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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下午放學時段，在某中學門口看到有學生匆忙離開，細心一看原來跑到離學校相隔

約百米的手搖飲品店，迅速套上圍裙後便開始工作，這類手搖飲品店在澳門十分流行，

基本上是五步一樓式滲透大街小巷，也觀察到很多時候沖製飲品的員工制服隱約透出校

徽，由此可見澳門中學生放學後兼職並不罕見。老師們亦表示學生放學後不像從前願意

留在學校與老師及同學們聊天，而是立即離開，有些可能是去參加補習及課外活動，另

一些則顯然是去從事兼職工作。 

 

早前有機會參觀本澳一間中學，觀察到一些學生於課堂上睡覺，老師走到學生身旁

輕敲桌面稍示提醒，但不消一會，學生再次伏回枱面上睡覺。他們看上去都不像生病，

而是一副非常疲憊的樣子，及後向老師理解學生沒有精神上課的原因，老師均表示那些

學生課餘都有從事兼職工作，有些甚至工作至凌晨時份。 

 

驟眼看似兼職影響學生的學業和作息，不禁發問在今天相對富裕的澳門社會，學生

兼職的原因及動機為何？學生是否透過兼職去賺取金錢作為零用錢抑或用作幫補家

計？兼職對學業及自身發展的影響是正面抑或是負面？上述觀察反映出的是個別問題

抑或社會概況？這些問題促使進行本次關於「澳門高中生兼職情況」調查研究，以科學

數據作出回應及探討，繼而進一步為服務發展制定策略，協助青少年及早預備生涯規

劃，了解兼職的各種好處與壞處，讓青少年就業得到支援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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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澳門近年經濟急速發展，勞動力市場普遍存在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失業率持

續維持低水平，兼職成為補充勞動力的其中一個重要來源，中學生兼職的情況亦日趨普

及，有見及此，有需要深入了解澳門中學生兼職的現況、從事兼職的原因及其所帶來的

影響。 

 

兼職除了受經濟環境因素影響外，本研究主要集中探討高中生兼職所帶來的個人層

面社會心理影響。本研究期望透過分析兼職對高中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兼職時數對高

中生的影響及兼職的動機與青少年個人成長的關係，以掌握澳門高中生兼職的模式，作

為制定相應的服務發展策略之依據。 

 

本研究採用量性研究方法，以便利抽樣的方式抽取 11 間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

以中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的澳門中學，再由每間學校自行分配約 70 名高中學生填寫問

卷，共收回 749 份有效問卷調查。問卷設計主要量度以下四點：1. 學習表現及規劃；

2. 時間運用；3. 自尊感；4. 偏差行為，並透過頻率分析及交叉分析等呈現兼職的各種

影響及與各變項間的關係。 

 

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澳門高中生的兼職工作較多為兼顧性質，甚或具輔助性，為學

生帶來一些理想的非學術性效果，例如結果顯示兼職學生普遍自尊感較高及較熱衷參與

課外活動等。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或零用錢均為受訪者從事兼職工作的主要原因。兼職很

多時候都是青年人踏進社會的嘗試，而不一定成為未來事業的起點。研究結果亦顯示男

女及年齡(18 歲以下及 18 歲或以上)在數項兼職項目上具差異性，而工時較長(每週 21

小時或以上)及每天都要兼職的學生在學習表現上呈現較多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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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期望藉著數據分析的結果，及早制定配合高中生生涯規劃發展的計劃及服

務，不一面倒反對高中生從事兼職，而是反思如何讓學生學習更有效的時間管理和金錢

管理，同時亦讓學生更積極裝備自己，為未來的人生作充分的準備。 

 

關鍵詞: 兼職，高中生，兼職原因，兼職影響，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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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高中學生兼職一直是世界各地所關注的研究議題，討論皆集中於探究兼職對學

生在不同層面上的影響。澳洲和英美等英語國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開展一系列有

關高中學生兼職的研究 (Down et al., 2014; Robinson, 1999; Vickers, 2011; Weiland, 

2010)，其中的主要發現在於兼職本身未必為高中學生帶來負面影響。 

 

隨著近年澳門經濟發展一日千里，失業率維持在低水平，人力資源持續短缺；

中小企業面對外資博彩公司高薪挖角，情況尤其嚴峻。故此，兼職的勞動力確實有

助暫緩人力資源緊絀的現況，特別是服務性行業等非技術性工作，在市場機制的供

求法則下，有學生投入當中的兼職市場是有其合理性。 

 

參考社會工作專業的相關文獻，青年人從事兼職還可能基於一籃子社會心理因

素所導致。青年人處於由童年到成年間的過渡性時期，有其建立自我身份認同 

(self-identity formation) 的需要 (Erikson, 1959)。他們都對成人世界充滿好奇心，或

會期望透過提早投身勞動市場去體驗社會，並可能透過兼職來展現自己成熟和經濟

獨立的形象。澳門作為典型的現代城市，十多歲的青少年，他們的社會角色 (social 

role) 大都是中學生，學業本應是他們的首要成長任務。中學生的學習有比較明確的

上課時數和學習量規範，相對大學生而言，他們上課的安排較有規律、學習自主性

較低。如果中學生選擇工作，兼職則在當下社會文化和現實操作中較為可行。 

 

