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幼稚園教育政策關注組  

「幼童疫下學習難   學習支援待增加」 
-- 四四兒童節 《貧窮幼童在疫症下學習面對的困難問卷調查》發佈會 新聞稿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幼稚園小朋友及家長公佈《貧窮幼童在疫症下學習面對的困難問卷調查報告》，

反映貧窮家庭的幼童在疫症期間在學習和生活上面對的困難，呼籲政府正視並儘快提供支援。 

四月四日兒童節的訂立，是為保障兒童生存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獲適時生活照顧、保護兒童及
改善兒童生活而訂立。可惜，本港不少兒童生活在貧窮中，2020 年本港總幼童人數(6 歲以下)為 382,000
人，當中 77,100 名幼童身處貧窮家庭，幼童貧窮率逾兩成(20.2%)，每 5 名幼童中有 1 位身處貧窮家庭。
在幼稚園學童方面，2020 年 3 至 6 歲全港幼童總人數為 242,400 人，同齡貧窮兒童人數為 51,300 人，
兒童貧窮率為 21.2%。 

新冠肺炎疫症爆發，幼稚園學童經常停課，不少幼稚園家庭反映政府支援不足、幼童上網課非常困
難，其後疫情進一步惡化，當局於 2022 年 2 月，破天荒地宣佈全港各中、小學及幼稚園等址提早於 3 月
至 4 月放暑假，大大打亂學童原訂的學習計劃。停課對全港 24.2 萬幼稚園學童的學習和成長帶來不同程度
的影響，當中尤以 5.1 萬貧窮幼童的情況最為困難。為了解基層家庭幼童因停課對其學習的影響，本會於
今年 2 至 3 月透過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討論，探索基層幼童疫症下的學習挑戰，呼籲當局應對學童提供相
關學習支援。 

 

1. 停課對學童學習負面影響多  社會必須適時回應  
 

在各項防疫措施中，當中對兒童最直接影響的，莫過於是宣佈學生停課。事實上，停課是世界各地
在防疫期間一重要措施。在 COVID-19 大流行最嚴重的時期，全球曾有逾 12.9 億名學生面對停課困境。1

停課或暫停實體課對年幼學童的影響更為明顯。根據教育局就幼稚園教育訂下的定位，幼稚園教育課程應
以促進幼兒的全面和均衡發展為原則，當中涵蓋:「品德發展」、「認知和語言發展」、「身體發展」、
「情意和群性發展」和「美感發展」五項發展目標，分別體現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方向。根據
當局的建議，生活化的學習主題，貼近幼兒的日常經驗、認知和興趣，將有助貫通六個學習範疇的內容，
為幼兒提供綜合而整全的學習經歷，有利幼兒學習。2 
 
2. 正視貧窮幼童教育權利  加強疫下學習支援 
 

然而，停課期間在家學習，將未能全面照顧上述五育發展方向，當中在「品德發展」、「身體發
展」、「情意和群性發展」的影響亦較大。若長期停課在家，或有限度地透過網上途徑學習，大大減少幼
童與外間人和事物的親身接觸、減少人際交往建議群性和情意交流的機會、加上活動體驗減少，未能透過
各種感知渠道學習，加上疫症下甚少出外活動困在家中，不利身體大小肌肉發展協調。至於「認知和語言
發展」和「美感發展」，或能透過網上影片、家中習作或勞作加以誘導，惟種種學習上的經歷和體驗均受

 
1 UNESCO, COVID-19 Educational Disruption and Response 
https://en.unesco.org/themes/education-emergencies/coronavirus-school-closures 
2 幼稚園教育的定位 (2020年 10月)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index.html 



到局限，始終令學習成效大打折扣。幼童學習受影響，對於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童在學習上出現極大的差異，
甚至出現學習進度緩慢、不專注等問題，可見貧窮家庭幼童在疫下學習將大大遜色於一般家庭幼童。3 

3. 調查結果 

幼稚園教育政策關注組於 2022 年 2 月至 3 月向 164 位基層幼童之家長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發現如下: 

 

3.1  網上學習津助不足  資助網上學習待增加 

是次調查中絕大部份(82.9%)受訪家長表示其年幼子女就讀的學校並沒有為學生提供任何支援，七成

(70.1%)受訪家長表示學校沒有任何特別支援，可見基層幼稚園學童的家長就當局在疫症下對幼童支援明

顯不滿，教育當局有必要從網上學習、學童情緒、學習困難，以及幼童人際交往上的發展提供相應的特別

支援服務。現行的所有電腦及上網資助都不涵蓋幼稚園。 

 

