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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1999 年回歸後，對澳門特區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發展及福

祉非常重視。澳門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邀請香港城市大學進行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青年問題與服務發展藍圖研究》，該研究在 2005 年 1 月完成。 澳門特區政

府接納報告的建議，推行了「社區青少年工作隊」與「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

心」等服務。其後，社會工作局繼續邀請香港城市大學進行《跟進研究》。在

2014 年 12 月 完成，報告肯定了上述服務的方向正確，也建議怎樣加強服務的

內容。社會工作局在 2018 年，再邀請香港城市大學進行相關研究的跟進，這次

研究除了延續上兩次的研究項目外，還因應澳門特區回歸後的社會變遷，增加了

網絡、賭博及藥物成癮方面的項目。研究在 2019 年 9 月完成，為澳門特區政府

提供了充足的數據，有助制訂未來澳門特區青少年服務的發展策略。 

 

(二) 中學生的生活狀況 

研究訪問了 2,926 名中學生，問卷共設二十個量表，範圍涵蓋「心理狀態」、「家

庭」、「行為」、「朋輩」、「自我保護意識」、「網絡成癮」等各方面。以下

總結了被訪中學生的日常行為及對他們日常行為的分析。 

個人心理狀況 

澳門中學生的自尊感、自我效能、生活滿意、普通健康及情緒與心理健康均達到

可接受的一般水平。被訪者感到壓力的最主要來源都與「學業」有關，健康欠佳

次之。不過，綜觀整體青少年，他們遇到問題的情況並不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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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問卷除了瞭解被訪學生是否與家人同住、在外留宿情況等一般背景資料之外，亦

就「家長支援」、「父母管教模式」、「家庭衝突」及「親子溝通」進行了量度。

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支援達可接受程度。相比情感支援，父母較為重視對子女的技

術支援。他們的家庭衝突很少，但是親子溝通的時間也不多。較多家長採取較為

不利於青少年成長的放任式管教，較少採取較好的權威式管教方式  ; 亦有一些

家長採取較為不利的尚權式及疏忽式管教方式。數據顯示，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

相比只與父或母一方同住以及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在家庭溝通及管教模式

方面的表現較出色。 

朋輩 

朋輩關係對青少年來說是重要的一環，數據顯示青少年與朋輩的關係良好。而受

朋輩影響的多寡亦會對青少年的日常行為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一般來說是正面

的，不過朋輩也能帶來某些負面的影響。但總體而言，青少年受到朋輩的正面影

響多於負面影響。 

行為 

研究亦調查了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及違法行為。最常見的偏差行為是「飲酒」及「未

獲父母的准許，整晚外出不回家」。青少年的違法行為並不嚴重，當中少於半成

被訪青少年曾經「攜帶攻擊性武器」、「欺負或打小朋友」或「在家中偷錢」，

但只有不足 2%的人會間中、頗多或經常做出這些行為。 

青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 

澳門特區青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為可接受程度。超過八成的青少年在使用社交軟

件時懂得保護個人私隱；現實生活上，亦超過近八成半的青少年均懂得喝止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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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行為和接觸。但另一方面，超過兩成青少年表示會在網上留下個人私隱，亦

為數不少的青少年表示在被同學推撞、毆打，或在被同學「改花名」及嘲笑均不

會交由老師處理。這可能反映青少年與老師關係一般或者因老師不能無時無刻在

課室，故受欺凌的學生多不敢舉報。 

青少年網絡成癮的情況 

青少年對網絡的依賴亦值得關注，如青少年發現自己上網時間愈來愈長及被告知

花太多時間在網絡上。長時間使用網絡亦影響了青少年的睡眠作息，甚至人際關

係。 

濫用藥物 

青少年濫藥成癮情況不多，但需要注意他們對濫藥的態度，如超過一成青少年認

為間中濫藥是可以接受及濫藥是正當行為。 

青少年的及其親友的賭博問題 

青少年的賭博行為／習慣並不多，接近九成青少年沒有花費在賭博上，而參與賭

博的青少年賭博金額不算高。但青少年的親友賭博問題則較爲值得注意，接近三

成親友有賭博問題，其中父親的賭博問題最嚴重。 

青少年網絡成癮、濫用藥物、賭博及自我保護意識與各項目的關係 

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違法行為與賭博及濫用藥物關係強烈，而網絡成癮

則與青少年的心理及生理健康及家庭衝突有一定關係。另外，受朋輩負面影響與

濫用藥物、賭博及自我保護意識有一定關係。此外，父母的技術支援及對學校的

依附及投入越高，則青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越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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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工求助 

