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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做功課的看法 

 

摘要 

 

對部分香港幼兒來說，功課已成為他們學習生活的部分。本研究使用質性的

半結構訪談方式，以高班 (K3) 幼兒、相關老師及家長作研究對象，研究(一)各

持份者對功課量的看法，(二)各持份者對功課種類的看法，以及(三)各持份者就

功課對幼兒構成發展影響的看法。研究結果顯示，各持份者就功課的議題上，存

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功課與幼兒學習發展的關係上，幼兒與老師和家長的理想想

法存在極大差異，幼兒認為做功課只是為了學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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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一)研究背景 

在學習的過程上，功課一直是重要的教學媒介，讓老師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對老師而言，功課為學生提供額外的學習時間，強化他們的學習和組織能力；而

對家長而言，功課讓家長了解自己子女的學習進度(Jah，2006)。因此，功課在學

生的學習生涯中，成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香港，現今除了中小學學生需要

做功課外，幼稚園也會安排學生做功課。對於年紀較小的幼兒來說，做功課是否

真的有助他們學習發展? 近年，不少家長在網上討論區反映幼兒功課量多，種類

五花八門的情況。本地經濟日報曾引述組織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學童學習

情況調查報告》，指出有 7.7%的受訪幼兒每天需做 7-9 份功課，因而面對沉重的

學業壓力(經濟日報，2015)。現今，大部分學者只關注如何培養幼兒主動完成功

課的習慣，忽略了幼兒、教師和家長就功課的看法。因此，本研究將了解幼兒、

老師和家長對功課量、功課種類和功課對幼兒構成發展的影響這三方面的看法。

透過研究結果，本人最後會給予教師建議，幫助幼稚園教師設計和安排功課。而

從結果分析中，結果可讓家長再思考功課的真正意義，讓他們了解自己在子女學

習上可擔當的角色。 

 

(二)概念界定 

本文所提及的功課，等同課程發展議會(2017)對家課的定義。功課是指學校為幼

兒安排在放學後完成的課業。在是次研究中，教師為幼兒在課堂上安排的課業，

以及家長為幼兒安排的補充練習，並不屬於本研究中所定義的功課。 

 

(三)研究意義 

1. 給予老師在設計功課和安排功課量的意見 

從研究結果中，老師可從不同角度，了解幼兒做功課的學習興趣和能力，從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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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出適合幼兒學習興趣和能力的功課，以及為幼兒安排合適的功課量。 

2. 讓家長再思考功課的真正意義 

對成人而言，做功課是學生的責任，因此學生必須做功課。但對於年幼的幼兒來

說，做功課是否真的幫助他們鞏固日間所學?本研究指出不同指份者的看法，讓

家長再思考功課在子女成長上的意義，使他們與學校就功課的問題上達至更良好

的協作。 

 

二、文獻探討 

(一) 功課量方面 

最理想的功課量，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去作出調整。香港電台(2015)

曾錄製節目《我係乜乜乜》，當中以「我係功課奴隸?」為題，訪問幼稚園生和小

學生對功課的看法。其中一名 K2 學生指出接受到現時的功課量，認為每天 3 至

4 份功課最為合適(香港電台，2015)。在香港，教育局沒有為幼兒教育就功課數

量的擬定提供意見。課程發展議會(2017)只是提出幼兒放學後，需要有足夠的時

間休息和與家人相聚。而在小學教育的課程上，教育局雖曾在 2002 年指出初小

學生每日書寫家課時間不應超過 30 分鐘，但現今又指出現時家課形式多樣化，

難以訂立功課量限制(課程發展議會，2014)。因此，香港的教育局現今未能為學

校就功課量作出指引。 

在美國，國定機構建議 K2 學生每天應只使用 10-20 分鐘來做功課；而因為

閱讀對兒童學習發展的重要性，建議學生在放學後，應該享有閱讀時間(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5)。外國學者 Cooper (2007) 曾就功課量提出「10

分鐘法則」，建議每個年級學生應做的功課量。學生每天需做功課的時間，應是

就讀年級乘以 10 的時間，即是 K3 學生應做 3 X 10 = 30 分鐘以下的功課量。 

 

(二) 功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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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幼稚園安排的功課種類繁多，抄寫練習、閱讀報告、數學功課和親子功

