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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透過訪問 12 名家長（有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家長及沒有讓幼兒參加

「學術型」興趣班的家長）和幼兒教育者（幼稚園老師和興趣班導師），發現幼兒參

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分別是按照幼兒的興趣；培養幼兒的興趣；加強幼兒的學

科能力；加強幼兒一般能力和家長意願。他們也表示「學術型」興趣班能增加幼兒學

習動機、提升自信心、加強社交能力和增長知識；可是這也會增加幼兒壓力、影響他

們作息時間和使他們出現壞行為。就此，本研究建議家長在為幼兒選擇興趣班時應注

意三點：認清「興趣班」本義；衡量幼兒的需要；適當分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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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近年幼兒興趣班在香港迅速發展，為了能讓子女「贏在起跑線」，家長不惜讓

幼兒參加各類型的興趣班（周碩向，2015）。政府統計處（2005）資料亦顯示，學童

於興趣班的費用在五年內增長愈 25%。可見，幼兒參加興趣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然

而，一方面家長積極為孩子鋪墊；另一方面不少教育學者對此持批判態度，因此，本

研究將以本港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現況為題，探討當中不同持份者對它的看法。 
 
二、	 研究動機  
 

1. 「贏在起跑線？  」  
 

人類腦部研究指出，零至八歲是腦部發展的關鍵期，是幼兒學習的 佳時機（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在這個階段，為幼兒提供安全而充滿感官刺激的環境，

能對他們的腦部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有利於將來的學習。再者，幼兒的學習動機與其

學習興趣相輔相成，當幼兒學習所感興趣的事物能夠加強其學習動機，從而提升學習

效能（蔡華華和張雅萍，2007）。然而，市場上不同的興趣班就不同學習範疇給予幼

兒遊戲、活動體驗、練習等培養他們的興趣，刺激腦部發展。香港其中兩間大型的註

冊幼兒教育中心：Eye Level 和 Monkey Tree，均提供以小組教學；由英語外籍老師教

授的「幼兒英語拼音班」，從愉快學習和豐富語言的環境培養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

Daekyo Co., Ltd, 2016; Monkey Tree, 2017）。可見，參加興趣班能加強幼兒的學習動

機，並能刺激腦部發展，對個人成長有良好的影響。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需求，幼兒興趣班的發展逐漸側重於學術延展，甚或演變成

補習班的前奏，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逾九成受訪者認為現

時幼兒學習壓力頗大或非常大，近八成受訪者贊成幼兒一般沒有足夠的自由活動和遊

戲時間，但當中近四成人仍贊成培養幼兒「贏在起跑線」，其中逾 60%的家長為子女

安排兩個或以上的興趣班以提升幼兒競爭力（鍾雅宜引，2016）。再者，家長催谷子

女「發展興趣」對幼兒個人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失去學習興趣、自信心和容易

患上焦慮症（周碩向，2015；黃森源，2012）。 
 

可見，現今社會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存有矛盾心態，提升幼兒腦部發展反變成

他們的壓力來源，「贏在起跑線」成疑問。 
 

 
2. 興趣班的普及現象  
 

自二十世紀起，香港補習文化盛行，更有不少調查指出中小學生不論成績好壞

也會參加補習班，政府統計處（2005）指出在 2004 至 2005 年期間，92 萬名中小學生

中有逾 50 萬名學生有補習，佔整體學生的五成半 。隨時間過去，社會的競爭氣氛越



                                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看法 

	 4	

來越嚴重，補習文化更有「年輕化」的現象。不少家長為了讓孩子成功入讀心儀的學

校，讓數個月大的嬰兒參加「遊戲班」，18 個月的幼兒找補習老師開始認字（楊佰成、

何建宗和張羽廷，2015）。 
 

根據《兒童課外興趣班之調查》數據所得，訪問的 1260 名幼稚園學生家長中，

有高達 77%的家長會讓幼兒參加校外的興趣班，更有逾 50%的幼兒參加了 2 個或以上

的興趣班，其中英語、繪畫、舞蹈和音樂是 受歡迎的興趣班內容（Lau and Cheng, 
2014）。另外，有調查指出受訪者表示應提倡給予幼兒自由發展空間，並有子女正就

讀小學或幼稚園的家長中，只有 17.2%的家長沒有為子女任何興趣班 （鍾雅宜引，

2016）。同時，根據一項訪問家長有關子女於不同教育或學習項目的全年開支中，有

近 50%家長認為參加興趣班是花費 高的教育項目，其中受訪家長於參加興趣班上的

平均開支為＄9842 港元，是七個項目之冠（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調查，2000）。 
 
可見，幼兒興趣班的普及，當中驅使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原因和影響均值得探討。 

 
三、	 研究目的  

 
就以上的研究動機及相關的資料，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了解家長及幼兒教育者對讓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原因 
2) 從家長及幼兒教育者的角度，了解及分析幼兒參加興趣班後的影響 
3) 根據研究結果為家長及幼兒教育者在培育幼兒時提供建議及參考 

 
四、	 文獻探討  
 

本研究參考了一些相關的學術研究文獻、統計資料、民意調查等，了解不同持

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看法。 
 

1. 興趣班的定義  
 
 根據有關的研究指出，以幼兒為對象的興趣班主要分為三類的小組學習課堂： 

i. 「學術型」興趣班，以語言、數學、科學和其他傳統學科課堂為主要，其中以

英語、數學和普通話較受歡迎； 
ii. 「興趣型」興趣班，內容主要是非學術類的課堂，其中包括繪畫、跳舞、音樂、

棋藝、游泳、室內健身等； 
iii. 「應試型」興趣班的內容包括投考幼稚園、小學和相關面試（Lau and Cheng，

2014；楊佰成、何建宗和張羽廷，2015） 。 
 
 調查指出，學習英語是 受歡迎的興趣班（Lau and Cheng, 2014）。加上，讓

幼兒的興趣班變成小學前的補習班引起了爭議和存在矛盾點，因此，本研究將集中了

解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和影響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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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看法的相關研究  

