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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據個人觀察，在香港不少公眾地方，扶手電梯及樓梯是連接樓層與樓層之間的通道。2005 年，

衛生署和紅十字會舉辦「萬級齊心接力行」活動〔1〕，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2013-2014 年，衛

生署與港鐵公司合作，在車站裡張貼海報，推廣「多行樓梯，多點健康」的概念〔2〕，以上活

動反映多行樓梯對行人有一定好處。可是，目前扶手電梯在現代建設中越見普遍，並已被廣泛

設置於商場內，樓梯的用途似乎被扶手電梯取代。這引發我思考──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

人使用，這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如何能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是次研究將訪問專家，從體育運動學角度了解行樓梯對身體的實際好處；並在本港的香港區、

九龍區和新界區各區選取兩個商場作探究據點（以此區域性的客觀劃分方法涵蓋香港三大區域

的商場，探究對象能反映普遍香港人的習慣），從中探究港人行樓梯的習慣在普遍的扶手電梯建

設下有甚麼轉變；並提出能鼓勵行人多行樓梯的方法。 

   

2. 研究目的 

是次研習將訪問專家，調查(一)行樓梯對行人身體的實際好處，以反映行樓梯的重要性。同時，

本人亦在香港三大區域（香港區、九龍區和新界區）的商場中，各區選取兩個商場（共六個商

場），調查(二)香港人較常選擇使用扶手電梯還是步行樓梯，並探究(三)行人作出選擇的原因，

從中分析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的情況下，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最後，是次本人將

根據報告結果(四)提出方法鼓勵行人多行樓梯，期望藉此報告反映多行樓梯為行人帶來的重要

影響，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以下為是次研究的焦點問題： 

1. 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還是行樓梯？ 
2. 在甚麼情況下，行人會選擇行樓梯？ 
3. 為甚麼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 
4. 行人有沒有在明白多行樓梯較為健康的情況下而多行樓梯？ 
5. 有甚麼方法可以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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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是次研習進行二手資料和一手資料的蒐集，二手資料包括文獻回顧；而一手資料則包括實地觀

察、問卷調查和訪問。 

3.1 文獻回顧 

 回顧前人的研究報告－“ Effect of an environmental barrier to physical activity on commuter 

stair use’’ 〔3〕及“ The Effects of Commuter Pedestrian Traffic on the Use of Stairs in an Urban 

Setting’’ 〔4〕，找出前人相關研究的做法並找出其不足之處，以便在本人撰寫報告時作出

適當參考。 

 

3.2 實地觀察 

 實地觀察地點： 

在本港的香港區、九龍區和新界區以抽籤方式每區選取兩個商場作探究據點，以此區域性

的客觀劃分方法可涵蓋香港三大區域的商場，全面反映香港人的習慣。經抽籤後，觀察地

點如下： 

香港島：信德中心、太古城中心 

九龍區：荷李活廣場、德福廣場 

新界區：Popcorn、新城市廣場 

 實地觀察對象：（質化研究） 

觀察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行人使用設施的情況，行人使用不同設施的分佈

反映行人的選擇。 

 實地觀察具體做法： 

是次研究將進行直接觀察，我將於六個工作天的同一個時間到各個選定商場，並選定一個

位置以觀察員身分觀察行人使用不同設施的分佈，並拍下照片作分析之用。 

 實地觀察目的： 

研究當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時，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還是步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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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卷調查（量化研究） 

 問卷調查地點及對象： 

向六個選定商場裡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使用扶手電梯的行人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抽樣方式： 

預先設定抽樣間距，每隔二十位行人向一位行人進行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具體做法： 

在各個商場訪問 20 個行人，共 120 份 

 問卷調查目的： 

探究行人選擇使用扶手電梯的原因，從而分析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港人行樓

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 
 

3.4 訪問（質化研究） 

 訪問形式： 

面談，以開放式問題為主 

 訪問對象： 

許世全博士 

-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教授 

- 美國運動醫學學院院士 

- 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主席 

- 美國健康與體育文娛舞蹈聯盟院士 

 訪問目的： 

從體育運動學專家的角度分析行樓梯對行人身體的實際好處 

 

 

 

 

4 



４. 文獻回顧 

在現代社會建設中，扶手電梯的建設越見普遍，在香港不少商場裡樓層與樓層間的連繫通道多

設有扶手電梯，樓梯似乎被扶手電梯的建設取代，但衛生署經常鼓勵行人步行樓梯，這些均引

發我思考是次研究題目──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這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

變？如何能鼓勵行人多行樓梯？我就此參閱了兩篇有關文獻： 

文獻一：“ Effect of an environmental barrier to physical activity on commuter stair use ”〔3〕 

文獻二： ‘‘The Effects of Commuter Pedestrian Traffic on the Use of Stairs in an Urban Setting’’〔4〕 

透過文獻回顧有助是次研習；並期盼是次探究，可奠定將來其他學者在研究行人行樓梯習慣

時的研究基礎。 

 

文獻一： 

“ Effect of an environmental barrier to physical activity on commuter stair use” 〔3〕 

就此研究題目，首篇回顧文章是由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學者在 2003 年所寫的“Effect of an 

environmental barrier to physical activity on commuter stair use” 〔3〕。此文獻主要研究目的

在於探究環境如何影響樓梯的使用量：報告以瑞典一個火車站的行人為研究對象，對比當樓梯

旁邊有一條可使用的往上扶手電梯或兩條可使用的往上扶手電梯時，行人選擇上行樓梯的流量

之別。報告指出，在車站不擠逼的情況下，當樓梯旁邊有一條或兩條可使用的往上扶手電梯時，

樓梯的使用量分別為 35.4%及 18.2%；在車站擠逼的情況下，當樓梯旁邊有一條或兩條可使用的

往上扶手電梯時，樓梯的使用量分別為 38.7%及 22.5%。報告顯示當環境中有越多可用的扶手電

梯或車站越不擠逼時，樓梯的使用量越少。這引發我探究：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

這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 

就以上文獻，研究報告有所不足。首先，學者只選擇一個火車站作為研究據點，未能排除行人

因為該車站的個別特殊情況而作出相關選擇；因此我在是次研究將以香港島、九龍區和新界區

的客觀區域性劃分香港的方法共走訪六個商場，以探討行人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及樓梯的通道