3.2  基層幼童疫下網上學習被忽視及缺資助 

另方面，雖然疫症在本港已爆發逾兩年，但社會似乎並未有太重視幼童在家學習和網上學習的需要，

仍有逾四成(40.2%)表示沒有上網設備(表 15)；近半(48.8%)受訪者更表示家中沒有可上網的電腦、四成

(39.8%)表示家中無電腦，反映電腦設備對網上學習的重要性，至今仍未獲當局和社會大眾關注。事實上，

縱使網上學習有其限制，長時間使用亦並非教育幼兒的最有效途徑，惟在疫症新常態下，網上教學確實能

發揮一定的功用，幼童家長若獲得適當的支援及指導，某程度確實有助幼童獲取知識、與學校及其他同學

交流的作用。為此，當局應檢視現行教育配套服務，如何在硬件(電腦及上網設備)及軟件(教育人力資源及

教學內容)上與時並進，協助各經濟社會階層的幼兒學童善用網上教學，並加強對基層幼童網上學習支援。 

 

3.3  停課在家學習困難，自費近萬加重負擔 

至於在停課後幼童在家學習期間，貧窮孩子遇到困難重重，最令家長憂心的是(74.4%)擔心跟不上學習

進度，其次是缺乏教學方法及技巧 (67.7%)，疫下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蝸居家中狹室猶如「困獸鬥」，不

少基層家長欠缺育兒方法，加上自身生活壓力下，不會好好處理子女情緒。再加上幼兒學習上欠缺支援，

頓然覺得徬徨無助。 

為此，儘管收入微簿，為減少子女學習的影響，寧可省錢自行上網找教學課程參考資料(41.5%)、或自

費(20.7%)參加學習班及興趣班，全年平均花費近 9 ,000 元，開支中位數為 6,000 元。事實上，上網或自

費購買學習用品，均反映學校支援的不足，為此，當局應加強幼童在家學習的支援，避免加重幼童家庭的

學習和經濟負擔。 

 

3.4  長期缺乏友儕交流，身心健康大受影響 

 
3 上網課影響幼童學習 有校長冀坊間提供更多支援及配套 (星島網，2021年5月27日)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583965/即時-港聞-上網課影響幼童學習-有校長冀坊間提供更多支援及配套  



長時期在家學習，缺乏同輩友儕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影響；加上不少基層家庭家中缺乏空間和學習

氛圍，大大影響建立良好專注的學習態度。若學童的學習意欲、專注力和自信力也下降，將極不利未來學

習途徑。由此可見，如何提升幼兒的專注力、提升學習動力和追回學習進度，對疫症下或疫症後幼童的學

習支援將極為重要，亦會是日後教育當局需要考慮的問題。 

 

疫症下幼童網上或在家學習效益極為有限且大打折扣，除了影響幼童的學習效能和學習態度的建立外，

對其身心和精神健康均帶來極負面的影響。持續使用電子屏幕器材固然影響視力，由於學習與玩樂均倚重

於電子屏幕，這亦會令人憂慮出沉迷電子遊戲的問題，不少家長既要同時兼顧家務、工作或家中其他成員

的照顧需要，因此，縱使明知使用電子產品或對孩子成長有不利的影響，惟在權衡利弊的兩難局面下，最

終也是讓幼童使用電子產品。 

 

3.5  劏房幼童環境惡劣  不利家中或網上學習 

另方面，若居住類型劃分，居於出租的籠屋/板房/劏房/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的幼童，較多沒有做功課

的書枱(61.5%)、近四成(39.2%)是廚廁合一(表 9)，居住環境較居於公屋的貧窮幼童為差。以上數據反映

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家庭幼童，其居住條件較為惡劣，同時家中要面對較高昂的租金，經濟負擔較重，

但活動和學習空間均較差，當局有必要優先為居住不適切居所的貧窮家庭幼童提供學習上的支援。 

 

3.6  接種疫苗仍見抗拒  增解說助建疫苗屏障 

雖然在第五波疫症爆發後，接種疫苗幼童人數有所增加，當局亦以九成兒童學童接種，作為恢復全日

實體課堂的目標。然而，仍有不少幼童家長對接種疫苗持保留態度。基層幼童家長普遍支持年幼子女接種

新冠疫苗，但對於學校推行措施限制沒有接種新冠疫症疫苗的學童意見仍較分歧。縱使 2022 年 3 月下旬

當局宣佈最快可於 4 月 19 日幼稚園恢復實體課，並要求若所有學校教職員接種疫苗，九成學童接種兩劑疫

苗，學校始能恢復全日實體課。雖然免費幼稚園教育計劃下，當局仍以半日制課程為主導，但上述最新規

定確實影響就讀全日班的幼稚園學童恢復全日實體課。近期不少幼童(3 至 11 歲)的家長顯得較為積極，主

動安排年幼兒童接種疫苗，惟由於有一定比例的家庭仍擔心注射疫苗的副作用、甚或不認同接種疫苗有效

防疫，當局應增加資訊發放，提供疫情資訊的透明度，以增加市民大眾對幼童接種疫苗的好處，從而增加

幼童疫苗接觸率，建立全民的疫苗屏障。 

 