 
2.1. 參加興趣班的原因 

 
透過訪問香港 20 所幼稚園的 1260 名家長的數據指出，當中有 60.6%的受訪家

長表示幼兒的興趣是讓他們參加興趣班的主要原因，另外的原因分別是：促進幼兒全

面發展（42.6%）、培養幼兒技能（42.4%）、強化幼兒的弱項（22.7%）等（Lau and 
Cheng, 2014）。 

 
助理教授陳雅鈴（2006）參訪上海和北京的幼兒園也發現，很多家長希望幼兒

能全面發展而讓他們參加興趣班。再者，無暇照顧幼兒也是原因之一，因為內地家長

一般下班的時間較幼兒的放學時間晚約 2 小時，幼兒無人看顧，於是讓他們參加興趣

班，直到下班才接管幼兒。  
 
鑑於「學術型」興趣班與補習班都是加強幼兒學科上的知識，因此本研究也參

考郭家華（2015）就台灣國小學童補習情況的研究，當中指出有不少家長本身沒有能

力給子女指導課業，而補習班就能夠彌補家長能力不足；再者隨著雙職家長增多，補

習班代替父母陪伴子女的角色，既能看顧學童，又能夠輔導他們學業，與陳雅鈴的發

現相似。 
 

就以上的研究調查，學童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主要原因包括是：培養幼兒

興趣；加強幼兒能力；彌補家長無暇照顧或能力的不足等。 
 
然而，文獻中多只從家長角度出發探討幼兒參加的原因，更側重於有讓幼兒參

加「學術型」興趣班或補習班的家長。本研究將深入了解不同持份者，包括不同類型

的家長和幼兒教育者（幼稚園老師、興趣班導師）等怎看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

的原因。而且，在內地和台灣的相關研究均指出「無暇照顧幼兒」是參加興趣班原因

之一，本研究將探討香港是否有相似情況。 
 

2.2. 參加興趣班的影響 
 

 研究指出家長希望透過興趣班培養幼兒的興趣、加強他們的能力。可是專家學

者表示「學術型」興趣班，多著重知識的傳授，缺乏非認知的技能，如自理能力、社

交技巧和情緒控制。然而，幼兒的個人成長中，知識、技能、態度是缺一不可的（楊

佰成、何建宗和張羽廷，2015；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0）。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透過訪問逾 900 間幼稚園共 1200 名老師，

結果顯示有約 20%的家長讓幼兒參加過多的興趣班，學習多種語言、投考各種類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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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希望子女「贏在起跑線」，卻使幼兒失去學習信心、容易患上焦慮症等負面影

響（黃森源，2012）。 
 
 另一方面，楊佰成、何建宗和張羽廷（2015）透過分析十多間教育中心的興趣

班課程，和與六間中心負責人進行訪談，發現興趣班多主張小班教學，也會讓幼兒通

過混齡學習，對其學習有正面的影響。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2010）網址中的家長心

聲表示幼兒參與興趣班後不但提升了能力，甚至比他們預期中好。其中一位家長表示：

自己的兩名兒子都有參加興趣班，他們都學習到很多；另一位家長表示興趣班的導師

運用了遊戲學習、音樂律動等方法鼓勵幼兒學習，令她的兒子變得有自信心和積極。 
 
 家長和教育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本研究將就個案進一步了解幼兒參加「學術

型」興趣班所帶來的正面及負面影響，更嘗試比較家長及在職幼師以外的教育者（如

興趣班導師）的看法，並進行分析，從而提出合適的建議。 
 
五、	 研究問題  
 
 幼兒的成長中，家長和老師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對幼兒有深遠影響的角色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0）。因此，本研究將就深入了解家長與幼兒教育者對幼兒

參加「學術型」興趣班之見提出一下的研究問題： 
 
1. 家長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2. 幼兒教育者認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3. 家長認為參加「學術型」興趣班對幼兒的影響？ 
4. 幼兒教育者認為參加「學術型」興趣班對幼兒的影響？ 
 
六、	 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共訪問了 12 名持份者，其中包括 3 位有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

家長；2 位沒有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家長；3 位幼稚園老師及 4 位「學術型」

興趣班導師，從而增加研究的可信性和完整性。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進行了一個質化研究， 透過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即以訪談大綱來進行整

個訪談，探討研究問題。先就擬定的訪談大綱與不同的持份者（家長和幼兒教育者）



                                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看法 

	 7	

進行訪談，並因應他們的回應內容做出調整，以深入了解他們的的所思所想、經歷和

見聞和內在觀點等（姚美華及胡幼慧，2008；陳向明，2002；黃瑞琴引，1994）。 
  

3. 研究流程  
 

先導性研究 
 

為了熟悉訪談程序、相關注意事項及實際評估訪談大綱的適切性，研究先找到

3 位有給幼兒補習或曾擔任興趣班導師的朋友進行先導性的研究訪談，然後與他們進

行討論交流，反思訪談進行的流暢度及大綱的適切與合理性。 
 

進行正式訪談 
 

整項研究透過一對一面談，分別訪問 12 位家長或幼兒教育者，再整合驅使幼兒

參加「學術型」興趣班 的原因及其影響。 
 
為了讓受訪者能了解研究內容並給予適切的回饋，訪問前不但會清楚告訴受訪

者是次研究的目的，也會事先說明訪問流程、擬定的問題框架等。另外，也會與受訪

者簽下保密協議，以確保資料保密及只作研究用。在訪問時，會在受訪者同意下把整

個訪問內容錄音，並會筆錄一些關鍵的要點，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並會選擇一些私

隱性較高的地方，確保訪問過程不會受到影響。訪問後，會與受訪者確認訪問的摘要，

增加資料的準確性，同時看看受訪者會否有補充或更改， 確保訪問的全面性。 
 

資料處理與分析 
 

訪問結束後，把每一份訪談內容以文字記錄成檔，並把當中重要的內容，尤其

對研究有幫助的話語標示出來，例如把重點字眼間線，以便資料比對及分析。此外，

更用歸納法將受訪者相同或相似的說法指出，然後歸類，把完善零碎而大量的資料按

「興趣班定義」、「讓幼兒參加興趣班原因」、「幼兒參加興趣班後影響」整理，作

分析及建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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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結果及分析  
 