上的選擇方式，具有代表性地反映大部分港人的選擇。 

其次，以上文獻只統計行人在不同情況下選擇行樓梯的人流量，未有探究行人作出選擇的原因

及動機，因此我在是次探究中，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究行人選擇以不同方式通過通道的原因，

以了解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 

然而，以上文獻也有可取之處。是次報告將利用文獻資料作為研究基礎，在觀察行人的使用

扶手電梯和行樓梯分布時，將參考文獻選取通道上同時設有樓梯及扶手電梯的商場作研究據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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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二： 

‘‘The Effects of Commuter Pedestrian Traffic on the Use of Stairs in an Urban Setting’’ 〔4〕 

 

第二篇回顧文章是 2011 年在《美國健康促進雜誌》刊載的研究報告──‘‘The E ffects of 

Commuter Pedestrian Traffic on the Use of Stairs in an Urban Setting’’ 〔4〕。此文獻探究行人

流量對行人使用扶手電梯及步行樓梯的影響：報告以美國一個地鐵站的行人為研究對象，經過

學者統計，發現在較多、中等或較少的人流下，樓梯的使用量分別為 20.8%, 18.7%及 11.2%、扶

手電梯的使用量則為 60.8%,63.2%及 67.5%；此反映人流越多，就有越多人選擇行樓梯，但整體

使用扶手電梯的人比行樓梯的人較多。這引發我進一步思考，究竟為何在通道擠逼時才有更多

行人選擇使用樓梯？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這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此

外，報告亦探究不同種類的行人例如過重人士與體型正常人士選擇行樓梯的分佈，發現經過通

道的過重人士當中，有 5.8%人行樓梯；另外，經過通道的體型正常人士當中，有 19.6%人行樓

梯。此外，報告中提到可設計一個較易接近的樓梯通道鼓勵行人多用樓梯以增加其能量消耗。 

 

參考文獻，我對是次報告的實際內容有更明確計劃。首先，根據文獻，體型正常人士行樓梯的

比例比過重人士行樓梯的比例多，但行人的種類與其選擇方式並沒有直接關係，每個人選擇不

同的方式也可能有不同原因，因此我是次探究將不會把對象作出相關分類。第二，文獻中提及

到行樓梯可增加運動量，卻沒有提到行樓梯與健康的實際關係，因此，我將透過是次研究訪問

專家，從體育運動學的角度清晰探討行樓梯的實質好處與重要性。第三，文獻中只簡略提及一

個鼓勵行人行樓梯的方法，建議不夠具體，因此本報告將針對性的就着本港市民的習慣和商場

設計提出不同的實際方案，以鼓勵行人多行樓梯。第四，報告中只反映了一個地鐵站的行人行

樓梯情況，研究欠缺代表性，因此我將選擇多個商場作研究據點，全面反映港人的習慣。 

 

透過兩份文獻回顧，我對研習議題──「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這令港人行樓梯的

習慣有甚麼轉變？如何能鼓勵行人多行樓梯？」産生更大的研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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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家訪問結果 

 
根據文獻二‘‘The Effects of Commuter Pedestrian Traffic on the Use of Stairs in an Urban 
Setting’’ 〔4〕，行樓梯可增加運動量，是次報告訪問了專家，從體育運動學角度了解行樓梯對

身體的具體好處，以補充文獻內容，並進一步反映行樓梯的重要性。 

受訪者：許世全博士 

訪問日期：2014 年 4 月 17 日 
 
行樓梯是一種運動： 

 上樓梯的動作叫「向心收縮」，大腿肌肉收縮時肌肉縮短 

 下樓梯的動作叫「離心收縮」，大腿肌肉收縮時肌肉伸長 

 可訓練大腿肌肉 

 

 

從體育角度而言，行樓梯對身體的好處： 

 促進新陳代謝，令細胞好好吸收食物中的營養然後消耗能量，有效控制體重 

 促進心肺系統，有效輸送氧氣及促進血液輸送，減低壞膽固醇防止血管閉塞 

 可減低心臟病病發率和死亡率 

 對長者而言，可以訓練平衡力 

 

 

從體育角度而言，行樓梯對身體的負面影響： 

 膝蓋負重相對較多 

 行樓梯比步行的能量消耗多 30%：每一步都要用力向下壓將體重提升上一級，腿部的

四頭肌比走路時用力較多 

 下樓梯比上樓梯負重大 

 下樓梯要多用力保持平衡，即是制動，肌肉容易勞損，下行每一步樓梯時大腿肌肉的

纖維會輕微撕裂 

 一個 140 磅的人上樓梯，所承托的重量是 140 磅，下樓梯地時在深吸力影響下所承托

的重量是 160 磅，身體負重增加 

 五層樓以下的行樓梯量不會對肌肉帶來勞損 

 行樓梯較步行辛苦，所以活動強度較大，整體能量消耗更大，體能訓練比步行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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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樓梯的作用： 

 做運動可產生「劑量效應」(做運動越多越好，累積能量消耗)  

 行樓梯越多越好，即使是做 5-10 分鐘運動都會對提升健康水平有一定作用 

 行人每次在同時設有電梯和樓梯的通道選擇行樓梯，每次可一點點卡路里，長年累月

下會消耗很多卡路里，而每消耗 3500 個卡路里就能減去 1 磅脂肪 

 根據美國衛生署，運動建議是一系列的： 

 第一級建議，盡量避面不活躍、第二級建議，少量運動比完全沒運動好、第三級建議，

最少每周 3 次 30 分鐘、第四級建議，為了明顯健康促進，每周 5 次 30 分鐘、第五級

建議，每日 30 分鐘 

 若果連少量運動量都欠缺，能量消耗就會是負數，體重將快速上升 

 

 