課是較為常見的種類。 

抄寫練習是現今幼稚園最常安排的功課種類。但其實根據課程發展議會

(2017)的意見，K1 學生不應學習執筆寫字，K2 及 K3 學生也不應進行機械式抄寫。

根據學者陳莉莉（2003）所述，抄寫目的是希望幼兒能夠正確地默寫曾經學習過

的生字，但此類的學習方式相當沉悶，而且學習效果欠佳。幼兒辛苦地抄寫生字

十次以上，並不一定記得怎樣默寫詞語，詞彙意思和讀音。 

大部分幼稚園也強調親子共讀的重要性，並要求幼兒完成閱讀報告。不過，

閱讀報告的問題安排，會降低幼兒對閱讀的興趣。根據 Bennett & Kalish (2007)

引用的例子，學生被要求在閱讀故事前先閱讀報告題目，這讓學生在閱讀故事前

已能推測故事內容，而閱讀故事時側重尋求報告的答案，也削弱了幼兒對閱讀的

興趣。 

 現今幼稚園著重幼兒在早期數學方面學習，會安排數學功課，特別是計算類

型的題目讓幼兒回家完成。Bennett & Kalish (2007)曾引用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的看法，指出每天做 5 道題目已能知道學生是否掌握概念，因此不需

要安排過多題目。因為當學生已答對頭 5 道題目時，証明他已掌握概念，多做相

關題目也沒有意思；相反，學生若頭 5 道題目都回答錯誤，多做相關題目只會讓

他把錯誤方法銘記於心，為學習帶來反效果(Bennett & Kalish ，2007)。 

另一方面，親子功課是幼稚園常見的功課模式。顏燕雯(2015)曾引述學者鄭

佩華的看法，指出親子功課意念良好，除了讓幼兒在過程中學習和模仿家長外，

也讓家長從中了解幼兒想法，一同解決問題。不過，無論是收集樹葉、做花燈或

研究麵粉用途，鄭佩華指出學校在設計親子上應考慮不同家庭狀況，而家長也應

調節心態，著重做功課的過程，而非結果(顏燕雯引，2015)。 

 

 (三) 功課對幼兒構成的發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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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課對幼兒構成的發展影響可主要分為三方面，分別是正面影響、沒有影響

和負面影響。 

在正面影響的層面上，學者認為親子共讀有助幼兒發展語言發展能力。陳淑

敏（2006）指出，對三歲以上的幼兒而言，詞彙、語句的了解及閱讀理解的能力，

都是該年齡階層幼兒的語言發展任務，成人可多與幼兒進行親子共讀，加強幼兒

的相關能力。而在學者陳沛緹和張麗君（2010）的研究中，幼兒在接受對話式親

子閱讀後，對詞彙的理解能力和口語表達的能力均有所提升。因此，在家中進行

親子共讀，有助幼兒語言發展。 

在沒有影響的層面上，不少人原以為幼兒做功課時間與學習發展有密切關係。

但學者 Cooper (1989)綜合多項有關功課的研究作分析，發現對 14 至 16 歲的高中

生而言，做功課時間較多的學生的確成績較好，但對幼兒和小學生而言，做功課

時間的長短與學習發展並無什麼明顯關係，因為他們腦部發展並未成熟，認為功

課只是為做而做。 

 在負面影響的層面上，功課對幼兒的情緒管理發展會構成一定影響。學者江

雪和申荷永(2006)指出，三至六歲幼兒的壓力來源主要來自父母、老師、環境適

應、同伴關係和功課學習。而 Bennett & Kalish (2007)曾訪問 1300 位學童、家長

和教育工作者，發現功課大大削減學童的遊戲時間，為學童帶來精神壓力問題，

例如學童會因為做功課而大喊或拉扯頭髮等。因此，功課量對幼兒的情緒管理發

展構成影響。 

 另一方面，美國史丹佛大學 2014 年的研究發現，不少學生指出功課為他們

帶來健康問題。例如功課數量多容易使他們出現頭痛、睡眠不足、體重下降和胃

痛等問題 (Parker，2014)。因此，若學校為學生安排過多的功課量，學生容易壓

力過大，產生健康問題。 

事實上，學者 Stephaine Donaldson Pressman 曾對功課對學童的影響作出較

全面的研究，從研究分析，功課不但無助提升學業成績，反之影響他們對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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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降低學童的自信心、社交能力和整體生活質素(Wallace,2015)。因此，對教

師和家長而言，他們有必要再思考幼兒做功課的意義。 

 

三、研究設計 

(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有三條主要問題，希望了解幼兒、老師和家長就幼兒做功課的看法。 

問題 1. 各持份者對功課量有什麼看法? 