以上的討論是本研究團隊參考相關專業知識，以及依據具體觀察和工作經驗，

綜合整理出對澳門中學生兼職因素的理解。本研究會基於此思路深入剖析高中生兼

職的具體原因及對他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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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了解澳門高中生兼職現況； 

二. 了解澳門高中生兼職工作的動機和原因； 

三. 分析兼職工作對澳門高中生的影響。 

 

 

 

3.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高中生在學期間，課餘兼職所帶來的影響。研究團隊假設高中學生

從事暑期工，以短期全職或兼職的形式工作渡過暑假對他們的影響相對較少，由於

暑假不用上課，學生不用分身兼顧學業和工作，所以是次研究對兼職的討論不包括

暑期工。本研究亦假設高中學生當中，未成年一群 (18 歲以下) 和已成年一群 (18

歲或以上) 的兼職情況和模式不同，因澳門勞工法規定僱主聘請未成年人工作需符

合未成年工作合同的細則 (請參閱《勞動關係法》第三章第三節第 26-3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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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獻回顧—青少年人兼職所帶來的社會心理影響 

在傳統定義上，兼職一般被視為非正規工作 (non-standard work)，比全職工作時

數少，兼職主要為低收入、勞動性的工作，相對全職收入比較不穩定，兼職對社會

的貢獻亦經常被忽略。但隨著社會對工作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的重視，尤其

是西方社會，兼職被視為可能是彈性工作的一條出路，亦愈趨成為重要的勞動市場

組成部份。(Grant et al., 2006) 學生兼職一般是指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從事有薪酬的工

作，並需同時兼顧學業和工作。然而，在澳門現有的法例中，兼職並沒有明確的定

義，任何人只要從事在《勞動關係法》範圍內適用的工作，均受相關法例保障。而

《勞動關係法》內載有對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的勞動合同約束條款，及禁止與限制

未成年人提供的工作清單。 

 

Steinberg 和 Greenberger (1980) 將有關中學生兼職工作的研究議題歸納，總結

出三個範圍的內容：A. 青少年兼職工作對個人層面的影響；B. 青少年兼職工作在

整個社會結構的位置；及 C. 青少年兼職工作在當地文化層面的重要性。本研究主要

集中在第一部份，即高中生兼職工作對自身的影響，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後，選取了

社會上青年議題中最為關注的部份作討論，劃分出 4 個研究的大方向，包括高中生

的學習表現及規劃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nd plan)、時間運用 (time use)、自尊感 

(self-esteem) 及青少年偏差行為 (delinquent behavior)。 

 

一. 學習表現及規劃 

 

Marsh (1991) 總結以往文獻經驗得出兩個有關兼職工作對學業影響的研究模

式：零和模式 (zero-sum model) 和發展模式 (developmental model)。零和模式認為

兼職工作對學習表現只會有負面影響，在一些傳統評核學習成果 (如分數等) 的負面



9 

 

影響更見顯注。其原因在於當時間用於兼職上時，學習的時間就會相應減少，對學

校生活投入的時間亦會減少。相反地，發展模式指出兼職工作能為學生帶來知識、

實用技能及加強責任感等。發展模式認為兼職能產生一些理想的非學術性效果，而

對學業只有輕微或沒有影響，甚至對學習可能有一些間接的好處，例如在兼職上加

強的責任感能使其在學習上有更認真的表現。 

 

二. 時間運用 

 

Marsh (1991) 的研究發現兩種模式都同時並存，在學期間兼職工作與輟學情況

有關，工作時數會影響出席表現等；但同時，他們亦發現如兼職學生有為入讀大學

儲蓄，他們會用更多時間做作業。Steinberg 和 Dornbusch (1991) 發現在學期間兼職

工作時數愈長，學習表現就會愈差。Markel 和 Frone (1998) 研究發現兼職工作情

況，包括工作量、工作時數及工作滿意程度對工作學習衝突 (work-school conflict) 有

正向影響，工作學習衝突對學習準備 (school readiness) 有負面影響，學習準備則對

學習表現有正向影響。從上述可見，兼職可能對學習有負面影響，亦可能有一些正

面的影響，同時各種兼職的情況不同 (如兼職時數等) 也會對學習表現產生不同的影

響。本研究期望能發現兼職對學習表現的各種影響，不論正面或負面，並與以往文

獻的結果作比較。 

 

零和模式也可在其他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體現，Bachman 和 Schulenberg (1993) 