行樓梯與使用扶手電梯之別： 

 行樓梯與使用扶手電梯最大的分別在於能量消耗量 

 使用扶手電梯時只有「基礎代謝率」(靜止時最低的能量消耗) 

 一個 132 磅的人靜止時只消耗 1 個卡路里，但如果行 20 級樓梯，能量消耗可能達到

5-6 個卡路里，是用電梯的五倍 

 即使在扶手電梯上行走，在輸送帶的幫助下，步行的級數較少，消耗的能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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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行樓梯是一種運動，相比使用扶手電梯使只有基礎代謝率，行樓梯能增加能量消耗，

有效控制體重，長期更可促進心肺系統健康；雖然行過量樓梯肌肉容易勞損，但香

港大部分商場、地鐵和行人天橋等設有樓梯的建設都比五層樓矮，不會導致肌肉勞

損；在劑量效應的概念下，香港人應該多爭取機會做運動以累積卡路里消耗，因此

行人應在同時設有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多選擇行樓梯，培養多行樓梯的習慣。 



6.研究結果及分析 
6.1 觀察結果及分析 

觀察日期：4 月 16 日、4 月 17 日、4 月 22 日、4 月 23 日、4 月 24 日、4 月 25 日 
觀察時間：下午 1 時正至 1 時 20 分 
在六個商場的直接觀察，探討行人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較常使用扶手電梯還是步

行樓梯： 

香港島 

上環--信德中心 太古--太古城中心 

 

 

 

 

 

較多行人使用扶手電梯，觀察時段內 

有 4 名行人行樓梯。 

較多行人使用扶手電梯，觀察時段內有 13 名行

人行樓梯，當中主要為小童，偶有同行家長。 
 

九龍區 

九龍灣--德福廣場 鑽石山--荷李活廣場 

  

較多行人使用扶手電梯，觀察時段內 

有 3 名行人行樓梯。 
行人只使用扶手電梯，完全沒有人選擇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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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區 

將軍澳--Popcorn 沙田--新城市廣場 

 

 

 

 

行樓梯的人流明顯比其他商場多，有 52 人，

當中下樓梯的人比上樓梯的人多，但整體上較

多行人使用扶手電梯。 

較多行人使用扶手電梯，觀察時段內有 11 名

行人行樓梯，主要是小朋友，偶有同行家長。 

 
 
 
 

小結 

從六個商場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在不同日子的同一個觀察時段內（下午 1 時

正至 1 時 20 分），各個商場使用扶手電梯的人流明顯比行樓梯的人流多：荷李活廣場通道

上完全沒有人行樓梯、太古城中心和新城市廣場通道上行樓梯的行人主要是小朋友及偶有

同行家長、德福廣場和信德中心的通道有數人行樓梯、popcorn 的通道上行樓梯的行人明顯

比其他商場多，但在六個商場內行樓梯的人流比使用電梯的行人少很多，反映香港人較常

使用扶手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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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是次研習共收回問卷 120 份，受訪者為使用扶手電梯的行人，每個商場的行人各佔 20 份。 

從觀察可見，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在扶手電梯的建設下，港人行樓梯的習慣被使用

扶手電梯取代。問卷調查探究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的現象的原因、行人會使用扶手電

梯或行樓梯的情況以及行人對其習慣對健康影響的看法。 

 
題一 行人使用扶手電梯不步行樓梯的原因 

 

 

備註：認為身體不適合行樓梯的狀況包括腳痛、膝頭痛和疲倦 

圖表一顯示行人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與樓梯的通道上，選擇使用扶手電梯而不步行樓梯的原

因如下： 

根據圖表一，最多人表示不行樓梯的原因是使用扶手電梯比行樓梯方便，總共有 47 人，約佔

全部受訪者 40%。 

另外，受訪者中較多人因為認為自己身體不適合行樓梯，共有 27 人，佔全部受訪者 22.5%； 

而使用扶手電梯其餘原因由多至少排序包括行人想以較短時間到達、拿著東西、使用電梯已

成習慣及不想步行。 

最多人表示使用扶手電梯較方便，反映行人因為扶手電梯的設施能直接把行人輸送至另一樓

層，相比自己行樓梯更容易、更舒適和付出較少力量達到同一個目的，因此不步行樓梯。 

根據圖表一，不少行人因為腳痛、膝蓋痛和疲倦等不想行樓梯，反映行人可能因為認為行樓

梯會加重腳痛、膝蓋痛和疲倦等感覺，故此不步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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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 



題二 行人會選擇步行樓梯的情況 

 
 

圖表二顯示使用電梯的行人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與樓梯的通道上會選擇行樓梯的情況。 

根據以上圖表，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在以下情況步行樓梯—— 

當電梯壞掉、電梯多人使用和趕時間是明顯有較多人選擇的情況： 

最多行人會在電梯壞掉時選擇行樓梯，有 56 人，約佔全部受訪者 46.7%；反映行人會在不能

使用扶手電梯的情況下，亦即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才會行樓梯，顯示在扶手電梯的建設下，行

人行樓梯的習慣大大減少。 

電梯多人使用的情況排名第二，有 29 人，約佔全部受訪者 24%；反映行人的選擇會受使用扶

手電梯行人的人流影響。 

趕時間的情況排名第三，有 18 人，佔全部受訪者 15%；行人在趕時間的話可能會使用樓梯設

施快步通過通道。 

 
題三 如果通道上只有樓梯，行人的選擇情況 
 

 

 
 

圖表三顯示如果通道上只有樓梯，會選擇行樓梯的行人或找另一條有電梯的通道的行人數量分

佈。 

受訪者當中，有 98 人選擇行樓梯，約佔全部受訪者 82%； 

選擇找另一條有電梯的通道的行人有 22 個，約佔全部受訪者 18%。 

選擇行樓梯的行人比選擇找另一條有電梯的行人多出 4 倍，如果通道上只有樓梯，大部分行人

便會步行樓梯而不會刻意找另一條有電梯的通道，反映行人的選擇同時受外在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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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 