問題 2. 各持份者對功課種類有什麼看法? 

問題 3. 各持份者就功課對幼兒構成的發展影響有什麼看法? 

研究者會與高班 (K3) 幼兒、相關老師及家長進行質性的半結構性訪談，了

解各持份者的看法，例如幼兒喜歡什麼種類的功課，教師在安排功課量和設計功

課時的考慮因素，或家長對幼兒功課量和功課種類的意見。 

 

(二) 研究方法 

針對研究問題，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的研究方式。研究者會在本港一所幼稚園

中搜集有關的數據和資料。研究過程中，相同班別的幼兒、老師和家長會安排在

同一天進行半結構性訪談，以避免幼兒、老師和家長之間在訪談前透過討論，得

悉訪談問題，影響研究結果。是次研究分 2 天進行，在搜集有關的數據和資料後，

研究者最後會用歸納法分析資料。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使用「目標性抽樣」，按照研究目標抽出能為研究問題提供大量資

料的研究樣本。是次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 K3 幼兒、幼稚園教師和家長。本研

究將在本港一所幼稚園中抽取十名高班幼兒作研究對象。選擇 K3 幼兒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普遍較其他級別為佳，可以進行對話式的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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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亦更能確保研究資料的可靠性。另一方面，K3 幼兒需要做功課的機會較

其他級別為大，因此選擇高班幼兒為研究對象。對應著被選中的幼兒，相關的老

師和家長均是研究對象，研究者亦會了解他們對幼兒做功課的看法。 

 

(四) 研究地點 

 本研究以學校的會議室作研究地點。會議室十分寧靜，能避免不必要的干擾，

讓受訪者更專注訪談，提升質素。而每次訪談都是一對一的模式，以面對面的方

式對視而坐，方便研究者觀察和聆聽受訪者的反應和回答。 

 

(四) 研究設計及工具 

在訪問進行前，研究者會先訂立相關題目，去訪問有關持份者的看法。在安

排訪問時間上，為配合幼兒的上課時間，幼兒訪問會在下午的小組時間進行，避

免影響幼兒主題課程上的學習。而家長訪問的安排上，則按照家長的工作需要，

讓他們選擇訪問時段，訪問會在上午或下午進行。而為免影響老師工作，老師訪

問則選取在放學後。訪問過程中，研究者會以筆錄和錄音這兩種方式進行，以方

便研究者收集數據。 

四、研究結果 

(一) 各持份者對功課量的看法 

若以 Cooper (2007) 所訂立的 10 分鐘準則作標準，K3 學生每天應做 30 分鐘

以下的功課量。從各持份者的回應分析，受訪學校就功課量的安排合適。 

幼兒欠缺時間觀念，因此他們不能回答自己用了多少分鐘來完成功課。不過，

當研究者請幼兒選擇用「很短」、「適中」或「很久」的形容詞來形容做功課的時

間，10 名幼兒都選取「很短」或「適中」這兩個形容詞，反映幼兒認為功課量

合適。 

在老師的專業角度上，老師認為每名學生的能力不一，因此做功課的時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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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但一般 30 分鐘以內就可以完成。而老師在安排功課上，平日一般只安排 1

至 2 份功課，假期也只安排 1 至 3 份功課。在安排幼兒的功課量上，老師認為學

生能應用所學，比寫很多數量的字詞重要，所以老師重視功課的質素，而非功課

的量數。 

根據家長的回應，受訪的 10 位家長中，9 位家長均表示子女每天做功課的

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只有 1 位家長表示女兒個性活潑，需要每做功課一會兒就

休息，因此花上長達 1 小時的時間來完成功課。對於家長而言，他們都認同學校

就功課量的安排合適，能配合兒童的發展需要。不過，面對其他幼稚園的功課量

的安排，部分家長有時也會希望校方增加功課量，以提升子女的競爭能力。 

綜合各持份者的回應，受訪學校就功課量的安排合適，這促使幼兒不抗拒做

功課，幼兒們在回答受訪問題 3 時，大部分幼兒也指出自己喜愛做功課。 

 

