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家庭事務委員會 

學生脊骨健康調查 
 
一．調查結果  

一．在受訪的 274 名小學家長中，有三成六 (36.1%)表示最近三個月內其子女

出現頭痛 (16.8%)、頸痛 (13.9%)、腰痛 (8%)與脊骨相關的問題。  

 

   在受訪的 159 名中學家長中，有六成三 (63.5%)表示最近三個月內其子女  

出現腰痛 (29.6%)、頭痛 (26.4%)、頸痛 (17.6%)與脊骨相關的問題。  

 

二．如果發現子女脊骨有問題，小學家長最常會向家庭醫生求診 (38%)，而不

知道子女有脊骨問題 (20.4%)，之後依次為向脊醫求診 (19.7%)，骨科醫生

(9.1%)、物理治療師 (6.6%)、中醫 (5.5%)，以及其他 (0.7%)。  

 

至於中學家長發現子女脊骨有問題，向家庭醫生求診 (25.8%)的最多，其

次是找脊醫 (18.9%)、骨科醫生 (17.6%)、物理治療師 (17%)、不知道 (10.7%)、

中醫 (8.8%)，以及其他 (1.3%)。  

 

三．小學及中學家長都表示子女最經常在餐桌和餐椅上做功課或溫習，分別  

  為 (58.8%)及 (44%)，其次是在適合孩子高度的書桌及座椅 (21.2%)及 (27%)、 

  茶几 (16.1%)及 (12.6%)、床上 (11.7%)及 (11.3%)、有護脊裝置的桌椅 (5.5%) 

  及 (10.7%)、地上 (2.6%)及 (6.9%)、以及其他 (1.1%)及 (5%)。  

 

四．最多小學家長稱子女做功課或溫習時，會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 (29.2%) 

才休息，每一小時或以上 (24.5%)、每半小時以下 (20.4%)、不休息 (13.5%)、 

不知道 (12.4%)。  

 

 

 

至於中學家長稱子女每一小時或以上 (34.6%)才休息、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  

時 (30.2%)、每半小時以下 (13.8%)、不知道 (13.2%)，以及不作休息 (8.2%)。 

 

五．小 學 生 出現寒背 (32.5%)的 最多， 家長不知 道子 女有 無出現脊 骨問 題



 

 

(27.7%)、其他徵狀 (17.5%)、高低膊 (11.7%)、脊骨側彎 (10.6%)。  

 

 同樣，中學生出現寒背 (44%)也是最多，家長不知道有無出現徵狀

(25.8%)、脊骨側彎 (23.9%)、高低膊 (14.5%)、其他徵狀 (6.9%)。  

 

六．小學及中學家長都指出子女的書包都過重，分別是 (54.4%)及 (39.6%)，  

不清楚的 (25.2%)及 (37.7%)，沒有過重的 (20.4%)及 (22.6%)。  

 

七．小學家長表示子女在使用智能電子產品不會伸展 (25.5%)身體部份、每一小  

時或以上 (23%)休息、不知道 (20.4%)、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 (18.2%)，以  

及每半小時以下 (12.8%)。  

 

有中學家長則表示子女在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每一小時或以上 (37.1%)會作

伸展、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 (20.8%)，不知道 (19.5%)、不作伸展 (15.1%)、

每半小時以下 (7.5%)。  

 

八．逾兩成 (20.8%)小學家長及近三成 (28.9%)中學家長的子女反映學校的枱椅  

問題，主要是枱的面積太細 (52.6%)及 (78.3%)、其次是枱椅太高或太矮  

(49.1%)及 (65.2%)，其他 (7%)及 (6.5%)。  

 

九．逾六成 (61.7%)小學家長認為減輕書包重量 (61.7%)最能有效改善子女脊骨  

的問題，其次是政府提供學童脊骨檢查 (54.7%)、學校推行護脊運動及舉  

行相關講座 (31.8%)、學校提供適合孩子高度的桌椅 (31.4%)，以及其他  

(0.4%)。  

 