圖表三 



題四 行人對在通道上設置樓梯的作用之不同觀點 
 

 
 
 

 
備註：方便其他人的項目包括有方便年輕人、小朋友、愛行樓梯的人及不懂使用電梯的人 

圖表四顯示行人認為樓梯在已設有扶手電梯的通道有沒有作用，圖表五反映行人認為樓梯在

已設有扶手電梯的通道上的作用。 

根據圖表四，受訪者當中有 99 名行人認為在通道上設置樓梯是有用的佔 82.5%，認為樓梯沒

有作用的行人有 21，佔所有受訪者 17.5%，比認為在通道上設置樓梯是有用的行人少 65 個百

份點。 

根據圖表五，99 名認為樓梯有用的行人當中，明顯有較多的行人認為樓梯的作用是當電梯人

多時用作疏道和電梯壞掉時作為通道，各有 36 及 26 人，共佔 99 名受訪者約 62%，其他行人

認為電梯的作用由多至少排列包括有：讓人做運動(10.1%)、多個選擇(9%)、方便其他人(8%)

和危險時作疏散(5%)。 

圖表五的結果與問卷調查題目二：行人會選擇步行樓梯的情況（圖表二）的結果相符，圖表

二中明顯顯示較多人在電梯多人、電梯壞掉時會行樓梯，而在圖表五中可見，明顯有較多行

人認為樓梯的作用是在電梯人多時用作疏道和電梯壞掉時作通道，反映在扶手電梯的建設

下，行人只把樓梯的建設作為次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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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 

圖表四 



題五 行人認為行樓梯量與健康的關係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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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認為多行還是少行樓梯較健康

 
 
 

 

 

 

 
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減低了行人行樓梯的運動量，此現象影響行人的健康，題六反映行人

認為行樓梯習慣與其健康的關係： 
圖表六顯示行人認為多行樓梯較健康還是少行樓梯較健康；圖表七和八分別顯示兩類受訪者認

為多行或少行樓梯較健康的原因。 
圖表六中，認為多行樓梯較健康的行人有 104 位，約佔 87%，比認為少行樓梯的 16 人多出 73.3
個百份點。 
根據圖表七，在 104 位認為多行樓梯較健康的行人中，最多人(74%受訪者)認為行樓梯能增加

運動量，其次(18%受訪者)是多步行較健康和最後是(8%受訪者)行樓梯可增強腳力。 
根據圖表八，在 16 位認為少行樓梯較健康的行人中，行人的原因人數分佈平均，從多至少排

列分別是有損膝蓋(31.25%受訪者)和行樓梯辛苦(25%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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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 

圖表七 

圖表八 



 
題六： 行人有否響應衛生署與港鐵聯合推動的「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 
 

 
 
 

近日，衞生署與港鐵攜手合作舉辦「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在各個港鐵站張貼海報推

廣行樓梯為健康帶來的好處，圖表九顯示行人有否響應衛生署與港鐵「多行樓梯，多點健康」

活動多行樓梯。圖表反映大部分行人都不知道有此項活動，共有 77 人，佔 64%； 

只有很少受訪者有響應活動，有 14 人，佔 12%； 

知道活動但沒有響應活動多行樓梯的有 30 人，佔 25%，比有響應活動的人多出 53.3 個百份

比。 

港鐵車站是人流量較多的地方，但大部分受訪者並沒留意相關海報，反映宣傳成效不足，此

方法未能鼓勵或改善港人行樓梯的習慣。 

 
 
 

小結 

從問卷調查可見，雖然大部分行人都沒有留意港鐵和政府合辦的「多行樓梯、多點健康」

活動，但大部分人都認為多行樓梯是較健康的。可是，由於扶手電梯的建設比行樓梯更

便利行人，所以行人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不過，

大部分行人認為即使通道上已經設有扶手電梯，樓梯的設施仍然有其作用，因為行人會

在電梯壞掉和電梯多人使用時行樓梯。然而，行人的選擇是受環境影響的，如果通道上

只設有樓梯，大多數的行人便會步行而過；而不會花時間再找另一條有扶手電梯的通道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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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九 



7. 討論 
 
以下將揉合文獻回顧、實地觀察、問卷分析及專家訪問所得資料，檢視焦點問題： 
1. 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還是行樓梯？ 
2. 在甚麼情況下，行人會選擇行樓梯？ 

3. 為甚麼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 

4. 行人有沒有在明白多行樓梯較為健康的情況下而多行樓梯？ 

5. 有甚麼方法可以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以探究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港人行樓梯的習慣有甚麼轉變，並提出可鼓勵市民多

行樓梯的方法。 
 
7.1．在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行人的選擇情況： 
行人較常選擇使用扶手電梯 
根據觀察結果所得，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大部分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

扶手電梯人流明顯比樓梯的人流多。例如，荷李活廣場完全沒有人行樓梯、德福廣場、信德中

心、新城市廣場、太古城中心和 Popcorn 行樓梯的人數分別是 3 人、4 人、11 人、13 人和 52
人，但觀察時段內每個商場使用扶手電梯的行人約有上百人，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 
 
觀察結果與問卷調查第一題結果相配合，最多人表示使用扶手電梯較方便，有 47 人，佔受訪

者 40%，反映行人因為扶手電梯的設施能直接把行人輸送至另一樓層，相比自己行樓梯更容

易、更舒適和付出較少力量達到同一個目的，因此不步行樓梯。 
 

扶手電梯建設的位置可影響行人行樓梯的習慣    
從觀察所見，popcorn 的通道上明顯比其他商場通道有較多人行樓梯，估計與 popcorn 通道上

的扶手電梯的位置有關。根據觀察，通道上下樓梯的人流比上樓梯的較多。如圖片二可見，通

道上(往下)扶手電梯的設施設置在通道較隱蔽的地方，被牆壁遮擋；如圖片三可見，樓梯的設

施則設置在較中央位置，而且樓梯較寬闊和當眼，估計因此有較多人通過通道時第一眼看見樓

梯，加上刻意走到扶手電梯的位置比較轉折，所以較多行人選擇行樓梯。 

 