1. 興趣班定義  
 

1.1. 課堂以外的學習活動 
 

訪問中不同持份者指出興趣班是幼兒常規課堂時間以外的學習班，是課餘活動

的一種。 
家長 E：「這是讓小朋友下課後參加的課餘活動。」 
老師 A：「興趣班是小朋友課後額外的活動。」 
 

1.2. 幼兒感興趣的活動 
 

 有受訪者指出，「興趣班」是以興趣為本，是幼兒或參加者感興趣的遊戲或活

動班。 
老師 B：「一些小朋友有興趣，讓他們輕鬆快樂的活動。」 
導師 B：「興趣班是按照幼兒興趣學習的可以活動。」 
 

Ø 分析 
 
受訪者指出「課後」與「興趣」是興趣班兩個主要的元素。其中，興趣班應以

幼兒的興趣先行，讓他們透過參與愛好的活動或遊戲小組產生愉快的情緒，這點與時

事評論家們的觀點相似（補習告示板，2014；Fung，2015）。 
 
 另外，從訪談中可見受訪家長及幼兒教育者對興趣班未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認為課堂以外的也可稱為「興趣班」，對其分類和不同的性質，即「學術型」、「興

趣型」、「應試型」三類不太認識，而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2018）的訪問結

果也指出香港家長錯誤理解興趣班和自由遊戲的定義，可能影響幼兒的個人發展。 
 

2. 讓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原因  
 

2.1. 按照幼兒的興趣 
  

受訪者均表示幼兒的興趣是報讀興趣班的主要原因，讓他們透過參與愛好活動

或遊戲小組，發展所長和產生發自內心的愉快。 
家長 D：「我主張小朋友參加自己熱愛的活動，增加他們的積極性。」 
導師 B：「以興趣為本的應該是參加不同興趣班的本義。」 
 

2.2. 培養幼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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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培養幼兒對語言、邏輯推理等的興趣也是讓他們參加「學術型」興趣班

的原因之一，期待幼兒能延續和曠闊興趣的認知範疇。 
家長 B：「小朋友是入讀國際學校的，較多講英文，但是中文是（現今教育中）不可

缺少的，希望她透過參與興趣班培養對中文的興趣。」 
 

2.3. 加強幼兒的學科能力 
  
 為了把握幼兒腦部發展的黃金期，受訪者表示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目的是

加強幼兒不同的學科能力，其中英文、普通話及數學興趣班也比較常見。 
家長 A：「現在小朋友學習的知識很深，仔仔今年小一的英文都較差，所以想他多學

習學習。」 
導師 C：「興趣班能提供針對性的學習機會，更有效提升幼兒的學科能力。」 
 

2.4. 加強幼兒一般能力 
 
受訪者認為「學術型」興趣班除了能提升學科能力外，還可以加強幼兒一般能

力，如溝通協作、社交能力。 
家長 C：「她是獨生女，在家沒有人陪伴她，上興趣班她也可以認識多些朋友。」 
導師 D：「這對幼兒的社交能力也有提升，因為興趣班都是以小組學習的。」 

 
2.5. 家長意願 
 

訪問中幼兒教學者指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多是家長的意願，因為往往

是家長作 後決定，他們對子女的期望及無暇照顧等也是常見的情況。 
導師 B：「家長除了對子女有期待，有些家長因為工作原因，會安排幼兒參加託管班

的家長，但後來他們也有不少改為報讀會話班、拼音班等，代替託管。」 
 

Ø 分析 
 
綜合訪問內容與相關文獻（Lau and Cheng，2014），除本地家長認為「幼兒的

興趣」、「培養幼兒興趣」、「強化幼兒個人能力」是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

的原因，幼稚園老師和興趣班導師均有相似的看法。另外，本研究的受訪者也表示加

強幼兒一般能力，以達至全人發展也是其原因之一。 
 
同時，受訪者中也表示家長對幼兒的期望，希望他們較自己優秀；與無暇照顧

的需求，出現把興趣班作托兒班的情況，亦是讓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原因。這點與陳雅

鈴（2006）及郭家華（2015）的研究結果相同，可見香港、內地、台灣的幼兒也家長

的意願而參加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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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加興趣班對幼兒的影響  
 

3.1. 正面影響  
 

3.1.1. 增加學習動機 
 

透過「學術型」興趣班中的小組活動或遊戲，能夠提升幼兒對學科的學習興趣，

更減低對不熟悉學科的抗拒感，從而增加學習動機。 
家長 B：「她會抗拒自己不會的事物，參加興趣班後有明顯加深了興趣，也比較有心

機學習，以前很不喜歡做中文功課，現在不但沒有抗拒，寫字也工整很多

了。」 
 

3.1.2. 提升自信心 
 
受訪者表示幼兒參加興趣班後顯得更有自信心，會比較願意運用較不熟悉的語

言表達，也見信心完成其他事項。 
家長 A：「除了學術進步了，自信心也有的，現在他會比較放膽說英文。」 
老師 B：「小朋友現在自信了，例如上英文課時會主動舉手回答外籍老師問題。」 

 
3.1.3. 加強社交能力 

 
興趣班多以小組進行，幼兒通過遊戲及活動與朋輩互動學習，增加他們的社交

經驗，從而加強社交中的溝通協作能力。 
導師 D：「社交、溝通能力也會提升，因為幼兒可以與自己有相近或形同興趣的小朋

友一同上課，相互學習。」 
 
3.1.4. 增長知識 
 
「學術型」興趣班以輕鬆的方法就學科內容教學，提升幼兒的能力，受訪者也

表示他們可見幼兒在參加興趣班後能力的進步。 
家長 C：「學科和個人能力都有一定的優勢，例如學習 Phonics 後，她串子不再是死

記硬背，而是找到當中的技巧。」 
 
 
 

3.2. 負面影響  
 

3.2.1. 增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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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都表示增加壓力是「學術型」興趣班帶給幼兒負面影響，不少更表示幼