逾三成 (30.9%)中學家長則認為政府提供學童脊骨檢查 (30.9%)最能有效改  

善子女脊骨的問題，其次是學校提供適合孩子高度的桌椅 (23.4%)，減輕  

書包重量 (22.6%)，學校推行護脊運動及舉行相關講座 (21.5%)，以及其他  

(1.5%)。  

 

 

二．調查分析  

一．不少中小學生家長發現子女身體出現痛症，反映學生可能使用智能產品  

日常姿勢不正確、缺乏運動等因素有關，其中值得留意的是中學生的腰

痛 (29.6%)百分比較小學生的腰痛 (8%)多近四倍，有可能是中學生較長時

間使用智能產品引致。  



 

 

 

二．逾兩成小學家長及一成中學家長分別表示一旦子女脊骨有問題，不知道  

如何求診，顯示家長對兒童脊骨健康的認識不足，情況值得關注。另外， 

近五分一中小學家長表示發現子女脊骨有問題會向脊醫求診，反映現時脊  

醫的普及和認受性較以往提高了。  

 

三．中小學生最經常在餐桌和餐椅上做功課或溫習，可以理解香港家居狹小， 

並非每個家庭都有書桌椅，但不同的餐桌椅的高度不一，與學生的身高

可能有差距，因此可能出現「吊腳」、桌椅太高或太矮的情況，因而影響

脊骨健康，學生更需要注意保持正確的姿勢。  

 

四．不少中小學家長表示子女做功課或溫習期間，休息時間每隔一小時或以  

上才作休息，也有不作小休的，情況令人擔憂。最值得關注的是有五分

一的中小學生家長都不知道子女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有否休息，反映不少

家長忽略子女日常學習和生活的姿勢對脊骨的影響。  

 

調查亦發現，兩成半的小學生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時不會伸展，顯示小學

生的自律能力較低，長時間低頭玩手機會影響脊骨健康和發展。事實上，

兒童的成長階段需要建立良好的骨骼，如果家長沒有加以留意子女的脊

骨健康，問題便會日趨嚴重，因此家長應及早關注他們的脊骨健康。  

 

五．調查顯示，中小學生家長都表示子女的書包過重，有可能是導致學生寒  

背 1、高低膊或脊骨側彎 2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超過兩成中小學家長表示子女反映學校枱面面積太細，其次是枱椅太高或  

太矮等問題。事實上，現時中小學的枱椅高度和大小都是固定的，但學生  

的高矮不一，而枱椅卻固定劃一，對一些學生會帶來不便，例如較高的學  

生，寫字時便要弓起身體，長期的不良姿勢負荷有可能影響到骨骼發展，  

學校需要正視及處理有關問題。  

 

七．大部分受訪家長認為減輕書包重量和提供學童脊骨檢查最能有效改善子  

女脊骨問題，根據教育局指引，適當的書包重量應約為人體重量的十分

一，但本港大多數學生書包過重，當書包重量超過本身體重的 10%，便會

增加學童身體向前傾的彎度，容易形成寒背等脊骨問題。  

 
1 醫學上寒背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個多元素構成的症狀。 
2 脊醫常見的脊骨側彎，主要是原發性脊骨側彎，意思是病因仍然未明。常見病例在 9-18 歲，而女生的發

病率比男生高出 1.5 至 7.2 倍。 



 

 

另一方面，衞生署現時為中小學生提供每年一次的學生健康服務，其中包

括脊柱評估，但此項評估只為小五、中一及中三的學生提供檢查 (其他級

別按情況需要 )。事實上，脊骨的保健對兒童成長非常重要，學童如果能

每年做一次詳細的脊骨檢查，對他們的骨骼健康和成長都有很大幫助。  

     

三．建議  

政府和學校方面：  

一．  增撥資源，讓學校更換較大面積的書桌，並按學生需要額外購置可調校  
升降的桌椅，以適合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保護學生脊骨健康。  