3.7  疫情下家庭失業、開工不足，難支持子女學習 

是 次 調 查 兩 成多 (22.0%) 受 訪 者 表 示 受 訪 時 家 中 沒 有 任 何工作收入， 近 兩 成 (18.3%)每月收入為

10 ,000 元或以下，家庭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12 ,750 元(表 10)，低於貧窮線約 5 成或 0 收入。可見很

多家庭失業或開工不足，更無能力支援子女學習所需。 



 

4. 調查建議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八條訂明: 締約國確認兒童有受教育的權利，為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逐
步實現此項權利。基層幼童在網上學習早已有一定困難，疫症持續逾兩年下面授課程與網上學習交替的新
常態，進一步突顯基層幼童在家學習支援嚴重不足。為此，建議如下: 

4.1 教育局應確立網上教育為幼稚園教育政策一部份，確保平等教育機會: 與各幼稚園制定網上學習的內容，
並增加相關財政和人力資源予學校，規定各幼稚園需加強幼兒網上教學的功能，增加相應支援，例如: 
由學生資助處統籌各項支援清貧幼童計劃、積極甄別及聯繫有困難的幼童，確保每名幼童均獲得平等學
習機會。另外，現時各幼稚園均按個別學校喜好，自行制定網上教育內容，內容缺乏範疇，為此，當局
應統一網上教學大綱並提供指引，以範圍各幼稚園系統地提供符合要求的幼兒網上教學內容，確保符合
一定質量要求。 
 

4.2  將幼稚園學童納入「上網費津貼計劃」，長遠改為「電子學習津助計劃」:  因應幼稚園學童的網上學習
需要，當局應將學生資助制度的上網費津貼計劃，以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的受惠對象，擴闊至幼稚園學
童。長遠而言，應將「上網費津貼計劃」，改革為「電子學習津助計劃」，將資助範圍擴闊至電腦、上
網費、無線路由器及其他電子學習開支的必需物品。 

 
 
4.3 調整幼稚園教學課程內容  助學童重建學習內容及經驗: 受逾兩年疫症困擾，幼童普遍出現學習內容減少、

學習效能下降，專注力下跌等問題，影響個人學習動力，影響日後升讀小學學習。教育局應與各幼稚園
商討如何在未來一年調整教學課程內容，善用長假期或其他學習時段，助幼稚園學童追回過去兩年的學
習內容及學習經驗。 

 
4.4 加強「品德」、「身體」、「情意和群性教育」  優先支援弱勢家庭幼童: 當局亦檢視教學課程內容，既

要兼顧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同時因應疫症下學童之間缺乏彼此接觸交往的機會，特別加強在「品
德發展」、「身體發展」、「情意和群性發展」三大方面的教育工作，減少學童疫下長期獨自學習的疏
離感和孤獨感，並加強與人相處的訓練。 

 
4.5 幼稚園應分流安排困難學生回校使用設施學習/上課，輔導未能跟上學習的幼童: 學校應擔當更重要的角

色，針對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童，恢復功課輔導服務(網上或實體)；以及課外學習活動，豐富幼童學習經
歷。這點對於在學習支援上尤其不足的清貧學童，以及劏房板房幼童。 

 
4.6 正視疫下學童情緒 增社交及戶外學習活動助人際關係發展 : 學校應主動檢視未能跟進學習的學生，

並作出輔導，如有需要，在做足防疫措施下，個別預約回校作出跟進。此外，在防疫裝備充足下，學校
應分流分小批小批人為學生舉行戶外活動/學習，令學生有機會伸展身心。 

 
4.7 儘快恢復全日制幼稚園面授教學  助學童儘早重回正常校園生活: 因應全日制幼稚園學童人數所佔學

童人口較少，當局宜適量放寬上述規定，例如: 只要教職員百分百接種兩針新冠疫苗，七成幼稚園學童
接種兩針新冠疫苗，便可以恢復全日制實體課程，平衡防疫與教育。 

 
4.8 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SEN)及患有長期疾病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適時支援: 教育局應指引各學校應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SEN)及長期病患兒童提供特別支援，處理停課期間衍生的生活、照顧和醫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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