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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近這幾年,智能手機發展一日千里 ,推出了各色各樣功能齊
全,不同款式的智能手機。智能手機成為了生活的「必須
品」,從街頭巷尾,到商場,公共交通工具 ,還是各類媒體如電
視,報章等廣告…處處都能找到智能手機的蹤影。智能手機
的功能繁多,除了通話,發短訊等基本功能外 ,還有一系列可
下載應用程式,其功能包括遊戲 ,瀏覽互聯網 ,聽收音機,視像
通話,看影片,甚至網上購物,都能「一機包辦」 ,不少青少年
都為之著迷。 ▲智能手機市場各式各樣的手機款式

▲有關智能手機的報章

有家長指出青少年使
用智能手機弊多於利,

並有損青少年的身心
發展,只會使他們分散
學習專注力和興趣,認

為青少年不應且不需
使用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專售店及其貨品

第一章：導言 
Ⅰ研究背景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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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目的

第一章：導言 
Ⅰ研究背景及目的

青少年能使用智能手機通訊,玩遊戲,看影片 ,新聞等 ,有助學習和
更方便快捷地了解身邊事物和事件,同時,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亦
提供了一個方便易用的通訊平台予青少年溝通。

但與此同時,青少年長時間使用智能

手機亦衍生出不少問題。例如手機
成癮,低頭族等問題,損害青少年的生
理和心理健康 ,影響他們的身心發展。

▲使用智能手機瀏覽互聯網

▲流行的智能手機通訊應用程式

▲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中的學習軟件
日文(左)和英文(右) ▲低頭族問題(長時間低頭

使用智能手機)

本專題探究將會透過問卷調查，
網上資料搜查，報紙資訊，以及
日常觀察探討青少年花在智能手
機上的時間和對其身心發展的影
響，希望從而提高大家對於使用
智能手機的利害的知識，並明白
且能判斷使用智能手機的最適時
間長度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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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目的

我探究的興趣來自智能手機的普及性。此題目與我們生活關係密切度十分高 ,所
以我會針對智能手機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影響探究。

在獲取資訊途徑方面,市面上有不少有關智能手機的介紹書籍 ,分別有介紹功能 ,
特色等,此外,電視,海報,報紙等亦經常有幫刊登有關智能手機的廣告可幫助我了
解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吸引之處和使用用途。

訪問朋輩亦是另一獲取資訊---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平均時間 ,多數用途等 ,並
根據數據,逐步找出長期使用智能手機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影響。可幫助了解智
能手機的具體普遍性和初步了解長期使用智能手機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影響。
我搜集得的資訊將會用作分析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和身心發展 (包括健
康與人際關係)的關係。

我認為對智能手機的基本知識和了解青少年健康的身心發展主要元素對探究十
分重要。首先 .智能手機的基本知識能幫助我掌握探究的基本了
解;而青少年健康的身心發展主要元素,則能助我分析使用智能手
機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影響。

第一章：導言 
Ⅰ研究背景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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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言 
Ⅱ研究對象及範圍 

1.研究對象

常接觸智能手機的年輕新一代，主要是現今 13-19歲的青少年，主要對象是學生。
同時亦會搜集家長對子女使用智能手機的看法。 

2.研究範圍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影響的範圍頗廣 ,因此我決定針對探討 :

．成因
探討青少年喜愛使用智能手機的原因及多數使用用途

．影響（生理上）
包括青少年對智能手機成癮,整天沉迷於手機 ,缺乏戶外走動(運動)等等的問題

．影響（心理上）
包括青少年沉迷手機,與他人包括家人的溝通模式轉變

．影響（其他）
包括青少年透過智能手機對學業的影響等（如幫助學業/阻礙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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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言 
Ⅲ研究方法及報告結構 

1.研究方法

我會分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兩方面研究。
．在第一手資料方面,我會透過訪問和透過問卷收集家長和青少年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的看法的數據。
．在第二手資料方面,我會從報章雜誌 ,互聯網等收集資料 ,從第二手資料主要研究智能手機的用處 ,要
使用功能和有關智能手機的新聞。 

2.報告結構

整個報告將分為「資料報告」和「問卷調查報告和分析」兩部分。

．「資料報告和分析」部分報告我從互聯網,報章雜誌中找到有關智能手機的資
料和一些有關智能手機的新聞。

．「問卷調查報告和分析」部分包括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和所得結果分析 ,當中
亦包括我對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影響的看法和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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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第一章：導言 
Ⅲ研究方法及報告結構 

3.研究組成示意圖

研究方法:

．第一手資料(訪問和問卷調查)

．第二手資料(雜誌報章)

研究報告:

．資料報告
．問卷調查結果和分析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身
心發展的影響

研究對象:
	
13-19歲學生


探討問題:

．青少年多數使用智能手機用途
．生理上的影響
．心理上的影響
．其他影響(如學業)