兒會直接表達對學科的害怕，甚至哭泣。 
家長 C：「我想他們會有壓力，之前都聽過女兒說：『好難啊！』『我有啲驚

驚。』」 
家長 D：「以前讓兒子參加英文拼音班範兒增加他的壓力，有時寫幾個單字都會

哭。」 
 

3.2.2. 影響作息時間 
 
幼兒會在下課後參加興趣班，也就減少他們玩樂與休息的時間，有些幼兒更參

與多於一項興趣班，對幼兒而言會比較疲憊。 
老師 B：「有一次上課看到小朋友上課睡覺、呆呆的，我就問他昨天做了甚麼，他回

答：『尋日放學去做上堂，病左（之前生病了，缺席興趣班），要上兩堂，返

到去好夜訓啊，好累。』」 
 
3.2.3. 出現對抗行為 

 
當幼兒面對不感興趣的事情，容易產生反抗，受訪者也表示幼兒會出現鬧變扭，

甚或對抗家長、導師的情況也是參加興趣班的影響。 
老師 A：「有見過小朋友沒有興趣上興趣班，不但不認真上課，還會特意做一些壞行

為。」 
導師 C：「我有見過小朋友上興趣班事坐在一旁哭或一直發脾氣。」 
 

Ø 分析 
 

從訪問可見各持份者對「學術型」興趣班給幼兒的影響有批判的意見，一方面

受訪者與楊佰成、何建宗和張羽廷（2015）及嬰幼兒心理發展協會（2010）的家長認

同興趣班對幼兒成長有正面的影響，包括提升學習積極性、自信心及全人發展等。另

一方面，興趣班對幼兒也有負面影響，受訪者如黃森源（2012）的研究所指，過量的

興趣班會增加幼兒的壓力，甚或容易換上焦慮症。 
 
再者，受訪家長和幼兒教育者通過長期接觸幼兒，更發現興趣班會減少幼兒的

作息時間，影響身心健康；他們也會因長期上課，減少對學習的興趣而產生對抗行為，

通過發脾氣或頑皮行為表示不滿。 
八、	 討論及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與分析，發現家長和幼兒教育者都以幼兒為先，當中有讓幼兒參

加興趣班的家長會較著重幼兒能力發展，希望為子女安排「康莊大道」；沒有讓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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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興趣班的家長較多顧及親子關係和幼兒的心情，希望他們有快樂完整的童年；而

幼兒教育者均強調以「興趣」為先，認為適量地參加很重要。 
 
由於家長在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包括為他們選擇

興趣班、安排時間等；另外，訪問中常見家長回應「我明白……但……」「對兒子有

期望，試過……，會擔心……」「都知道她有壓力，但……」等字句，可見他們對幼

兒參加這類型興趣班的矛盾點較多，因此，本研究將重點為家長提出相關的建議。 
 

1. 認清「興趣班」的意義，以幼兒興趣為先 
 
興趣班的本義是讓幼兒學習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不論是甚麼類型的興趣班，應

能使幼兒從活動中感受愉快而充實的時光，以幼兒的「興趣」先行。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的調查顯示，超過四成的家長讓幼兒選擇暑期活動自由度是

低或極低，家長為了讓孩子更出眾，能「贏在起跑線」，於是讓幼兒參加旨在提高學

習能力的興趣班；外國也有研究指出不少家長表子女為自己的延續，盼望子女達成自

己的無法達到的成績，興趣班變成以目標為本（沈帥青引，2014）。這樣，幼兒所參

加的興趣班似乎稱不上是「興趣」班，也值得讓家長反思的。 
 
無疑興趣班提供不同的活動能提升幼兒感官刺激，並就相應的學科作針對的訓

練，增加學習動機，可是如幼兒對課堂內容從不感興趣，只是在家長的期望與安排下

上課，他們不能真正愉快地學習。這種外在強加的能力訓練遠遠不及內在意願（興趣）

而推動的個人發展（蔡華華和張雅萍，2007；吳淑真，2017）。 所以，家長應了解幼

兒真正的興趣，讓「想學」的他們參加相應的興趣班，而不是安排「可以學」的他們

學習。 
 
另一方面，「興趣班」和「托管班」、「補習班」的本義不同，前者讓幼兒從

玩樂中發掘和培養自己的興趣與所長，後者分別是看顧幼兒服務及提升幼兒學科成績

訓練，與幼兒的「興趣」無關；而且「遊戲學習」和「自由玩樂」是不一樣的，前者

通過玩樂方法提升幼兒學習效能，後者則讓幼兒在沒有規範下按意願遊戲，沒有框架

和目的性（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2018）。雖然以上項目有相似點，也明白幼

兒與家長有不同的需求，但家長更應按真實情況而尋求適切的幫助和措施，而非把

「學習」、「培養興趣」、「遊戲」混為一談，視「興趣班」為各項的依歸，模糊它

的真正意義和目的。 
 

2. 衡量幼兒需要，勿盲目參加 
 

參加興趣班除應了解幼兒的興趣，也應考慮他們的「需要」，而非「想要」，

如果只看興趣班的成效而盲目參加，既不能有助幼兒的全人發展，反增加他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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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中幼兒參加多於一項興趣班；家長給子女每月花費上萬元報讀興趣班

都是常見情況，在 2014 年的一項是市場調查中，訪問了 400 多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