(二) 各持份者對功課種類的看法 

 綜合各持份者的回應作分析，受訪幼稚園會為幼兒安排不同種類的功課，幫

助發展學生不同的能力。寫字簿和語文簿是學生最常做的功課，老師有時也會安

排語文工作紙、閱讀報告和英文詞典等語文功課。而數學功課中，老師會發放識

數簿和數概工作紙讓幼兒完成。常識功課一般是工作紙形式。而因學校有宗教信

仰，學生有時需完成宗教類功課，即是聖經書。學校也重視幼兒的藝術創作能力，

因此老師有時會安排幼兒完成小畫冊和進行故事創作。 

 面對幼兒對功課的喜好，不同持份者抱有不同的意見。在老師的角度中，幼

兒偏愛做藝術創作類的功課，因為藝術創作的功課大部份給予較高的自由度，可

以更大程度發揮幼兒的創意，創造新事物。而談及幼兒不喜歡的功課類型，老師

就認為幼兒並沒有特別不喜歡的類型，因為幼兒繳交功課比率高，而且認真完成

習作。 

 在不少受訪家長的角度中，幼兒對功課的喜愛是取決於幼兒的能力和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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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陪伴去完成功課。例如家長 6 所述:「我估我小朋友最中意做寫字和畫畫，

因為佢好快就做完，可能比較有自信，佢都中意做親子功課，因為家長一齊做，

過程間有互動……」。另一方面，部分家長認為功課的趣味性都影響了幼兒的對

功課的看法，例如家長 2 所述:「唔係全部功課都中意嫁，係睇下功課嘅趣味性，

好似抄寫抄耐啲嘅咪冇咁中意囉……」。因此，不同家長認為會因應子女的情況

而作出回應。 

 事實上，影響幼兒對功課的喜愛主要有四項因素。首先，大部分幼兒表示自

己最喜歡做語文功課，是因為功課具有學習意義。引述學生 7 的回應:「我最中

意做配詞(語文簿)，因為可以學識好多字……」。從幼兒的回應作分析，幼兒喜

歡具學習意義的功課。第二，幼兒的能力也會影響他們對功課的偏愛，例如幼兒

擅長計算，容易在數學功課上獲得成功感，就會特別喜愛做數學功課。第三，功

課的趣味性可影響幼兒的看法，有部分幼兒也會指出不太喜歡重覆性的抄寫。 最

後，家長的參與也會影響幼兒對功課的喜愛，例如學生 5 指出:「我中意做英文

Dictionary…因為媽咪陪我一齊做，讀啲字比我寫……」，這反應出家長在幼兒做

功課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三) 各持份者就功課對幼兒構成的發展影響的看法  

從研究結果分析，不同持份者就幼兒做功課與(A)學習發展和(B)情緒發展的

關係上，有不同的意見。  

(A) 學習發展  

學習發展方面，老師認為功課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發展不同範疇的學術能力，

讓他們具備能力銜接小一的課程。在語文功課上，老師主要希望提升幼兒認字和

寫字方面的能力。而在數學功課上，老師要求幼兒要先懂得計算加法、減法，繼

以加入文字題，讓他們有足夠的數概能力應付小一課程。而在常識功課上，老師

希望增加幼兒的好奇心，懂得觀察身邊事物。因為在老師的角度上，幼兒具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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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能力是十分重要。藝術功課上，老師為提升幼兒的創作能力，會先讓幼兒利用

簡單物料創作，繼以複雜化，讓幼兒創建立體的藝術品。  

在家長的角度中，普遍家長認為功課與幼兒的學習發展息息相關，做功課可

幫助幼兒提升多方面的學術能力，繼以提升學業成績。例如配詞、造句等功課可

幫助幼兒提升語文能力；多抄字可訓練小朋友的小肌肉能力；數學工作紙可提升

幼兒的數概和解難能力；故事創作可提升幼兒的創作力和思考等等。從家長的回

應中，不少家長也指出相信老師就功課事情上的安排，認為老師是專業的，知道

要用什麼形式幫助學生溫習。  

現實上，對幼兒來說做功課只是為了學寫字。幼兒的想法並非與老師及家長

所想般理想，以下為題問受訪幼兒問題 9「你認為做功課對你嘅學習有咩幫助?」

的部分回應:  