超過八成半被訪中學生在被訪前三個月內沒有向社工尋求幫助，顯示需要求助的

青少年並不多。而有向社工求助的青少年的狀況，普遍較沒有向社工求助的差。

他們的家庭關係、朋輩關係、偏差/違法行為及成癮問題上均較嚴重。這突顯了

社工幫助青少年解決問題的角色。 

居澳年期的比較 

居澳三年或以下的青少年狀況，普遍較居澳三年以上的良好。他們的心理及生理

健康均較佳，較少出現家庭衝突、偏差行為及網絡成癮。 

男女性各項目比較 

女性的狀況較男性的狀況良好。她們的朋輩關係較好，自我保護意識及對學校的

依附及投入較高，較少有不良行為及受朋輩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男性的自尊感、

自我效能及普通健康較好，家庭衝突及網絡成癮則較低。 

 

(三) 中學生家長的生活狀況 

本研究訪問了 2,773 名中學生家長，問卷範圍涵蓋「心理狀況」、「家庭」和「子

女問題」等方面。 

家長背景 

被訪家長的學歷偏低，主要是初中至高中程度，其配偶的學歷相若。婚姻狀況方

面，有多於一成被訪家長已與配偶分居、離婚或喪偶，代表澳門家庭中約有一成

是單親家庭。此外，居澳年期少於十年的家長佔約三分之一，顯示不少的被訪家

長來自新移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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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經濟方面，多於一半被訪家庭平均每月總收入高於$25,000，亦有一成半的家庭

月入$50,000 或以上。由此可見澳門社會的家庭收入不俗。但在被訪者中亦有不

少家庭反映有家庭收入不穩定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亦與家長的壓力感有明顯關

係，值得關注 。 

輪班工作 

被訪者父親需要輪班工作的約有三分之一，比母親少一成，反映父親的工作時間

較母親的工作時間穩定。 

個人心理狀況 

整體而言被訪家長的心理狀態屬良好，而壓力的來源主要與「工作」、「健康」

和「家庭收入不穩定」有關。整體上家長日常遇到的問題並不特別多，最常遇到

的問題是與配偶關係欠佳，健康欠佳次之。 

子女溝通 

大部份家長晚上都能留在家中陪伴子女。不過，雖然有不少家長表示自己頗多與

子女傾談，但持相同看法的子女明顯較少。研究亦發現家長越多與子女傾談，子

女遇到問題的情況就越少。雖然大多數家長都頗多與子女一起，他們大多只是與

子女一起吃飯和交代家事；相反，只有三成半會與子女分享感受或給予子女情緒

支持，這與上述子女覺得父母很少與自己傾談的結果吻合。 

子女問題 

近八成的家長最擔憂子女的社交、學業及上網三方面。家長的擔憂與子女實際遇

到的問題相近，顯示家長對子女所遇到的問題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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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工求助 

超過九成被訪家長在被訪前三個月內沒有向社工尋求幫助，只有約半成有向社工

尋求幫助。 

家長及其子女回應的比較 

家長與子女在家庭經濟方面及領取政府援助金方面的理解一致。家長與子女在親

子傾談時間、父母在外地留宿及管教模式上的看法不太一致。家長認為親子傾談

時間較多，子女明顯認為不足，而父親與子女的溝通尤為不足。而父母在外留宿

上，母親的看法則與子女不一致；父母與子女更是在四個管教模式看法均不一

致。研究顯示父母與子女間在日常溝通及管教的看法上差異頗大。 

理財教育 

研究反映被訪家長傾向同意親子理財教育，但是部分家長對親子理財教育的準備

並不足夠。部分家長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教導子女，亦沒有為子女進行儲蓄。 

兒童權利 

有超過六成的被訪家長表示沒有聽過《兒童權利公約》。家長在兒童權利上的看

法較為保守，大部分雖同意兒童應有各種基本權利如發表意見、發展興趣等等，

但涉及到兒童的資訊接收、個人打扮及交友等日常行為上仍有近半家長不同意兒

童有自主性。 

配偶關係及同住家人問題 

大部分被訪家長與配偶保持良好關係，但是仍然有部分家長和配偶有一些問題。

最常出現的問題是與配偶的感情問題，值得留意的是沉迷網絡及沉迷賭博的配偶

也不少，更有部分家長希望與配偶脫離關係。大部分的被訪家長同住的家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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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同住家人沉迷網絡的問題較多，超過一成半。因此沉迷網絡