圖片二：扶手電梯設置隱蔽     圖片三：樓梯設置在較中央位置 

情況與問卷調查第三題結果相配合，行人的選擇是受環境影響的，如果通道上只有樓梯，有

82%行人(98 人)選擇行樓梯，比選擇找另一條有電梯的 18%行人(22 人)多出 64 個百分點，大部

分行人便會步行樓梯而不會刻意找另一條有電梯的通道，反映行人的選擇同時受外在環境影

響。 
 

由此可見，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行人大多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倘若通道上只有

樓梯或是扶手電梯的設置位置不方便，行人便會自然地步行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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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行人在以下情況選擇行樓梯 
 
扶手電梯的輸送情況影響行人行樓梯的習慣   
根據文獻一﹝1﹞，在車站擠逼的情況下，當樓梯旁邊有兩條扶手電梯時，如果兩條電梯同時往

上輸送行人，樓梯的使用量分別是 22.5%；如果兩條電梯一條往上輸送、一條往下輸送行人，

樓梯的使用量升至 38.7%，反映環境中有越多可用的扶手電梯，樓梯的使用量越少，扶手電梯

的建設實在是減低了樓梯使用量。 
根據問卷調查第二題資料顯示有 46.7%行人表示會在電梯壞掉時使用樓梯；而問卷調查的第四

題顯示，在 99 名認為樓梯的設置是有用的受訪者中，有 26%受訪者認為樓梯用作在電梯壞掉時

疏道。 
以上分析反映，行人會否行樓梯估計是受到電梯的輸送情況影響；可能行樓梯只是行人的次選，

行人會在扶手電梯不能使用的情況下才行樓梯；而一旦路上有越多可用的電梯時，行人會使用

扶手電梯代步。 

 

扶手電梯的人流會影響行人行樓梯的習慣    
根據文獻二﹝2﹞，當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在較少、中等或較多的人流下，樓梯的

使用量分別為 11.2%, 18.7%及 20.8%。在扶手電梯有越多人流時，樓梯的使用量便會增加。 
另外，從問卷調查第二題和第四題可知，有 24%的受訪者(29 人)表示會在電梯多人的時候行樓

梯；而在 82.5%(99 人)認為樓梯在設有扶手電梯的通道上仍然有用的受訪者中，有最多人認為樓

梯的建設是在扶手電梯人多時用作疏道，共有 36 人，佔 99 名受訪者的 36%。 
以上分析反映扶手電梯的人流會影響樓梯的使用量，大部分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但估計

因為當扶手電梯人多，引致電梯口擠塞，行人會認為行樓梯的選擇比使用電梯方便，便會選擇

較少人流的樓梯。 

 

扶手電梯的設置影響行人行樓梯的意欲 
在訪問中專家指出：在使用扶手電梯時行人只有基礎代謝率，行人不需要消耗體力，估計當行

人看見樓梯長，就越不願意消耗太多體力，所以選擇使用扶手電梯；但如在没有選擇的情況下，

行人便只好步行樓梯。 
而根據觀察，荷李活廣場的樓梯較長，使用量是六個商場中最低的，在觀察時段內完全沒有人

行樓梯；而 Popcorn 的樓梯較短，使用量則較高，有 52 人。 
根據問卷調查第二題，5 名受訪者表示會在樓梯較短時才選擇行樓梯，佔所有受訪者 4%。 
由此可見扶手電梯的設置影響行人行樓梯的意欲，樓梯越長，行人行樓梯的意欲越低，越會選

擇使用電梯。 

 

扶手電梯的位置影響行人行樓梯的意欲 
根據問卷調查問題三，如果通道上只設有樓梯，大部分行人都會行樓梯，有 98 人，佔全部受訪

者 82%；反觀，從觀察所見，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樓梯和扶手電梯，大部分行人都會使用扶手

電梯，每個商場都有約上百名行人使用扶手電梯，但最多人行樓梯的商場只有 52 人行樓梯，明

顯比使用扶手電梯的人流少反映扶手電梯的建設減低行人行樓梯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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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的原因 
 

扶手電梯的設置能方便行人，減低行人行樓梯的意欲 

根據問卷調查第一題，最多行人因為使用扶手電梯較方便，有 47 人，佔所有受訪者 40%，

所以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使用扶手電梯。扶手電梯是現代建設，設施上有

輸送帶，行人不用行走，可以直接通過通道； 

 

根據問卷調查第三題，如果同道上只有樓梯，大部分行人都不會刻意找一條有扶手電梯的

通道，佔所有受訪者 82%； 

反映香港人生活以「方便」為重，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因為「方便」，行

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但如果遇上只設有樓梯，行人怕麻煩而不會刻意找一條有電梯的

通道，反會選擇行樓梯。正因為現今大部分商場、車站等行人通道都設有扶手電梯，便利

行人，大大減低了行人行樓梯的次數。 

 

扶手電梯的設置能體貼行人的身體狀況，影響行人行樓梯的習慣 

根據問卷調查第一題，有 27 人因為腳痛、膝頭痛和疲倦而使用扶手電梯，佔全部受訪者

22.5%，比例在所有原因中排名第二。根據訪問資料所得，行樓梯時行人每一步都要將體重

提升，腳部的四頭肌和膝蓋負重增加，估計行人是避免加劇腳痛、膝頭痛和疲倦的感覺而

選擇使用扶手電梯；行人因為扶手電梯的設施能直接把行人輸送至另一樓層，相比自己行

樓梯更容易、更舒適和付出較少力量達到同一個目的，因此不步行樓梯。扶手電梯的設置

能體貼行人的身體狀況，大大減少了行人行樓梯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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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行人多行樓梯的意欲 

 

根據訪問，行樓梯對健康有正面影響，在向心收縮和離心收縮的動作中，行樓梯能訓練大

腿肌肉訓練平衡力，多行樓梯更可控制體重、促進心肺系統健康和減低死亡率等。 

 