發現幼兒平均每星期參加 3.5 項目活動， 多達 11 項；平均每星期花 7 小時， 多高

達 26 小時（Lau and Cheng，2014；沈帥青，2014；香港大學民意調查，2000）。可

見，幼兒參加興趣班的情況出現失衡，然而「學習時學習，遊戲時遊戲」對幼兒的身

心成長有重要的影響，家長在給幼兒報讀興趣班時也應正視子女的情況，再三思考他

們的需要。 
 
美國升學專家 Marjorie Hansen Shaevitz 指出幼兒參加興趣班的質素比數量重要，

與其參加十多個興趣班，而每個都是蜻蜓點水地學習，倒不如專注發展 1 至 3 項自己

感興趣的，發展所長（沈帥青引，2014）。雖文獻及研究結果顯示，「學術型」興趣

班能提升幼兒學科能力，培養興趣，但學習的過程需要經過認識、重組、建構等階段，

數量過多不但不能有效提升幼兒能力，他們更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認識該範疇，得

不償失（吳木崑，2010）。因此，在報讀興趣班是應衡量幼兒的需要安排，而不是盲

目參加興趣班，以確保幼兒能夠透過興趣班「學習」而不是「認識」不同的範疇而已，

甚至因大量資訊流入而感到壓力。 
 

3. 適當分配時間，平衡作息 
 
明白到家長會擔心幼兒日後面對不同的競爭，尤其學業成績是升學重要指標之

一，所以給幼兒安排不同「學術型」興趣班，但兒童心理學家指出讓幼兒有足夠的時

間玩樂和探索，有助語言、認知、創意、社交等發展，學業方面也有正面影響，更建

議給予幼兒每天至少一小時的自由時間（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2018；吳淑真，

2017）。同時，幼兒能夠通過自由探索增加學習興趣和動機（課程發展議會，2017）。

因此，家長應平衡「學」與「玩」以更全面地促進幼兒全人發展，而非只依賴興趣班。 
 
再者，研究結果指出過量的興趣班會減少幼兒的作息，受訪者更表示幼兒會在

常規課堂或興趣班中睡覺。香港大學醫學院一項追蹤研究指出幼兒睡眠時間低於建議

的每天 11 小時，智能發展及正向社交行為也較差，這批幼兒在小三的成績落後 11%；

出現行為問題及過度活躍症狀風險分別高 21%及 23%（明報引，2016）。即使興趣班

對幼兒個人成長有正面的影響，但休息不足有可能引起更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家

長除應關心幼兒的能力進展，也要注意他們的作息。興趣班的作用和影響因應幼兒的

能力和興趣而不同，家長更應平衡作息，好好分配時間，不是放大其正面或負面影響。 
 

九、	 總結  
 
本研究透過質化研究了解到不同持份者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五項原

因，探討興趣班對幼兒個人成長與學習的 4 項正面及 3 項負面影響，從而建議家長在

為幼兒報讀興趣班時應認清「興趣班」的本義、衡量幼兒需要和注意時間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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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訪談問題  

 

第一部分：對幼兒參加興趣班原因的看法  

 

1. 你認為「興趣班」對幼兒而言是甚麼？ 

2. 你認為幼兒應該參加興趣班嗎？為甚麼？ 

3. 你認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能夠培養個人興趣嗎？為甚麼？ 

4. 你認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能夠加強幼兒的個人能力嗎？為甚麼？ 

5. 你認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能夠為各類型面試、考核作準備嗎？為甚麼？ 

6. 你認為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是家長為孩子彌補自身不足的好辦法嗎？為

甚麼？ 

7. 你認為讓幼兒參加「學術型」興趣班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第二部分：對幼兒參加興趣班影響的看法  

 

1. 請談談你認為「學術型」興趣班能對幼兒帶來怎樣的正面影響？ 

2. 請談談你認為「學術型」興趣班能對幼兒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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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內容 

有讓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家長 
家長 A 家長 B 家長 C 

背景 1名子女：6歲半（一年級） 3名子女：6歲(K3)；3歲(K1)；1歲 1名子女：5歲半(K3) 
「興趣班」的定義 課餘活動 課堂以外的學習班 

幼兒有興趣學習的活動 
幼兒感興趣的課堂； 
多接觸不同的事物 

幼兒應否參加興趣

班（原因） 
應該： 
1. 可以輕鬆一下，不僅課業學習； 
2. 緊接學校課程 

應該： 
1. 能培養不同的興趣； 
2. 提升競爭力，因為學校只有半日
班，與其在家裡看電視、玩樂，不

如善用時間 

應該： 
1. 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玩耍，覺得
可以增值自己（善用時間）； 

2. 幼稚園是遊戲學習(happy school)，
多參加興趣班是為了提升競爭力，

也為及早適應小學的學習 
「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能否培養個人興趣 不能：目前參加的興趣班也會有額外

的練習，看到小朋友也有抗拒 
 

能：接觸增加，興趣增加 
Ø 例：入讀國際學習，較多運用英
語，小朋友在學習中文的時候會有

抗拒，上中文班後，讀寫聽說也接

觸多了，也比較有信心說中文，會

看中文故事書 

能：幼兒比較不會知道分辨學術或興

趣的方面，無論跳舞、普通話班，對

幼兒（至少我女兒）都是玩樂時間，

讓她接觸多了，能夠培養興趣 
Ø 例：家裡沒有人會講普通話，讓她
上普通話興趣小組，她會來就會說

普通話，不停唱普通話歌 
能否加強個人能力 也可以：其實有一定的進步，因為相

應的訓練多了，另外，會看到小朋友

比較放膽說英文，除了學術能力有進

步，自信心也有的，只是仍需要時間 

能：參加不同的興趣班也見不同語言

方面的進步，包括中文、英文、普通

話；說話也比較有條理，能夠完整地

表達 
Ø 例：以前她說話的時候會夾雜著英
文，或是語法怪怪的，現在不管說

英文或中文都能夠完整地表達自己

想說的：「我 macaroni食。」à 
「我想食通粉。」 

能：整體能力加強了 
Ø 例：學習 Phonics 班後在串字也比
較快，因為她不再是死記硬背，而

是找到當中的技巧 
另一方面，自覺性較高，以前學校功

課或是興趣班練習都會拖，後來習慣

了，她認識的內容較多，看到轉變，

這點與對學科的自信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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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類型面試、考