 
二．  優化現時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讓不論任何級別，中小學生都可獲

每年一次的脊骨評估及檢查服務。  
 
三．  資助學校購買「共用課本」供學生課堂上使用，而出版商應出版精簡和  

 實用的課本，以減輕學生攜帶課本的數量。  
 
四．  學校編制上課時間表時應有更多相連堂，減輕學生攜帶課本的數量 (有家  

長認為相連堂可減輕所帶課本及當日功課數量，例如 8 堂有 8 樣功課 )。  

 
五．  增撥資源，讓學校增設儲物櫃供學生存放毋須帶回家的書本。  
 
六．  在學校及社區應加強宣傳教育，讓學生及家長了解護脊的知識，提升他

們對脊骨保健的意識。  
 
家長和學生方面：  
七．  家長應及早關注子女的脊骨健康，宜提醒他們多加留意日常生活，經常  

保持良好姿勢，避免伏在書桌、頭向前傾看電腦、低頭玩手機等姿勢， 

影響脊骨發展和健康。特別是年幼學童自律性較低，父母必須多留意子  

女使用智能電子產品的時間，使用時間不宜過長，需要最少每隔 30 分  

鐘伸展身體部位 (見附件拉伸運動 )，減少引起寒背和脊骨側彎等風險。  

 
八．家長可為學童選用背囊式書包，並教導他們使用背書包的正確方法  

(見附件 )。  
 
九．家長應督促子女執拾書包，並教育子女不要攜帶多餘的物品回校。  
 
十．學生應有充足的陽光照曬，促進維他命 D 的形成，強化兒童的骨骼。  



 

 

學生脊骨健康問卷調查 
 
受訪對象：小學家長 
 
1. 你的孩子現時就讀？ 
1. 小學(274 人)    2. 中學      3. 否 (問卷完畢)  
 
2. 你的孩子在最近三個月內有沒有以下與脊骨相關的問題？(可選擇多項) 
1. 沒有(63.9%)    2. 頭痛(16.8%)   3. 頸痛(13.9%)    4. 腰痛(8%)   5. 其他  
 
3. 如果你發現孩子脊骨有問題，你會向下列哪位醫護人員求診？ 
1. 家庭醫生(38%)   2. 脊醫(19.7%)   3. 骨科醫生(9.1%)    4. 中醫(5.5%)  
5.  物理治療師(6.6%)   6. 不知道(20.4%)   7. 其他(0.7%)   
 
4. 你的孩子最經常在什麼地方做功課或溫習？(可選擇多項) 
1. 餐桌和餐椅(58.8%)    2. 茶几(16.1%)    3. 地上(2.6%)    4. 床上(11.7%) 
5. 適合孩子高度的書桌及座椅(21.2%)     6. 有護脊裝置的桌椅(5.5%)    
7. 其他(1.1%) 
 
5. 你的孩子做功課或溫習時，最經常連續坐多久才稍作小休(如離開座位、伸展、上廁所 

或飲水等)？ 
1. 每半小時以下(20.4%)     2. 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29.2%) 
3. 每一小時或以上(24.5%)   4. 不作小休(13.5%)   5. 不知道(12.4%) 
 
6. 你的孩子有沒有出現以下的徵狀？(可選擇多項) 
1. 寒背(32.5%)    2. 脊骨側彎(10.6%)    3. 高低膊(11.7%)    4. 其他(17.5%)  
5. 不知道(27.7%) 
 
7. 你的孩子書包是否過重(超過體重 10%)？ 
1. 是(54.4%)     2. 否(20.4%)     3. 不清楚(25.2%) 
 
8. 你的孩子在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期間，會隔多少時間伸展一下身體部份，例如腰、頸膊 

等？ 
1. 每半小時以下(12.8%)     2. 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18.2%) 
3. 每一小時或以上(23%)     4. 不作伸展(25.5%)     5. 不知道(20.4%) 
 



 

 