行人是在明白多行樓梯較為健康的情況下，仍是因使用扶手電梯較為方便，而没有多行樓

梯： 

根據問卷調查第五題，大部分行人認為多行樓梯較健康，有 104 人，佔受訪者 87%，因為

行樓梯增加運動量(74%)、步行機會(18%)和腳力(8%)，比認為少行樓梯較健康的 16 位行人

多出 73.3 個百份點。比照專家的意見和行人的認知，雖然行人並非深入理解行樓梯的好

處，但大部分行人也了解多行樓梯更健康。 

 

可是，從觀察可見，大部分行人都在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使用電梯：荷李活廣場、

德福廣場、信德中心、新城市廣場、太古城中心和 popcorn 行樓梯的人數分別是 0 人、3

人、4 人、11 人、13 人和 52 人，但觀察時段內每個商場約有上百人使用扶手電梯。行人

是在明白多行樓梯較為健康的情況下，仍是因使用扶手電梯較為方便，而没有多行樓梯。

根據問卷調查問題二，所有受訪者中只有 5 人會因為想做運動而行樓梯，佔全部受訪者

4%，但問卷調查問題一中 40%受訪者(47 人)因為方便而使用電梯，估計行人認為方便生活

比健康更加重要，而在扶手電梯能迎合行人方便理念下，行人欠缺追求健康生活而行樓梯

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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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鼓勵行人多行樓梯的建議 
 
積極宣傳多行樓梯的好處 

根據訪問，專家指出，利用心理學方法--「刺激控制」(時常提醒行人多行樓梯的好處)，長

年累月下可培養行人行樓梯的習慣(根據試驗，可在同時設有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設置提示

牌，指出行樓梯比使用扶手電梯消耗的卡路里多，可增加行人行樓梯的意欲)。因此，政府

可通過廣告，邀請專家深入指出多行樓梯能促進新陳代謝，令細胞好好吸收食物中的營養

然後消耗能量，有效控制體重、促進心肺系統，有效輸送氧氣及促進血液輸送，減低壞膽

固醇防止血管閉塞、可減低心臟病病發率和死亡率等對身體有益處，向市民灌輸「多行樓

梯，多點健康」的概念，在刺激控制下培養行人行樓梯的習慣，預期可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加強梯間海報宣傳的吸引力 

根據問卷題目六，雖然港鐵車站人流量多，但大部分受訪者並不知道有「多行樓梯、多點

健康」的活動，估計是因為行人沒留意港鐵張貼的梯間海報，反映宣傳成效不足，達不到

刺激控制的效果。港鐵公司可加強梯間海報吸引力，例如邀請藝人拍攝海報通過明星效應

吸引行人細閱海報，又或者加大海報尺碼，提升宣傳成效，提醒行人多行樓梯，預期可鼓

勵行人多行樓梯。隨此之外，港鐵公司可在樓梯附近增設廣播，播放簡單語句或標語鼓勵

行人選擇行樓梯，並留意梯口海報，增加宣傳效力。 
 

 美化樓梯 

不少商場的通道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商場可以美化樓梯，吸引行人步行。例如，從

觀察可見，新城市廣場的樓梯有不少小童及同行家長步行，估計是因為每一級樓梯設有電

子屏幕播放氣泡圖案(圖片三所見) ，吸引小朋友和家長步行。其他大型商場可參考此做法

美化樓梯，另外，商場可利用投影器把影像投影到樓梯面，吸引小童追著投影圖案行樓梯，

並鼓勵同行家長步行樓梯，從而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圖片三：新城市廣場每一級樓梯設有電子屏幕 

 

 優化新建樓梯的設計 

多行樓梯的習慣較健康，發展商在設計新建樓梯時可迎合行人的習慣。例如，政府可鼓勵

發展商在興建商場時設立樓梯和扶手電梯相間而不是並排的通道。根據觀察，行人會在樓

梯和扶手電梯並排的同道上選擇使用電梯，但根據問卷，若通道上只有樓梯，行人會選擇

行樓梯，因此估計樓梯和扶手電梯相間的通道可鼓勵行人行樓梯；另外，根據觀察，由於

荷李活廣場的樓梯太長，完全沒有人行樓梯，樓梯和扶手電梯相間的通道可縮短每節樓梯

的長度，加強行人行樓梯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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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研究局限及未來研究方向 

是次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各區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商場的行人，未有研究其他符合

條件的地方，將來可考慮研究港鐵、車站和行人天橋等地方。 

8. 總結 

總結而言，是次研究發現，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同道上，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未

能多行樓梯以多做運動。 

扶手電梯的建設鼓勵行人以輸送帶代步，取代步行樓梯的習慣。如果一條通道只設有樓梯，大

部分行人會怕麻煩、圖方便而不刻意尋找有扶手電梯的通道；但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

和樓梯，大部分行人會選擇使用扶手電梯，因為使用扶手電梯較方便，行人不需行走便可以達

到同樣目的──反映行人以方便生活為重，而正正為扶手電梯的建設體貼行人的要求，所以當

行人能夠對通過通道的方法作出選擇時，便會使用扶手電梯。 

 

另外，扶手電梯的輸送情況、人流和設置會影響行人行樓梯的意欲。第一，不少人認為樓梯的

作用是在扶手電梯壞掉不可用時用作疏導；第二，扶手電梯人多時，行人才會考慮行樓梯；第

三，行人會因為樓梯太長而選擇使用扶手電梯。以上情況反映，如果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

和樓梯，樓梯只是扶手電梯的次選。 

 

除此之外，雖然多行樓梯較健康，但行人較常使用扶手電梯。多行樓梯可以累積能量消耗，有

助控制體重，促進呼吸及心血系統。雖然大部分受訪者知道多行樓梯較健康，但因為行人比較

著重「方便」，而不是「健康」，所以在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行人會使用電梯，

而並非爭取機會做運動行樓梯，大大忽略了「多行樓梯，多點健康」。 

 

最後，本報告提出四個方案鼓勵行人多行樓梯，提倡健康生活。第一，政府可製作廣告，深入

解釋多行樓梯的好處，以達刺激控制之效培養行人行樓梯的習慣；第二，報告發現，近日港鐵

的「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未達宣傳之效，建議港鐵公司利用明星效應和廣播吸引行人留