 

  

    

第二章：研究內容 
I資料報告

資料報告1

．智能手機功能繁多,其中特色是有可下載應用程式的平台,可下載
各色各樣,林林總總的手機應用程式(applications,簡稱apps)。

．apps有很多不同種類,如資訊類,娛樂類,學習類,通訊類,購物類等
常見的有: 

i.蘋果新聞(資訊類) 

ii.AngryBird(娛樂類) 

iii.Apple Books (學習類) 

iv.Whatsapp(通訊類) 

v.淘寶(購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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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 2011年1 2月0 4日訊】（大紀元記者黃凱熙編譯報導）

美國一個線上學習網站的研究發現，擁有智能型手機的學生，會利用
這項方便的工具，進行線上課業學習。因此有智能手機的人，比沒智能手機的
學生，每週多了 40分鐘的學習時間。

根據 Digital Trends數位科技訊息網站的報導，「 Study Blue」學生線上
學習網站，最近針對學生上網學習時間做的研究顯示，擁有智能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的學生，比沒有上述設備者，每週多花 40分鐘進行網絡課業學習。

這項研究的結果，是根據「S tudy Blue」學生線上學習網站上，一百萬名使用者在 2011年秋季學期，上網進行
課業研習的數據所得。

研究發現學生喜歡使用隨身必備的智能手機，勝過使用電腦，因為智能手機可在任何時間或地點進行網絡學
習。大約 50%的學生會在睡前、剛起床時，或者在排隊等車、吃飯時，隨手抓起智能手機進行網絡學習；1 9%的學生
會在浴室使用這項設備，進行學習工作；1 7%的人會在做功課時，用智能手機輔助做作業。
研究也發現，使用智能手機學習時間的多寡，與學生的年紀和年級無關，高年級學生的學習時間，不一定比低年級學
生多。學生在上午 6~8點以及考試前，使用手機進行網絡學習的時間，是平常的兩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4 0%有智慧型手機的學生，會在學校使用手機，但不都是用來上網學習。學生在校使用
手機時，大部份是在休息時間，發簡訊給家人或朋友；其次是用於閱讀或回覆電子郵件；瀏覽網頁和搜尋資訊；純粹
用來講電話；檢查社群網站的訊息；用智能手機聽 MP3音樂。

時下的青少年或大學生，無人不每日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小型平板電腦，這些無所不在的電子產品已成了他們
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也有不少家長會擔心子女，過於沉溺在這些設備上而荒廢學業。
但根據上述的研究顯示，既然學生依賴這些先進的電子設備，已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時，父母和師長應該著重在教導
學生，如何善用在些工具在有益的用途上。而不是一再的禁止和限制他們的使用時間，如此才能讓這些禁無可禁的小
玩意兒，成為他們學習的良師益友，而不是變成放任他們沉淪於不良網站的幫兇。

資料報告2

有關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報章(1):從上文可見,青少年能善用智能手機幫助學業,並
不是某些家長所言的只會有損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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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盧勁業報道】香港人使用智能手機十分普遍，人人機不離身，
頻密地查看手機留言及電郵。根據外國研究，若每天查看手機 34次
以上，每 10分鐘查看一次，可能已有手機癮。有社工指出，青少年
上網成癮問題已演變成手機成癮。精神科醫生提醒，如使用手機致
日常生活出現病態，例如對手機聲響產生幻覺，便應立即求診。

新聞轉載自蘋果日報"港聞"

資料報告3

從上文可得知,青少年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有

手機成癮問題。同時亦能從新聞圖中見「低
頭族」問題------長時間低頭看智能手機 
(無論在什麼場合/什麼時候/與什麼人)

此問題要得以改善,將在第三章第II部分「對青
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建議」再作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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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 

1.學生問卷

．學生問卷樣本為40份,其中男性受訪者
佔55%,女性受訪者佔25%。其中35份訪
問XX中學校內學生,其餘5份則訪問其他
學校(包括YY中學,ZZ中學)。

．受訪者年齡由13-19歲,其中年齡組別 
15-16歲最多,有55%

．受訪者中,身邊的人擁有1部或以上智
能手機的人的百分比如下(右圖)。身邊
的人大部分有1部或以上智能手機的人
數百分比最高,有62%,可見在青少間 ,智
能手機的普及性十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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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用途和時間

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

從問卷調查結果可見,青少年主要使用智能手
機的用途為上網和通訊,其次是娛樂用。而受
訪者多在乘交通工具和空閒時使用智能手機。

若沒有智能手機,約30%受訪者會選擇以睡覺取
代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20%受訪者選擇看電視
取代,20%受訪者選擇做運動取代 ,約15%受訪者
選擇花時間與家人相處或做功課/溫習。