9. 你的孩子曾否向你反映學校的枱椅問題？ 
1. 有(請回答第 10 題)(20.8%)     2. 沒有(請回答第 11 題)(79.2%) 
 
10. 你的孩子曾向你反映學校的枱椅問題是？(可選擇多項) (受訪人數：57) 
1. 枱椅太高或太矮(49.1%)     2. 枱的面積太細(52.6%)      3. 其他(7%)  
 
11. 你認為以下哪項能最有效幫助孩子改善脊骨的問題？(可選擇多項) 
1. 減輕書包重量(61.7%)     2. 學校提供適合孩子高度的桌椅(31.4%) 
3. 政府提供學童脊骨檢查(54.7%)    4. 學校推行護脊運動及舉行相關講(31.8%)    
5. 其他(0.4%) 
 
 
 
 
 
 
 
 
 
 
 
 
 
 
 
 
 
 
 
 
 
 
 
 
 

 



 

 

 
受訪對象：中學家長 
 
1. 你的孩子現時就讀？ 
1. 小學    2. 中學(159 人)      3. 否 (問卷完畢)  
 
2. 你的孩子在最近三個月內有沒有以下與脊骨相關的問題？(可選擇多項) 
1. 沒有(36.5%)    2. 頭痛(26.4%)   3. 頸痛(17.6%)    4. 腰痛(29.6%)   5. 其他(0.6%)  
 
3. 如果你發現孩子脊骨有問題，你會向下列哪位醫護人員求診？ 
1. 家庭醫生(25.8%)   2. 脊醫(18.9%)    3. 骨科醫生(17.6%)   4. 中醫(8.8%)  
5.  物理治療師(17%)  6. 不知道(10.7%)   7. 其他(1.3%)   

 

4. 你的孩子最經常在什麼地方做功課或溫習？(可選擇多項) 
1. 餐桌和餐椅(44%)   2. 茶几(12.6%)    3. 地上(6.9%)     4. 床上(11.3%) 
5. 適合孩子高度的書桌及座椅(27%)     6. 有護脊裝置的桌椅(10.7%)    
7. 其他(5%) 

 

5. 你的孩子做功課或溫習時，最經常連續坐多久才稍作小休(如離開座位、伸 
展、上廁所或飲水等)？ 

1. 每半小時以下(13.8%)     2. 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30.2%) 
3. 每一小時或以上(34.6%)   4. 不作小休(8.2%)     5. 不知道(13.2%) 

 

6. 你的孩子有沒有出現以下的徵狀？(可選擇多項) 
1. 寒背(44%)    2. 脊骨側彎(23.9%)    3. 高低膊(14.5%)    4. 其他(6.9%) 
5. 不知道(25.8%) 
 
7. 你的孩子書包是否過重(超過體重 10%)？ 
1. 是(39.6%)     2. 否(22.6%)     3. 不清楚(37.7%) 
 
8. 你的孩子在使用智能電子產品期間，會隔多少時間伸展一下身體部份，例如腰、頸 

等？ 
1. 每半小時以下(7.5%)       2. 每半小時至少於一小時(20.8%) 
3. 每一小時或以上(37.1%)    4. 不作伸展(15.1%)      5. 不知道(19.5%) 



 

 

 
9. 你的孩子曾否向你反映學校的枱椅問題？ 
1. 有(請回答第 10 題)(28.9%)     2. 沒有(請回答第 11 題)(71.1%) 
 
10. 你的孩子曾向你反映學校的枱椅問題是？(可選擇多項) (受訪人數：46) 
1. 枱椅太高或太矮(65.2%)     2. 枱的面積太細(78.3%)      3. 其他(6.5%)  
 
11. 你認為以下哪項能最有效幫助孩子改善脊骨的問題？(可選擇多項) 
1. 減輕書包重量(22.6%)     2. 學校提供適合孩子高度的桌椅(23.4%) 
3. 政府提供學童脊骨檢查(30.9%)    4. 學校推行護脊運動及舉行相關講座(21.5%)   
5. 其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