意海報；第三，報告發現，商場的樓梯上設有電子屏幕可吸引小朋友行樓梯，商場可美化樓梯

鼓勵行人多行樓梯；第四，報告發現，樓梯的長短影響行人行樓梯的意欲，因此，發展商在興

建商場時可考慮樓梯和扶手電梯相間的通道，縮短樓梯的距離，鼓勵行人行樓梯。 

 

是次研究能反映在普遍的扶手電梯建設下港人行樓梯習慣的轉變，並提出能鼓勵行人多選擇較

健康的方式通過行人通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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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反思 

完成整個研習後，我對研習主題──香港設有大量扶手電梯供人使用，這令港人行樓梯的習慣

有甚麼轉變？有深刻反思。在路途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並不罕見，但在日常生

活中，我甚少留意行人通過通道的選擇。不過，經過是次研究，我明白到，生活中每種看似平

凡的現象都有其探究意義。 

在生活中，香港人過分注重方便、快捷，在機械化的現代建設裡，原本能給平日少運動的行人

提供做運動機會的樓梯漸漸被扶手電梯取代，我明白到，人們應該好好使用每種設施，多行樓

梯，累積能量消耗。 

 

除了對是次報告主題有深刻反思，我從觀察、問卷調查和訪問過程也獲益良多； 

通過觀察系蒐集資料，我學習到事前準備的重要性。進行觀察前，我要先以客觀方式劃分各區

商場，並以抽籤方法決定考察目的地，我明白到系統性地選擇觀察目的地才能客觀反映大部分

香港人的習慣，不會以偏概全。另外，在第二階段中，我們要先編排考察時間表，按這此時間

表，我在第三階段循序漸進，完成觀察，這讓我明白到事前的充足準備功夫能令資料的蒐集更

順利。 

 

問卷調查的過程也讓我有所得着。經過是次研究，我明白到何謂「抽樣調查」，此方法十分適合

是次研究題目，但在此專題研究之前，我並不知道街頭問卷可以使用抽樣調查，以前街頭訪問，

我只曉得隨便問行人，因此這次獲益良多。另外，在第二階段設立問卷時，我本來把行人分為

上行和下行兩組，但得到結果後發現兩組人的意見並沒特別的分別，所以最後合二為一，我明

白到再把受訪者獲分組別前應先考慮清楚探究目的。 

 

訪問的過程使我明白到臨場發揮的重要性。專家的答案隨時會偏離題目，每次我都要利用發問

機會讓專家明白我的問題內容，因此訪問過程最具挑戰性，單靠事前功夫並不足夠，還要專心

留意專家答案，因應答案臨場對訪問問題稿做出修改。 

總結，是次研習讓我學到各種研習技巧，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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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問卷調查 版本一 

扶手電梯的建設對港人行樓梯的習慣造成甚麼影響? 

行人的習慣對行人的健康有甚麼影響? 

 

你好!本人 的學生，由於新高中課程需要，現正進行通識教育科專題研

習報告，以深入探討扶手電梯的建設對港人行樓梯習慣造成的影響，希望閣下能抽出數分鐘

的時間，口頭回答數條問題，協助完成問卷。閣下毋需提供姓名，問卷所得的資料將作保密

處理，只作研究及學術用途，不會對外公開，而研究完成後所有資料將會銷毀。 

 

甲部:受訪者資料 

性別 男   女 

乘搭扶手電梯方向 往上 往下 

 

乙部:調查扶手電梯的使用概況 

 

1) 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為何你剛才選擇使用扶手電梯而不是步行樓梯？ 

 手持重物  想以較短時間到達 

 穿著的鞋子不便行樓梯  想一邊乘搭電梯一邊使用手提電話 

 使用設施實屬慣性  其他 請註明:                             

    

2) 在甚麼情況下，你會選擇步行樓梯而不使用扶手電梯？ 

                                                                            

 

3) 通道上已設有扶手電梯，你認為通道上的樓梯有作用嗎？ 

 有，原因:                                                                

 沒有，原因:                                                              

 

4) 你認為乘搭扶手電梯和行樓梯與健康有沒有關係？ 

 有，原因:                                                              

 沒有，原因：                                                           

 

5) 近日衛生署與港鐵合作舉辦「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向公眾推廣多行樓梯的訊息， 

你有響應活動多行樓梯嗎？ 

 

 

問卷已完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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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原因:                                                                

 沒有，原因：                                                               



附件 2 

問卷調查 版本二 

扶手電梯的建設對港人行樓梯的習慣造成甚麼影響? 

行人的習慣對行人的健康有甚麼影響? 

 

你好!本人 的學生，由於新高中課程需要，現正進行通識教育科專題研

習報告，以深入探討扶手電梯的建設對港人行樓梯習慣造成的影響，希望閣下能抽出數分鐘的

時間，口頭回答數條問題，協助完成問卷。閣下毋需提供姓名，問卷所得的資料將作保密處理，

只作研究及學術用途，不會對外公開，而研究完成後所有資料將會銷毀。 

 

調查扶手電梯的使用概況 

 

1) 通道上同時設有扶手電梯和樓梯，為何你剛才選擇使用扶手電梯而不是步行樓梯？ 

                                                                            

 

2) 在甚麼情況下，你會選擇步行樓梯而不使用扶手電梯？ 

                                                                            

 

3) 如果此通道只設有樓梯，你會選擇行樓梯還是找另一條有扶手電梯的通道? 

行樓梯 

找另一條有扶手電梯的通道 

 

4) 通道上已設有扶手電梯，你認為通道上的樓梯有作用嗎？ 

 有 

 沒有 

如有，作用是:                                                              

 

5) 你認為多行樓梯還是少行樓梯較健康? 