核作準備 
是：這點是讓子女參加的目的，因為

不能掌握考核內容，就多參與興趣

班，透過不同的方法幫助她 
可是，現在的成果不明顯 

是：因為需要參加不同的考試，例如

Cambridge Starter, Mover及幼兒普通
話能力測試，參加興趣班能幫助幼兒

溫習、掌握技巧 
興趣班導師比較了解考核內容 

是：兩文三語也是面試、升學的考核

內容，所以參加興趣班能增加她的優

勢 
 

彌補幼兒的不足、

弱項 
不能：小朋友記憶力較差，暫時參加

的興趣班仍未幫助到他，反而增加負

擔，變得有壓力，其他方面也受到影

響 

能：只要自己比較不會的就會抗拒，

參加興趣班後變得有興趣，也會比較

有心機學習 
Ø 例：以前不喜歡寫中文字，做功課
也沒有心機，現在寫字好很多了 

能：（非學術方面）現在比較自律 
可能興趣班導師的獎勵，和其他小朋

友相互學習的緣故，現在會自律完成

交代的練習，會自己拿故事書讀；以

前我叫她做練習也不聽、不願意 
參加的主要原因 追上學校課程、考試等 應付不同的證書考核； 

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 
善用課餘時間； 
讓孩子認識不同的事物 

「學術型」興趣班的影響： 
「學術型」興趣班

的正面影響 
可以改善幼兒的不足； 
學校的學業繁複，作為家長都不知道

該用什麼方法教孩子，參加興趣班會

有不同的方法教她知識，穩固基礎 

兩文三語也有進步，學科成績有進

步，孩子也較積極學習； 
增加幼兒個人信心 
Ø 例：中文班，提議參加一個中文認
字比賽，在比賽中獲獎後，她不但

有自信，也更積極學習，有說：

「我可以再叻啲同攞獎盃。」 

學科和個人能力都有一定的優勢； 
時間非常充實：她不會著側重參加學

學術型興趣班，也會讓她參加樂器、

唱歌等，只要她有興趣，也有時間的

話，也會讓幼兒參加，所以我相信是

可以平衡的 

「學術型」興趣班

的負面影響 
幼兒的壓力很大，曾說：「我要離開

呢個屋企啊！」「點解我唔識既？」 
壓力是來自多方面的，包括自己、老

師，甚至我們（家長），因為學校老

師也投訴孩子追趕不到同齡幼兒的程

度 

有壓力 
平常學習的時候，其實會見到孩子說

說笑笑，問她上興趣班是否開心，也

說可以，但臨近考試會有些反常，也

曾哭 

有壓力，幼兒曾說：「好難啊！」

「我有啲驚驚。」 
家長想：可能安排給她學習的不是適

齡學習，但另一方不希望幼兒落後其

他小朋友，其他小朋友其實都在學

習，也只希她能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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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看法：  
受訪者 

內容 
沒有讓幼兒參加興趣班的家長 

家長 D 家長 E 家長 F 
背景 1名子女：7歲（二年級） 2名子女：8歲(三年級)；5歲(K3)  
「興趣班」的

定義 
幼兒喜歡的課外活動 課餘活動  

幼兒應否參加

興趣班（原

因） 

應該：如是幼兒熱愛的活動 
當他對改活動感興趣，就會推動學習，

增加積極性 

不應該：孩子這個時段應該開開心心的

玩樂 
如參加：只參加一些比較輕鬆，可以開

心學習的興趣班，例如唱歌、跳舞 

 

「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能否培養個人

興趣 
不認同：一般學術型也是為了追趕成

績，但孩子是希望有更多時間玩 
不否定：有些幼兒對語言、邏輯推理非

常感興趣，但在學校常規課程已經能接

觸 
參加非學術型興趣班會更能培養多方面

興趣 

能：幼兒有機會接觸不同的學科知識，

能訓練腦部發展；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學

習會提升學習動機和效能（朋輩） 
不參加：兒子仍是幼稚園，希望他大部

份時間都是開心玩樂，而不是在課室

內，而且想多觀察他，看看他的興趣和

長處在哪方面 

 

能否加強個人

能力 
不一定：因應幼兒對興趣班的接受程

度，否則沒有效果 
Ø 例：我兒子的同班同學參加了

Phonic 班，英文認讀也見進步，他
上課時也很開心；相反自己的兒子

會表示很無聊，沒有心機學習，學

習好一段時間也不見進步 
親子關係也變差，我們會有爭吵，當時

在想：為甚麼兒子學游泳，游多久也不

會喊累，上拼音班卻會累à 情緒管理

認同興趣班時可以的，但不一定是「學

術型」的 
Ø 例：女兒沒有上學術型興趣班，學
習小提琴（她自己有興趣），對學

科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學習小

提琴後專注力增加，在溫習、讀書

也比較好 
 
幼兒腦部需要開發，所以會主張陪伴幼

兒多看書，玩益智遊戲：在家裡也可以

學習，不一定是上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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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差（我們彼此） 明白社會對孩子的要求，提倡「一體一

藝」，要求孩子百般武藝，但是如果勉

強孩子，怎會加強他們的能力？ 
為各類型面試

、考核作準備 
希望有這個效果，但即使參加也沒有成

效 
不認同 
忽略了興趣班本身的目的、初衷 

 

彌補幼兒的不

足、弱項 
主要是按照幼兒的學習動機，如幼兒對

興趣班不感興趣也沒有用 
Ø 例：我花了幾千塊一個月安排兒子
參加拼音班、數學邏輯等，但老師

反映他上課也沒有專心，後來我也

放棄與他角力 

不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 
個人認為：親子關係與溝通會更能改正

幼兒的不足 
 

 

參加的主要原

因 
希望取得好成績；不要被比下去 
不參加原因： 
希望兒子能夠開心，不要有壓力 

不少家長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  

「學術型」興趣班的影響： 
「學術型」興

趣班的正面影

響 

爭取證書，提升幼兒競爭力 只要是孩子有興趣的，對他們的個人發

展有幫助 
ü 原則：不能勉強孩子學習 

 

「學術型」興

趣班的負面影

響 

增加幼兒的壓力， 
提早讓幼兒不斷競爭； 
沒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Ø 例：兒子喜歡游泳，是學校泳隊成
員，已經花頗多時間，見其他孩子

參加興趣班後各方面有進步，也讓

兒子參加拼音班、補習班等，結果

睡覺時間減少，成績不進反退步，

游泳也不在狀態 

聽聞過量的興趣班會增加幼兒的壓力，

嚴重的可以引起情緒病（看報道知道：	
http://www3.ha.org.hk/cph/imh/mhi/articl
e_02_01_04_chi.asp） 
Ø 例：和幼稚園其他家長聊天會知
道，有些小朋友上興趣班前會鬧變