已不光是青少年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家長成癮行為 

接近兩成的家長在過去三個月曾參與賭博活動，但是絕大部分家長沒有濫藥習

慣，也沒有酒精成癮的問題。但有飲酒習慣的家長的頻密程度頗高，超過一半有

飲酒習慣的家長亦有出現對酒精渴求的情況。而飲酒對家長的健康、工作及家人

關係有一定的影響。 

 

(四) 有相關輔導需要青少年的生活狀況 

此章收集了所有中學生、輔青的回應，找出「偏差行為」及「違法行為」是否與

下列各項目有關，並檢定其相關程度。這些項目包括：個人背景、行為、心理狀

態、家庭、朋輩、學校及對青少年服務之期望等。 

輔青與中學生不同狀況的比較 

六成輔青未滿 19 歲，學歷偏低，七成為初三或以下教育程度。而他們中大多數

為澳門本地出生。研究顯示輔青遇到的壓力較中學生多，但自我效能則較高。輔

青的家庭衝突較多，而獲得父母的感情支援及技術支援亦較少。輔青較多出現偏

差及違法行為、濫用藥物及賭博問題，而受朋輩負面影響較多，對學校的依附及

投入程度較低。 

偏差及違法行為與各項目的關係 

此部分綜合了輔青及中學生的回應，分析他們的偏差與違法行為。總括而言，青

少年的「偏差行為」與「違法行為」的關係最為強烈 。另外，青少年的偏差行

為與「受朋輩的負面影響」及「賭博問題」有頗密切的關連。偏差行為較多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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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亦有較高的濫用藥物接受程度，對學校的依附及投入較少，他們的家庭經濟

困難及家庭衝突較多，父母的感情及技術支援較少，父母傾向尚權式和疏忽式管

教，而較少權威式或放任式管教，而他們與父母傾談的時間也較少。 

青少年的「違法行為」所展現的各種關係，和「偏差行為」與各項目的關係相若。

一如上述偏差行為，青少年有越多違法行為，就越多賭博問題、越受朋輩的負面

影響及有較高的濫用藥物接受程度。另外，違法行為越多的青少年，他們的學歷

程度通常較低，同時他們的家庭衝突越多，及對學校的依附及投入較少。調查亦

發現違法行為與曾否被警察逮捕或曾否被定罪也呈正比的關係。數據顯示，父母

或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未對子女的行為構成重要的影響。 

 

(五) 2019 年與 2012 年、2002 年的比較 

個人心理狀況 

比較整體青少年樣本數據，2019年青少年比2002年的自我效能有增強，但是和

2012年沒有分別。另外，2019年比2012年及2002年青少年的自尊感在統計學

上有顯著的減少。在普通健康及情緒與心理健康(壓力)方面，2019年比2012年

有顯著的減少。比較中學生和輔青樣本數據，輔青的自我效能及自尊感比較中學

生為高，但普通健康較差，而且壓力也較大。 

家庭 

比較整體青少年樣本數據，2019年相比2012年及2002年，父母的感情支援和技

術支援、家庭衝突、權威式管教、疏忽式管教及放任式管教有顯著的增加，尚權

式管教有顯著的減少，反映家庭管教方面有兩極化的發展。比較輔青及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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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輔青父母的感情及技術支援較中學生為低，家庭衝突較多，權威式及

放任式管教較少，而尚權式及疏忽式管教較多。 

行為、朋輩及學校 

比較整體青少年樣本數據，在偏差行為及違法行為方面，2019年相比2012年有

顯著的減少，相比2002年有顯著的增加。「朋輩關係」於2019年相比2012年及

2002年有顯著的減少。另外，「受朋輩負面影響」方面，2019年相比2012年有

顯著的增加，但是和2002年相比沒有顯著的差別，反映現今青少年的朋輩關係

不及以往，及較容易受朋輩負面影響。2019年相比2012年的青少年，對學校的

依附及投入有顯著的減少，但是和2002年沒有顯著的差別。比較輔青及中學生，

整體而言，輔青的偏差及違法行為較中學生為多，對學校的依附及投入較低，朋

輩關係較差，而受朋輩負面影響比較中學生為大。  

 

(六) 建議 

青少年網絡工作及宣傳教育 

a.  網上外展 

建議網上的青年服務應朝手機應用程式方向設計和發展，彈性安排社工的網上當

值時間，以迎合青年的上網習慣。讓青少年參與制定網上服務平台的內容，令社

工與青少年建立互信關係。青少年網絡工作是未來的趨勢，青少年服務機構更應

加強網上外展工作的平台。 

b.  網絡成癮 

建議現時的網絡成癮防治服務計劃集中在兒童及青少年層面的網絡成癮防治工

作。加強對青少年網絡成癮問題及網上自我保護的宣傳教育及預防工作，透過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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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身體檢查、健康管理，提升隱蔽個案的求助動機。相關組織及機構進行定期