受訪青少年中,每天使用智能手機有4小時或以
上的有一半(50%),使用1-3小時的有 44.7%,而使
用1小時或以下的只有5.26%。可見青少年普
遍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較長(4小時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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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心理上的影響

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

從問卷調查數據可見,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平均對生活的滿意
度和與朋友 /同學的關係良好度較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高。

而在家人/父母關係方面,則是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較有使
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與家人關係較好。

推斷有使用智能手機的青少年花時間透過智能手機與朋輩溝通 ,故與朋
友/同學關係較沒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好 ;而沒有使用智能手機
習慣的青少年以與父母/家人溝通取代玩智能手機的時間 ,故家庭關係
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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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生理上的影響

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 

P.13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曾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後感到疲倦不
適的受訪青少年有44.7%,其中包括頭痛,眼睛痛 ,手指頭疼
痛,疲累。

同時,對比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和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
的青少年的每天做睡眠時間 ,可見沒有使用手機習慣的
青少年平均的一天睡眠時間較長,多數為 6-10小時;而有使

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平均一天的睡眠時間則多數只
有4-6小時。

而運動方面,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平均每天運
動時間多數有2-3小時,而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
平均每天運動時間多數只有1小時或以下。可見沒有使
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一天花在運動的時間較長。



 

iv.其他影響

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 

P.14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身心發展的其他影響 ,包括學業成績,自
我管理和自我滿意度等等。

從問卷調查結果可見,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學生我
整體生活滿意度較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學生高 ,
其中包括學業成績,自我管理等,可見智能手機並不是
某些家長指的只會損害學生學業。

從問卷調查得知.認為智能手機能幫助學習的受訪者
有15%,能幫助放鬆心情的有26.6%,幫助與朋友和家
人溝通的有約50%。

同時,認為智能手機使人心散的受訪者有31.2%,使人
眼睛疲累有27%,使人手指疼痛有20.4%,使朋友間和
家人間關係變壞的只有約4%。



 

第二章：研究內容 
II問卷調查報告和分析 

2.家長問卷 

P.1P.15

在家長問卷調查中,超過一半以上家長應為子女
不應擁有智能手機,其中原因包括影響學業,使
子女注意力分散,太昂貴等等;但亦有家長認為
智能手機能增加和子女的話題,從而增進和子女
的感情。

有家長指子女常在不適當時間使用智能手機,

如家庭聚會/共餐時,更有50%家長曾因子女在
不適當時候使用智能手機而責備子女。



第三章：總結、建議及反思 
Ⅰ研究總結和分析

研究總結和分析

是次研究結果總結可分為「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生理發展上的影響」,「智能手機對青少年心
理發展上的影響」,和「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其他影響」三大類。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生理上的發展影響

現今青少年常長期使用智能手機,平均每天使用4小時或以上,有部分青少年更出現手機
成癮問題,影響青少年的生理上的發展: 

(i)註冊物理治療師李浩威指出長時間以不當姿勢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可

致眼、頸及手部慢性勞損，導致「眼矇手痛」。可見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對眼

晴,頸部,及手部都有壞影響。 

(ii)青少年沉迷並長時間使用智能手機,缺乏抽空運動。從問卷調

查可見,青少年的運動時間多由玩智能手機遊戲取替;有使用智

能手機的習慣的青少年一星期平均運動時間亦相對比沒有使

用智能手機的習慣的少。香港浸會大學體育系副教授雷雄德

指,青少年的運動量不足，容易出現成年肥胖或體弱多病。 

P.1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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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結和分析 

(iii)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對比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和沒有使用智能
手機習慣的青少年的每天做睡眠時間 ,可見沒有使用手機習慣的
青少年平均的一天睡眠時間較長,多數為6-10小時;而有使用智能
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平均一天的睡眠時間則多數只有4-6小時。

英國科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睡眠時間過少 (每天只有5小時
或以下)，會增加過早死亡的風險,同時亦會打亂身體的生理時鐘,

影響健康。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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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結和分析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心理上的發展影響

青少年主要使用智能手機與人通訊和作娛樂用,可是他們使用的方式值得關注。青少年使
用智能手機影響其與人相處溝通的方式,影響其人際關係。同時,青少年亦會從智能手機獲
得各類資訊,影響其心理發展: 

(i)部分青少年過於依賴智能手機與人溝通,缺乏與人面對面接觸,此與人的溝通方式對
他們的社交發展有不良影響-----------減少了他們與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影響其與人相處
的技巧。 

(ii)來自HIIT的Antti Oulasvirta道“我們所關註到的是心理方面，人們習慣性的拿起手
機尋找有趣的，刺激的事物，卻往往忽略的生活中，身邊發生的更重要的事情。已經養
成習慣的你可能意識不到使用智能手機帶來的的這些可怕後果。”從上文可見青少年習慣
性有有趣的，刺激的事物後造成的心理影響。 