學生 1 的回應 :「我地需要做功課，咁可以學識寫字…… 」  

學生 3 的回應 :「做功課令我地寫字靚，學習好……」  

學生 6 的回應 :「大個果時識多啲字，可以寫野比人……」  

學生 8 的回應 :「要學多啲字，好啲再好啲 」  

從幼兒的回應中分析，雖然幼兒認為做功課有助學習發展，但此學習發展只

與學習寫字有關，因此作為老師或家長，有必要重新思考幼兒做功課的真正意

義。  

(B) 情緒發展  

情緒發展方面，老師認為功課會為幼兒的情緒發展帶來正面影響。幼兒透過

查字典的功課，增加對詞彙的認識，因而懂得利用詞彙表達情緒。另一方面，繪

畫圖畫也是表達情緒的其中一個方法，老師有時請幼兒完成畫冊，分享假期中發

生的事情，這讓功課成為幼兒表達情緒的途徑之一。除此之外，老師認為幼兒從

功課中可獲得成功感，例如當幼兒成功創作一句獨特或語意豐富的句子，幼兒會

欣賞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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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兒做功課的事情上，家長認為老師的回饋會影響幼兒的情緒。以抄寫功

課為例，功課表現良好老師會蓋四個印章，表現一般老師會蓋兩或三個印章，家

長認為子女常以老師的回饋作指標，當得到老師讚賞就會出現正面情緒。若老師

回應一般，幼兒可能會感到失望。因此，家長認為老師的回饋適切是有著相當大

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家長認為部分功課可增加幼兒的解難能力。例如數學功課

中，每一道題目對幼兒來說都是一個小困難，幼兒需要思考去作出回答，因此有

部分功課可提升幼兒的解難能力。  

對幼兒來說，做功課有時會出現成功感，但有時也會感到氣餒。引述學生 5

的看法:「當老師比 4 個印仔果時，或者讚我，我會覺得開心……但都有一兩次

唔係咁開心，因為啲字真係好難寫，寫好耐都唔靚……」。針對幼兒的回答，幼

兒出現的情緒反應，其實也反映他們有自我要求，他們會自行判斷自己做的功課

是否完美。 

五、分析及討論 

 (一) 功課對幼兒學習發展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發現，幼兒認為做功課對學習發展的影響，只是學懂寫字，此情

況與學者 Cooper 的描述相似。參照 Cooper(1989)的研究，幼兒的腦部發展並未成

熟，因此不太認為功課與學業成績有關係。很多時大人認為做功課可以幫助幼兒

提升各學術範疇的能力，繼以提升學業成績，但其實只是理想化的想法。在訪談

中，有些家長希望學校增加功課量，但其實當幼兒不能像高中生般訂立學習模式

和目標，多做功課不但不會為學習發展帶來正面影響，反之增加幼兒的學習壓

力。 

(二) 功課對幼兒情緒發展的影響 

 與文獻相比，研究結果就功課對幼兒情緒發展的影響存有差異。從文獻分析

中，功課為學生帶來極大的壓力，甚至危害精神健康，影響較為負面。但從研究

結果顯示，老師在功課量的安排合適，因此幼兒並不抗拒做功課，更不會因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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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壓力。另一方面，老師在功課設計上的安排，反而為幼兒的情緒發展帶來正

面影響，例如請幼兒在功課上利用詞彙和圖畫表達情緒，有助幼兒學習正確表達

情緒的方式。再者，功課是小朋友的學習紀錄，每完成一份功課，而且得到老師

或家長的認同和讚賞，其實也會讓幼兒感到喜悅和成功感。因此，只要老師在功

課上作合適安排，便可為幼兒帶來正面的情緒發展影響。 

 

六、研究建議 

 (一) 對老師的建議 

 在幼兒的學習上，老師擔當著領導的角色。從研究結果顯示，幼兒對功課的

喜愛是建基於學習意義和趣味性等因素，因此老師在安排功課上，首先應設想功

課對學習的意義。其次，功課設計亦需富趣味性，避免安排大量的抄寫。引用學

生 6 的看法:「我覺得啲功課唔難，老師上堂有教我地點做……」。由此可見，老

師清晰地教導學生如何做功課，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最後，老師可多與校長、

主任和家長就幼兒做功課的情況作溝通，多方面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有助老

師設計更適合幼兒學習需要的功課。 

 