扭，需要跟他們談一些條件才可以

順利去的。不是沒有提升能力，而

是覺得孩子不開心 
幼兒成長：快樂童年 >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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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工作者的看法：  
受訪者 

內容 
常規幼兒教育工作者（幼稚園或幼兒園老師） 

老師 B 老師 C 老師 A 
「興趣班」的定義 課餘活動 

學習多一種專長 
幼兒感興趣的課後活動 是小朋友課餘額外的活動 

幼兒應否參加興趣

班（原因） 
應該：可以讓幼兒增長各方面的知

識，達至全人發展 
應該：需按照幼兒的喜好參加，多方

面發展所長 
應該 
按照小朋友的能力、興趣參加適量的

興趣班是好的 
「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能否培養個人興趣 可以：上課時間有限，每星期只有兩

節英文課，加上是外籍老師，全程說

英文，幼兒開始弄明白在做什麼事情

就要下課，參加興趣班可以增加接觸

機會 
Ø 有一個幼兒一開始上英文課都在發
呆，後來有多說英文、運用英文的

機會，上課的時候會更積極，有時

候也會舉手回答問題，因為有興趣 

只要幼兒感興趣的學習環境或方法

（遊戲學習、講故事），幼兒就可以

進一步培養興趣，通過多接觸，對不

同的事物有初步概念 
需要避免比較，及過量或過長的學習 

可以的，只要幼兒本身有興趣 
能通過不同的感官或環境刺激，繼續

延展興趣 

能否加強個人能力 較沒有上興趣班的幼兒強，幼兒能力
高低不僅因為有否參加興趣班，但就

個人而言是整體有進步的 
Ø 例：認字是比較明顯的能力提升，
也許是看多了，有幾位參加英語興

趣小組的幼兒，能夠在第二節的常

規英文課堂就可以把該節可內容認

讀了 

基本是可以的，但家長的配合都很重

要，如果只依賴興趣班是達不到效果 
Ø 例：參加誅心算班，在興趣班上只
能教導技巧，做示範提及少量練

習，需要抽實現多做練習，才會熟

能生巧。知道一些幼兒的家長會鼓

勵或陪伴幼兒做練習題目，那些幼

兒學習進程比較理想；有些幼兒是

爺爺嬤嬤照顧，沒有人陪伴他們練

習誅心算，在課堂上需要導師額外

我相信是可以的 
幼兒在興趣班有更多的訓練 
ü 有興趣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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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為各類型面試、考

核作準備 
不是主要原因，畢竟幼稚園一般不會

考試，日常的評估只為了反應幼兒的

學習情況，個人發展 
培養語言、學科興趣 > 應付考核 

興趣班的重點是為了曠闊幼兒對不同

知識的概念，例如英文的發音、中文

字的組成、數學邏輯關係等，而不是

讓幼兒得到好成績或證書 
知道坊間有些興趣班：提供證書課

程，家長會報讀希望豐富學歷，提升

競爭力，那些就可以未面試作準備 

不一定 
興趣班應該是培養興趣為主 
可能有些興趣班會提供證書或測試，

但我覺得這不應是參加興趣班的原因

和目的 

彌補幼兒的不足、

弱項 
學校舉辦的興趣班一般不會考慮幼兒

是否需要借興趣班彌補不足，因為都

需要抽籤 
坊間的興趣班，可以的：按照幼兒的

能力設計活動，針對弱項，透過輕鬆

而不同的方法提升幼兒的能力 

可以：不同的興趣班本質上是為了讓

幼兒培養興趣，更透過幼兒感興趣的

學習方式，加強幼兒的能力 
ü 大原則：能夠提高幼兒學習興趣而
不是催谷 

一般可以的 
我知道興趣班是小組學習，老師可以

照顧到更多幼兒，針對教學，改善問

題 

參加的主要原因 培養幼兒對不同事物的興趣，發展不

同的領域；家長對幼兒的期望 
增加幼兒對學科知識的概念 
讓幼兒愉快學習學科知識 
家長希望幼兒參加，贏在起跑線 

家長對子女有一定的期望，主張安排

不同的興趣班 

「學術型」興趣班的影響： 
「學術型」興趣班

的正面影響 
小朋友的學習能力很好，只要適當的

幫助，能夠有全能發展 
注意：需要適齡學習，並以遊戲為

主，不應做卷（「操 paper」） 
增加不同知識範疇的涉獵 
幼兒的朋輩關係變得更好 
ü 例：一起上興趣班得 2位幼兒變成
好朋友，學期初看到他們沒什麼交

集，他們也不是同以小組的 

除了興趣班內容，豐富群體生活 
以小組學習，進行遊戲，增加幼兒群

體生活經驗，所以能夠加強幼兒的溝

通協助能力 
 

如果不是過量或逼幼兒參加的，能夠

增加學習動機； 
能夠增加幼兒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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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型」興趣班

