準差: 5.46;
中位數: 2.0 小時)。
(e) 整體親子遊戲時間數據
整體親子遊戲時間包括了「父親單獨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母親單獨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
及「父親和母親一起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
1. 有接近兩成的家庭是完全沒有親子遊戲時間的。
2. 有超過六成的家長指出，他們平均每星期花不多於十小時去與子女一起玩遊戲 (即父母平均
每天也不多於 1.5 小時去參與子女的遊戲)。
3. 而平均每天願意花兩小時以上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父母親也有兩成半左右 (26.8%)。
4. 雖然平均值的數據顯示，家庭每星期平均也有 10.75 小時 (標準差: 13.66; 中位數: 6.0
小時) 的親子遊戲時間，但因標準差的數字相對較高，這反映了數據的分佈不太集中。而中
位數的數據「6.0 小時」較能反映現況，即表示有 50%的受訪家庭，他們平均每星期的親子
遊戲時間是在 6.0 小時或以下的。
5. 三成家長認為自己家庭平均每星期的親子遊戲時間是在「0.1-5.0」小時之間。
(f) 子女花在與技能或學術有關的興趣班、看電視、玩機動遊戲、電腦和電子遊戲等活動的時
間數據
1. 約有三成半的兒童平均每天會花兩小時或以上的時間在這些活動上 (即兒童平均每星期花
14 小時或以上)。
2. 而平均每星期會花「9.1 – 12.0」小時在這些活動中，亦佔了接近兩成。
3. 總括而言，兒童平均每星期花在這些活動上有 11.66 小時 (標準差: 8.13; 中位數: 10.0
小時)。
4. 答案亦顯示家長回答今次調查時，清楚明白調查中「遊戲」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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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被訪者認為有多少時間陪子女玩才算足夠的時間數據
1. 「6.1 至 9.0 小時」及「3.1 至 6.0 小時」是最多受訪者選擇的，百分比分別為 22.0%及 20.1%。
2. 有超過六成的家長認為，他們應該每天至少要陪子女玩一小時或以上才算足夠 (即每星期陪
子女玩七小時或以上)。
3. 總括而言，家長認為，他們每星期應有 9.37 小時與子女玩遊戲才算足夠 (標準差: 6.97; 中
位數: 7.0 小時)。
(h) 被訪者認為自己和配偶與子女遊戲時間的足夠程度數據
1. 約有三成的受訪者指出，他們和配偶與子女玩遊戲的時間是「足夠」或「非常足夠」
。
2. 卻有超過五成半的受訪家長覺得，他們的親子遊戲時間是「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
3. 而選擇了「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的被訪者，他們覺得未能與子女有足夠親子遊戲時間
的原因以「工作時間長」
、
「子女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習上」及「工作需要輪班」為最多，分別
為 63.7%、36.0%及 12.0% (被訪者可回答多於一個答案)。
4.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選擇了「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的家長中，分別有 5.1%、
4.8%與 4.5%表示，他們沒有足夠親子遊戲時間的原因是「他們不懂如何與子女玩」
、
「他們沒
有興趣與子女玩」及「子女不喜歡和他們玩」
。
5. 從「皮爾遜相關」分析中發現，
「被訪者認為自己和配偶與子女遊戲時間的足夠程度」與「親
子遊戲時間」有中等的關聯性。
(i) 被訪者認為遊戲對子女的幫助程度數據
1. 在 535 名有效的被訪家長中，只有 13 名家長 (2.4%) 認為，遊戲對兒童是「沒有幫助」或
「非常沒有幫助」的。
2. 調查亦指出，在選擇了「一般」
、
「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被訪者中，，他們認為遊戲
對兒童最有幫助的地方是「思考」
，其次是「社交/溝通技巧」與「智力」的發展，而認為遊
戲能增進或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則只有 3.3%。
3. 雖然有很多被訪者都認為遊戲對兒童有正面的幫助，但在這群被訪者中有 5.2%的家長表
示，他們並不知道或不清楚遊戲對兒童那些方面有幫助。
4. 從「皮爾遜相關」分析中發現，「被訪者認為遊戲對子女的幫助程度」與被訪者的「家庭每
月總收入」及「教育程度」表現出輕微的相關性，但與「親子遊戲時間」卻沒有明顯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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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主要變項的差異分析數據
1.

調查結果顯示，父親和母親參與子女遊戲的時間有顯著的差異。父親參與子女遊戲的時間
明顯比母親多。

2.