的交流會議，交流與共享資訊。長遠而言，可考慮開展兒青範疇機構與防治賭毒

範疇機構交流的跨領域的協作平台。 

預防偏差行為 

a. 個人效能 

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需適時介入，提升青少年整體的心理素質，強化青少

年處理負面情緒及抗逆能力。在學校及家長支援服務方面，可在校舉行及推動相

關的工作，協調師生關係。同時須為家長提供小組，協助家長了解子女的情緒情

況。另外，社區青年工作隊須提早識別高危的青少年。 

b. 朋輩影響 

建議社區青少年工作隊與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範疇內加強推動朋

輩正向關係及互動的專題活動、小組及相關個案輔導介入之工作。同時，青少年

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推動家長小組，透過小組教育家長與子女的溝通技巧，促進

家長與校方的聯繫，亦建議加強外展工作及到校工作。 

c. 濫藥 

除了社工局與現時濫藥防治機構的恆常工作外，建議社區青少年工作隊加強專門

針對濫藥的預防工作，主動接觸有相關問題的青少年及家長，針對青少年開展專

項服務計劃及相關介入。此外，建議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在社區及學校舉

行講座，教育青少年毒品的禍害。政府須繼續推動全澳不同領域的青年服務之間

的合作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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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賭博 

建議青少年服務機構開拓多元知識和興趣，可側面減低賭博活動的吸引力，舉辦

一系列的教育活動，讓他們能更理性看待及認識賭博。另一方面教育青少年如何

更有效地管理及運用金錢，培養青少年正確的理財觀念。 

e. 低自我保護意識 

建議加強社區青少年工作隊與青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聯繫，採取預防為主

的策略，開展針對性的教育工作，以及提供個案轉介服務及舉行跨機構的個案會

議，並可聯合舉辦活動，為青少年與家長提供正確價值觀及自我保護意識。可以

運用一些社交媒體及應用程式軟件，普及宣傳針對兒童及青少年性行為/援交及

自我保護意識等各種的教育資訊及支援工作，並加強外展工作。 

家長工作 

a. 家長支援 

青少年服務機構可組織家長支援小組，舉行定期的小組活動及講座等，培養家長

較為理想的管教方式，並強化家長和子女間的溝通技巧。同時，家長支援小組亦

可以讓家長之間互相分享及支持，關注家長的心理健康。亦建議加強對一些有特

殊需要的家庭(例如單親家庭)，設立「危機家庭支援計劃」提供跟進支援。在青

少年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範疇內運用互聯網、社交平台、應用程式等工具

或渠道，發展親子教育及親子互動的工作。 

b. 青少年理財教育 

可針對為兒童、青少年及其家長開展兒青的理財專題教育，以及親子理財小組，

亦可運用互聯網及應用程式等工具推廣親子理財的教育及諮詢工作。可參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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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錢家有道」服務計劃，聯同政府相關部門在學校及社區中心推動親子理財實

踐計劃。 

c. 兒童權利 

建議特區政府加強兒童權利的推廣，青少年及家庭服務機構可在不同社區推廣大

型兒童權利的信息項目，加強青少年及家長對兒童權利的觀念。此外，未來研究

可加入青少年對《兒童權利公約》關於兒童權利的認知情況。 

社區協作 

建議青少年及家庭服務機構可加強運用互聯網及社交平台與服務使用者聯繫。另

外，社工須主動尋找區內有需要服務的人士，未來的服務的發展方向必需因應青

少年的生活模式作出轉變，才能實踐青少年及家庭為本的在地化社會服務。此外，

在專業責任釐清的前提下，跨範疇服務共同建立社區關愛網絡、危機青少年及家

庭支援網絡、分區協作網絡等，有助完善對青少年及家庭的介入和支援。 

總結 

澳門特區的青少年服務應側重於預防性的介入工作，並以青少年支援網絡的形式

協助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由政府、家庭、學校、社福機構等攜手合作，發掘青

少年的潛能，強化和鞏固他們的個人能力，協助他們適應社會變遷，對抗潛在的

風險因素，最終能達致青年的自強和自我實現。特區政府可促進社會各界的合

作，把新興行業，納入青年生涯規劃的範疇中，讓他們裝備應有的知識和能力，

應對資訊社會的發展需要。同時，學校和青少年服務機構可設立更多興趣班和課

程，培養青少年多元知識，擴闊視野。另外，特區政府可投放更多資源支持青少

年投身新興行業，為青少年的未來開拓更廣闊的就業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