的負面影響 
只要好好分配時間，不要過分催谷就

不會有負面的影響 
比較緊張的家長：讓幼兒參加很多興

趣班，看到幼兒感到很累，影響到正

常上課 
ü 有一次上課看到小朋友上課睡覺、
呆呆的，我就問他昨天做了甚麼，

他回答：「尋日放學去做上堂，病

左（之前生病了，缺席興趣班），

要上兩堂，返到去好夜訓啊，好

累。」 

只要適量的興趣班才能減低或避免負

面影響 
相信幼兒參加興趣班一開始都是有興

趣的，如他們會享受遊戲時間，從中

學習，他們一般不會分學術或運動等

類別； 
可是，把遊戲時間變成「追」不同證

書，不但令幼兒感到壓力，也會降低

他們對該課堂的興趣，變成抗拒 

知道有些小朋友本身沒有興趣，參加

興趣班增加了他們上課時間，減少休

息，會出現反效果。 
小朋友的成長，充足休息很重要的。 
 
而且，我有看過有小朋友沒有興趣上

興趣班，不但不認真上課，還會特意

做一些壞行為。 



   研究題目：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看法 

	 25	

受訪者 
內容 

非常規幼兒教育工作者（興趣班導師） 
導師 A 導師 B 導師 C 導師 D 

「興趣班」的定義 幼兒能有一個學習的活動 按照幼兒興趣學習的課餘

活動 
學術以外的課外活動； 
按照幼兒的興趣； 

課業以外的活動，從而培

養何人興趣； 
非學術位更好 

幼兒應否參加興趣

班（原因） 
應該：按照幼兒興趣報讀 
不應該：過分催谷學習 

應該：以興趣為本學習，

能進一步延展興趣 
應該：可以發掘幼兒專

長，多方面發展 
應該：幼兒可表達自己的

喜好，可按他們的興趣報

讀興趣班，繼而發展（應

該優先考慮「興趣」 ）；
認識更多朋友，有助社

交，與人相處 
「學術型」興趣班的原因： 
能否培養個人興趣 要按照興趣班的上課模式 

ü 應：遊戲及互動學習；
適齡學習 

不應：做練習卷或工作制 

興趣班是為了培養興趣（

本質） 
能延續興趣，鑽研更多 

可以：透過興趣小組活動

加強對不同學科的興趣 
可以：幼兒各有所長，可

能對某學科特別有興趣及

天份，可作為培養 
Ø 例：有一個小朋友對數
學有天份，普通的數學

已經掌握，報讀誅心算

班，繼續培養他對數學

的興趣 
能否加強個人能力 能較早認識該範疇知識 

例：認識中文及英文拼音 
能夠 
除了學科知識、能力，亦

可以加強個人能力，如溝

通和協作 
Ø 例：英語會話班，除了
能學習更有條例地說

話，增加說話機會，也

能加強協作能力（小組

能：可以專科教學，針對

某一方面教學 
Ø 例：英文 Phonic 班，會
有特別的方法教學發音

等，加強能力 

能：幼兒透過多練習，或

作針對性的訓練活動，能

夠有效提升個人能力 
但不要過分催谷，沒有適

齡學習，會適得其反 
能夠有更多機會接觸 



   研究題目：不同持份者對幼兒參加興趣班的看法 

	 26	

活動中學習） 
為各類型面試、考

核作準備 
大部份認同，因社會風

氣，大眾對幼兒的要求會

提高，提早學習能加強能

力、競爭力 

面試：不一定 
面試時候需要考核其他技

能，如應對技巧、禮貌等 
考試：會，因為能提早掌

握要點、技巧，能更有條

例作答，熟悉考試模式，

減低緊張感 

這個世代大部份的人都希

望「贏在起跑線」； 
也為了迎合市場需要，因

為： 
家長心態是希望透過「學

術型」興趣班提升子女競

爭力，能在考試中有好成

績，越早學習越好 

有些興趣班能提供模擬試

卷或題目，能讓幼兒提早

適應不同的考核模式 
需要適量的 

彌補幼兒的不足、

弱項 
視乎教學方法 
例：遊戲教學加強幼兒學

習動機，使他們進步；過

分催谷讓幼兒有壓力，會

適得其反 

會，也是目的之一 
若家長能一起參與，相信

幼兒的弱項會改善得更快 
Ø 例：有一個小朋友上英
語會話班鼓勵他多說英

文，家長回家也嘗試跟

他說英文，小朋友除了

在課堂上說外，同時家

長鼓勵和培養習慣，更

有效幫助幼兒 

幼兒大多會按照弱項報讀

興趣班，安排不同的活動

教學，先引起學習興趣和

動機，然後改善不足 

需要適齡學習 
讓幼兒能夠作針對性的學

習； 
運用課餘時間，接受不同

的教學，彌補不足 

參加的主要原因 大部份是家長希望幼兒參

加 
Ø 「贏在起跑線」 

ü 家長期望 
ü 幼兒希望和朋友一起學
習 

ü 托兒 
Ø 有些家長工作繁忙，避
免幼兒長時間在家中遊

戲、看電視就會到中

心，後來看到有一些英

語會話班、拼音班或其

ü 提升競爭力 
ü 培養興趣 

ü 家長擔心小一銜接，希
望有更多證書，學習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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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興趣班就會報名，剩

餘的時間才參加托管班 
「學術型」興趣班的影響： 
「學術型」興趣班

的正面影響 
能夠提升幼兒學習興趣、

動機 
例：有小朋友很抗拒中文

說話，多說故事、玩遊戲

後就漸漸改善弱項 

個人能力提升，包括學術

能力、溝通、協作能力及

群體等 

會運用較多方法，例如遊

戲、故事等，製造輕鬆的

環境讓幼兒學習：能力提

升同時，提升興趣 

提升幼兒的滿足感和自信 
Ø 例：在數學班中，有一
個 K3幼兒的數學能力
較同齡幼兒高，原本學

校課堂教授的知識相對

較悶，報讀適合他能力

的興趣班讓他感到滿

足，增加自信心，整體

數學能力提升 
提升社交、溝通能力，因

為幼兒能夠與自己有相近

或相同興趣的小朋友上

課，加強他們與人溝通； 
增加學習機會 
Ø 例：在英語會話班中，
幼兒說英文（非母語）

的機會增加，透過多練

習能夠更熟練 
「學術型」興趣班

的負面影響 
過量的興趣班會增加幼兒

壓力，減低興趣 
有些幼兒其實興趣不大，

是被逼參加的，非自願，

他們反抗情緒很大，影響

他們與家長關係； 
沒有學習動機，跟不上同

班小朋友的進度，導致自

信心下降、有壓力 

需要額外學習，玩樂時間

減少 
讓幼兒一直在競爭的環

境，會有壓力的 

興趣班有混齡學習的情

況，幼兒程度不一樣，能

力較弱的信心受打擊 
Ø 例：見過小朋友坐在一
邊哭 

另一方面，家長會「逼」

幼兒學習，覺得他們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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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夠好，所以需要學

習，認為興趣班是一個較

好的「補習班」，卻忽略

了幼兒的能力和需要 
上課有看見幼兒睡覺à 報
讀的興趣班過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