 多行，原因:                                                              

 少行，原因：                                                           

 

6) 近日衛生署與港鐵合作舉辦「多行樓梯，多點健康」活動，向公眾推廣多行樓梯的訊息， 

你有響應活動多行樓梯嗎？ 

 

 

問卷已完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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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原因:                                                                

 沒有，原因：                                                               



附件 3          

訪問稿 

從體育角度而言，行樓梯對身體的好處是甚麼？ 

步行是人體活動的基本動作，也是生活中的主要體能活動，是消耗能量的主要動作。步行可促

進新陳代謝，令細胞好好吸收食物中的營養然後消耗能量，控制體重。步行是有氧運動，在氧

氣的參與下，以脂方作為燃料，促進心肺系統，有效輸送氧氣及促進血液輸送，並減低壞膽固

醇防止血管閉塞。根據研究，多步行的人心臟病病發而死亡的機會較低。不過，步行對 BMI 超

過四十的過肥人士有負面影響，因為步行其間每一步他們的膝蓋、腰骨和腳跟負重很大，而對

於本身膝蓋、腰骨和腳跟痛的人，步行可能會使情況惡化 

 

行樓梯對身體的好處是否與步行一樣？ 

是的，而且強度比步行多。行樓梯每一步都是對大腿肌肉的訓練，而對長者而言，行樓梯也可

以訓練平衡力，但每一級不要太高，因為會加快膝蓋受傷，而且不要走太久，但低於五層對身

體不會帶來傷害。 

 

行樓梯比行路的運動量是否更大？  

行樓梯每一步都要將整個人的體重提升，每向上走一級都要用力向下壓將體重提升上一級，行

樓梯比步行的能量消耗多 30%，腳部的四頭肌用力較多，膝蓋負重也相對較多，比走路較辛苦。

下樓梯比上樓梯也更辛苦，若果要行很多層樓的樓梯重複動作很多次就容易勞損，但正正因為

行樓梯較辛苦，所以活動強度較大，整體能量消耗更大，體能訓練更明顯。 

 

上行樓梯與下行樓梯有甚麼不同？ 

下樓梯時，身體負重較大，一個 140 磅的人上樓梯，所承托的重量就是 140 磅， 下樓梯地時在

深吸力影響下所承托的重量是 160 磅。上樓梯的動作叫向心收縮 --“concentric contraction”，而

下樓梯叫離心收縮-- “eccentric contraction”。 下樓梯要多用力保持平衡，即是制動，而每一下

大腿肌肉纖維輕微撕裂，但五層樓以下的行樓梯量不會對肌肉帶來勞損。 

 

多行樓梯還是少行樓梯對行人較健康？ 

如果膝蓋、腰骨和腳跟沒痛，行樓梯比步行好，但從長遠的運動時間而言，行太多樓梯例如 100

層會帶來勞損問題，因為每一步都會令大腿收縮登上去，可能會有局部肌肉痛。 

 

政府曾鼓勵行人多行樓梯，你認為使用扶手電梯還是行樓梯較健康？ 

使用扶手電梯的能量消耗很低，可能不足一個卡路里，但如果行 20 級樓梯，能量消耗可能達到

5-6 個卡路里，是用電梯的五倍，假設天天都經過通道，每次選擇行樓梯，雖然每天只消耗多一

點點卡路里，長年累月會消耗很多卡路里，而每消耗 3500 個卡路里就減 1 磅脂肪，而大部分通

道最多只有兩層樓梯，不會引致肌肉勞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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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體育角度而言，使用扶手電梯與行樓梯的分別是甚麼？ 

能量消耗方面的分別最大，使用電梯只有基礎代謝率，最低的能量消耗，132 磅的人消耗 1 個

卡路里，但行樓梯消耗的能量是靜止的三至五倍；即使在扶手電梯上行走，但在輸送帶的幫助

下，步行的級數較少，消耗的能量較少；另外是概念問題，行人習慣使用扶手電梯，便鼓勵了

靜態生活方式，香港的城市設計鼓勵舒適生活，而正正因為這個原因，根據我最近做的一個研

究報告，香港人在亞洲區最健康的低區中排行末二。 

 

你認為怎樣能鼓勵行人多行樓梯？ 

要先讓行人知道行樓梯的好處。我曾經做過相關報告，在同時設有電梯和樓梯的通道上設置提

示牌，指出行樓梯的消耗量有 15 卡路里，而使用旁邊的扶手電梯只能消耗 1 個卡路里，可鼓勵

行人多行樓梯。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刺激控制‘‘stimulus control’’，要令人多聽、多看，即使這一

刻沒有改變，長年累月都潛移默化會作出改變。 

 

體育角度而言，如果行人只單單靠爭取機會行樓梯，對提升健康水平有多大作用？ 

少量運動比沒有運動好，即使是做 5-10 分鐘運動都會對提升健康水平有一定作用。若果連短短

運動量都沒有能量消耗就會是負數，體重上升會很快。做運動有個概念叫做劑量效應 “DOSE 

RESPONSE”，就是說少量運動比完全沒運動好，做運動越多越好。做多少運動並沒有一刀切的

建議，根據美國衛生署，運動建議是一系列的，第一級建議，盡量避面不活躍、第二級建議，

少量運動比完全沒運動好、第三級建議，最少每周 3 次 30 分鐘、第四級建議，為了明顯健康促

進，每周 5 次 30 分鐘、第五級建議，每日 30 分鐘。因此，行樓梯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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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Exemplar 

得分  
Mark 

簡評  
Comments 

示例 2  8   報告內容的結構清晰，分析結果的陳述有條不紊，反映學生掌握探究題目的研究方向和重點  

  探究焦點明確，能運用多元化的資料來源，利用質化和量化的資料，對探究題目進行探討  

  能夠綜合多方面的數據結果進行分析（如頁 16-19），指出扶手電梯的設置如何影響港人行樓梯

的習慣，並就探究結果提出相關的建議，觀點及理據見說服力  

  惟數據的展示與問卷的設計稍欠配合，例如第 6 章有關「行人會選擇步行樓梯的情況」，考生可

在問卷提供一些選擇以代替開放式問題，這更能清楚整合及闡述數據統計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