P.1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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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結和分析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的其他影響 

P.1P.19

．有家長擔心智能手機影響青少年的學業成績。事實上,根據問卷調查
和資料搜集,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對自己我成績滿意度比沒有
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高。

．更有研究報告顯示,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的學習興趣和動力
比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高,因智能手機提供了一個有趣方便
的互動平台。



第三章：總結、建議及反思 
Ⅱ對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建議

對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建議 

P.20

青少年能使用智能手機與人通訊,學習 ,娛樂等,只要能善用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將
成為青少年一有力的「成長伙伴」。

從調查結果可見,有使用智能手機的青少年平均的運動量和睡眠時間都較沒有使
用智能手機習慣的青少年少。我認為只要取得平衡,不沉迷這些問題都能統統解
決。

．規劃時間表,好好分配時間有助青少年在這方面取得平衡。例如規劃每天的做
運動時段,溫習時段和定好睡眠時間,作息定時等。

另一方面,從家長問卷調查收集資料和據我觀察得知 ,青少年常在不適合的時間和
場合使用智能手機。 (例如一家人吃飯時,只自顧自的低頭弄手機。 ),而且青少年
過份沉迷於手機世界,在街上都不難找到青少年低頭弄手機 ,不看路,時常會撞倒
其他人/物。

．青少年應多加留意使用智能手機的場合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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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我在此階段(資料搜集和分析 )知識上學習得最多的是對智能
手機用途的認識---比以前廣泛多了,起初以為就是撥出撥入電話發短訊和
更多元化的遊戲和影視效果還有上網 ,做過資料分析後發現程式種類其多。
舉些例子:淘寶—網上購物,臉書—社交網站,甜品大全—食譜,各種不同功
能的日程程式…

在解難能力方面,亦懂得到各大便利店,書局和圖書館查看雜誌和書籍資
料,在運用網上搜尋引擎亦更熟練---多次搜尋資料並輸入不同關鍵字
在搜集資料的其中一環是在街上,巴士等公眾地方觀察青少年使用智能手
機的情況,

依我觀察,大部分在大街和交通工具上的青少年都低著頭撥弄智能手機 ,
可分析他們一天中使用智能手機的普遍性和常用性十分高。

在此同時,我發現智能手機取代了大部分人等候的時間,我認為使人容
易忽略身邊周遭環境事物,例如坐車時能欣賞風景等。有些青少年甚至走
路時亦低頭使用智能手機,連前面的路有什麼也搞不清楚,我才觀察約5分
鐘,已發現數個同時低著頭差點對撞的青年。我將以史為鑑,會更留意自
己的行為,一定不會在不適合的時間/場合使用智能手機。 

P.21 



網址： 
http://www.mysurvey.tw/quizresult.htm?id=bb80dd40-1e93-40e4-a5a4-1c6b46bcedd1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137684/15921056.html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90727/ptk070934.asp?source=MoreInSec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16967774/article

%E6%99%BA%E8%83%BD%E6%89%8B%E6%A9%9F

%E5%A2%9E%E9%9D%92%E5%B0%91%E5%B9%B4%E7%8A%AF%E7%BD%AA?inst 
ance=iNews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4/n3447902.htm%E5%AD%B8%E7%94%9F%E8%81 
%B0%E6%98%8E%E5%B9%AB%E6%89%8B

%E6%99%BA%E8%83%BD%E6%89%8B%E6%A9%9F%E8%AE%93%E4%BA%BA%E8 
%AE%8A%E7%94%A8%E5%8A%9F 
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80646 
http://life.mingpao.com/cfm/basicref3b.cfm?File=20121121/braa07f/gfa1.txt 
http://blog.yahoo.com/_E4MD4YYNKHJ45DW4TF563K3YWY/articles/33291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1019/00180_002.html?pubdate=2012101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EJbPeDR6LI

書籍/雜誌:

手機萬用百科 
Samsung智能手機大全

第四章：附錄 
Ⅰ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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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示示例例例例 
Exemplar

探探探探究究究究題題題題目目目目 
Enquiry Topic

得得得得分分分分 
Mark

簡簡簡簡評評評評 
Comments

示例二 智能手機對青少年

身心發展的影響 
5 � 考生在第一章導言部分，雖簡單說明研究目的，却未有尋找相關文獻，清

楚解釋焦點問題的重要性。 

� 考生能因應探究議題，運用不同方法搜集資料，包括以訪問及問卷調查搜

集家長及青少年的意見，及利用報章、雜誌等二手資料研究智能手機的用

處，探究架構尚算精密。 

� 可惜在第二章，資料報告的內容以描述新聞、報章資料為主，而問卷調查

部分也未有進一步應用搜集所得資料，作深入分析。 

� 考生以製作簡報表方式展示報告，組織及架構尚算完整，探究過程能顯示

考生具一般程度的反思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