(二) 對家長的建議 

 作為家長，重新思考幼兒做功課的真正意義，才有助自己調整心態。其實幼

兒年紀尚小，很難要求他們明白做功課的目的，學生 10 曾指出學生需要做功課

的原因，是因為做功課可以顯示自己的努力。面對部分家長表示希望校方增加功

課量的看法，老師 2 亦指出「要安排幼兒寫成頁字有幾難?唔係工作量問題。但

用多比寫多好……」，因此，家長就功課對子女的學習意義上，應作更全面的思

考。另外，主動與老師作出溝通其實也有助老師了解幼兒在家中學習的情況，設

計出更符合幼兒學習需要的功課。最後，在幼兒做功課的過程中，家長多加陪伴

子女也極為重要，因為幼兒喜歡父母陪伴著自己完成功課，這有助鼓勵幼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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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增進彼此的感情。 

七、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時間關係，本研究只邀請了 10 組幼兒和家長，以及相關老師進行訪談，

取樣數量可能並未足夠，導致研究結果未能全面地反映大眾的情況和為本港教育

狀況作出推論。日後的研究方向，建議擴大取樣數量，並走訪不同的幼稚園，更

全面地了解現今幼兒、老師及家長各持份者對幼兒做功課的看法。 

 

(字數:768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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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 

1. 你琴日做咗啲咩功課呀? 

2. 平時啲功課對你黎講難唔難? 

3. 你中唔中意做功課?點解呢? 

4. 你認為你每日要花幾多時間做功課? 

5. 你平日和放假前分別有幾多份功課需要完成? 

6. 你平時有咩種類的功課做嫁? 

6.  你最中意做邊一類嘅功課? 點解呢? 

7.  你最唔中意做邊一類嘅功課? 點解呢? 

8.  你認為點解學生需要做功課? 

9.  你認為做功課對你嘅學習有咩幫助? 

10.  你有冇試過因為做功課而心情唔好(如果有，點解會心情唔好? 

11.  如果今天唔洗做功課，咁你覺得點呀? 

  

高班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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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 

1. 你認為小朋友需要做功課的原因係乜野? 

2. 你係設計同安排幼兒功課果時，有咩考慮因素會諗? 

3. 你平日同放假前會分別大約安排幾多份功課比幼兒番屋企做? 

4. 你覺得小朋友中唔中意做功課?點解呢? 

5. 試講述一下學生平時會做的功課種類。 

5. 你認為小朋友最中意做邊一類型嘅功課?點解? 

6. 你認為小朋友最唔中意做邊一類型嘅功課?點解? 

7. 你覺得功課對小朋友嘅學習發展方面有咩影響? 

8. 你覺得功課對小朋友嘅情緒發展方面有咩影響? 

9. 你有冇聽過家長就學校功課內容設計上提出意見? (如果有，請你講多啲 E 方

面嘅情況。) 

10. 你有冇聽過家長就學校功課量上提出意見?( 如果有，請你講多啲 E 方面嘅情

況。) 

  

高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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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問題 

1. 你認為小朋友需要做功課嗎?點解? 

2. 你平日同放假前一般會收到幾多份功課比你嘅小朋友番屋企完成? 

3. 你嘅小朋友平均一日花幾長時間黎做功課? 

4. 你認為你嘅小朋友中意做功課嗎?點解? 

5. 你嘅小朋友平時會有咩種類嘅功課做? 

6. 你覺得你嘅小朋友最中意做邊一類型的功課?點解? 

7. 你覺得你嘅小朋友最唔中意做邊一類型的功課?點解? 

8. 你認為功課對小朋友嘅學習發展方面有咩影響? 

9. 你認為功課對小朋友嘅情緒發展方面有咩影響? 

10. 你嘅小朋友有冇試過因為功課而感到成功感?(如果有，請講解一下) 

11. 你嘅小朋友有冇因為做功課，而出現負面情緒?(如果有，請講解一下) 

12. 你有冇試過就學校功課內容設計上，提供意見?(如果有，請講解一下) 

13. 你有冇試過就學校功課量上嘅安排，提出意見?(如果有，請講解一下) 

 

高班幼兒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