本調查將兒童年齡分為 –「3-5 歲兒童」
、
「6-8 歲兒童」及「9-12 歲兒童」-共三個群組去
分析它們之間的差異。調查結果顯示，各群組也有顯著的差異。
「3-5 歲兒童」比「6-8 歲兒
童」及「9-12 歲兒童」擁有較多的親子遊戲時間。而 「9-12 歲兒童」則比「6-8 歲兒童」
少與父母親一起遊戲

3.

研究發現，擁有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在參與親子遊戲的時間上與較低「教育程度」的父
母有顯著的差異。
「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父母參與親子遊戲的時間比接受過「高中/預科」
或「專上教育」的父母相對上較少。但擁有「專上教育」程度的父母，他們與子女一起遊
戲的時間與只有「高中/預科」程度的父母卻沒有明顯的差異。

(k) 主要變項的深入相關分析數據
1.

「兒童年齡」與「親子遊戲時間」有中等的負面關係，即兒童年齡越低，則親子遊戲時間
便越多。

2.

被訪者的「教育程度」與「親子遊戲時間」呈微弱的關聯。換句話說，父母的教育程度越
高，他們與子女一起遊戲的時間便越多。

3.

被訪者的「家庭每月總收入」與「親子遊戲時間」的多少顯示出輕微的相關性，即家庭每
月總收入越高，親子遊戲時間便越多。

戊. 結果討論
本調查主要目的是了解香港現時的親子遊戲情況，並進一步探討家長對遊戲價值的看法及親子
遊戲的滿意程度。
1. 父母與子女一起遊戲的時間仍不足
總括這次調查的各項遊戲時間指標數據，香港普遍家庭的親子遊戲情況並不太理想。事實上，
有 50% 的受訪家庭，他們平均每星期的親子遊戲時間是在 6.0 小時或以下的。
2. 父母認為與子女一起玩遊戲的時間是不足夠
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家長 (54.9%) 表示，他們的親子遊戲時間是「不足夠」或「非常不
足夠」
。而綜合各被訪者的意見，他們認為，家長每星期應該要有九至十小時與子女一起遊戲才
算足夠。另外，家長也表示，
「工作時間長」和「子女花了很多時間在學習上」是他們未能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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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有足夠遊戲時間的主要因素。另外，有部份的家長表示，
「他們不懂如何與子女玩」
、
「他們沒
有興趣與子女玩」及「子女不喜歡和他們玩」是他們與子女遊戲不足的成因。
3. 父母未明白遊戲對親子關係的幫助
從調查的數據中可見，大部份的家長也認為，遊戲對兒童有著正面的影響。可是，這影響大多
集中於兒童的個人發展上，很少的家長會表示，遊戲可以增進或改善家人之間的關係。因此，
若我們向父母提倡遊戲的價值時，我們不應只集中說明遊戲對兒童個人發展的影響，也要指出
親子遊戲對家庭關係的幫助。因倆者對兒童和家長都是同樣重要的。
4. 父親與子女一起遊戲的時間多於母親
另外，在中國的社會裡，一般人都會認為，母親會比父親多些與子女一起遊戲，因母親是兒童
主要的照料者。但本調查卻顯示出相反的結果，即父親與子女一起遊戲的時間多於母親。近年，
有西方的學者表示，父親才是兒童主要的玩伴。
5. 鎖定一些有「缺乏親子遊戲」可能的「目標家庭」
在是次調查裡，我們也可發現，
「兒童年齡」
、
「父母親的教育水平」及「家庭每月總收入」與「親
子遊戲時間」的多少有一定程度的關聯，這結果與其他國外的研究吻合。此外，綜合是次調查
所得的結果，我們可以鎖定一些有「缺乏親子遊戲」可能的「目標家庭」
，針對他們的遊戲需要，
然後提供適切的協助或幫助。

己. 建議
事實上，是次調查的指標性數據，確讓我們對香港現時的親子遊戲情況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而總結上述的分析，我們有下列的建議：
1. 是項指標性調查應每三年重覆一次，以了解香港親子遊戲情況的數據趨勢
2. 加強社區推廣，鼓勵兒童在各方面都有平衡的發展，包括學業與遊戲
3. 鼓勵僱主支持員工平衡「家庭工作生活」，使父母在應付繁忙工作的同時，亦能有足夠的時
間與家人相處和參與子女的遊戲
4. 關注一些「教育程度」及「家庭每月總收入」較差的家庭，;令他們與子女一起遊戲的時間
得以提升及其質素得以改善。
5. 社會各界應深入討論如何令家長願意投放更多的時間在親子遊戲上，以令兒童的成長得到更
大的裨益。
6. 支援一些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協助或教導家長如何與子女一起開心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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