指出其中一個批評中學生兼職的原因是兼職時間愈長，愈會削弱青少年應要進行的

活動，特別是一些與健康及社交有關的項目。他們對中學生的睡眠時間是否足夠 (7

小時或以上)、進食早餐、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進行調查，發現睡眠時數與兼職時數

有關：學生投入工作的時間愈多，睡眠時間則愈少。兼職工作亦會影響其進食早餐

及做運動，同時他們發現每週工作 10 小時或以下的高中生，其表現與沒有兼職的並

無明顯分別。本研究針對探索兼職工作與這 4 個健康和社交方面變項的關係，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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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與上述文獻所得的結果有否不同。 

 

三. 自尊感 

 

測量健康應包括精神方面的情況，Steinberg 和 Dornbusch (1991) 的研究包括了

兼職工作對青少年心理社會發展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的影響，其中一項為自

尊感，他們發現兼職工作並無特別增加青少年的自尊感。Bachman 和 Schulenberg 

(1993) 發現工作時間長的青少年的自尊感會稍微比工作時間短的青少年低，但如果

增加控制變項，兩者的差異並不明顯。根據 Erikson (1959) 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理

論，青少年時期正是一個自我認同和角色混淆的時期，此時與個人成長有關的自尊

感便顯得極為重要，因此自尊感是本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變項。 

 

四. 青少年偏差行為 

 

過往研究對於兼職與偏差行為的關係一般持有正反兩種觀點。Steinberg 和 

Greenberger (1980) 總結出兼職對偏差行為有正面的關係，分別是兼職工作佔據了青

少年的時間，所以減少可能作出偏差行為的時間。工作能令原來沮喪的青少年人融

入成人世界，從而提高自尊感，並認同自己為社會的一份子；工作亦可提供青少年

收入以滿足其物質需要，免於其以違法手段獲取金錢。另一方面，研究員亦有提出

負面影響，其中包括工作提供了新的環境讓人盜竊及破壞等；工作提供金錢進行違

法的活動，如濫藥、酗酒等；工作的環境令青少年對物質商品產生渴望，但由於財

政能力遠遠不足，便容易產生盜竊的想法；工作使青少年更容易接觸社會，如在工

作上接觸到經常違法的成年人，便很容易給予青少年「違法是可以接受」等錯誤的

觀念。 

 

Steinberg 和 Dornbusch (1991) 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在學期間工作時數愈長，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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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濫藥、酗酒及其他偏差行為。Bachman 和 Schulenberg (1993) 發現工作時數與

濫藥問題有關，工時愈長，愈大機會有濫藥問題。同時，工時愈長，偏差問題亦愈

多。一直以來社會都十分關注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一個有系統的針對中學生兼職的

研究可有助了解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問題。有見及此，澳門明愛開展《澳門高中生兼

職情況調查研究》，藉以反映澳門高中生的兼職情況、兼職對高中生帶來的影響，以

及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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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框架 

 5.1 兼職：正面與負面影響 

 

透過比較有兼職者與沒有兼職者於投入課外活動時數、上學出勤情況及留級次

數的表現，本研究將分析有兼職者在學習表現及規劃的各項優勢及負面影響。另外，

本研究亦會分析有兼職者在時間運用上的各項健康生活及社交表現，如做運動及與

朋友聚會次數會否因兼職關係而受到正面或負面影響。自尊感亦是本研究比較有兼

職者與沒有兼職者的重要指標，看看自尊感有否因兼職而得以提升或下降。最後，

藉比較有兼職者與沒有兼職者各項偏差行為上的差異，包括吸煙、喝酒、賭博、與

黑社會朋友來往、濫藥及發生性行為，分析兼職會否為青少年帶來不良影響。 

 

 5.2 兼職時數對兼職者的影響 

 

本研究亦會從兼職時數、兼職時間(在週一至週五工作或周末工作)及兼職工作結

束時間分析兼職所帶來的影響，探索兼職時數長的學生是否會在學業表現及偏差行

為上較容易產生不良影響。 

 

 5.3 兼職的動機 

 

本研究將分析高中學生從事兼職的各種主要原因，同時，亦會探索兼職與青少

年個人成長的關係，學生能否同時兼顧學業與工作？兼職能否成為未來事業的起

點？透過分析有兼職學生對兼職成為未來事業起點的正面影響，研究青年人若視兼

職作為事業起步階段的試驗場所，則兼職會否對未來事業發展有相輔相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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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方法 

 6.1 抽樣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二零一四學年全澳正規教育的高中學生 (高中一至高中三

年級)。由於問卷只有中文版本，所以是次調查對象選取以中文作為母語者。依照 2014

年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網頁公佈的學校資料以校部為單位檢索澳門所有中學，以中文

為主要授課語言的中學校部共 38 間，然後以便利抽樣的方式抽取 11 間中學，再由

每間中學自行決定抽取兩班學生約 70 人作為調查樣本，填寫問卷。經收集後所得問

卷共 771 份，經篩查未完成問卷及廢卷後，共得到有效問卷 749 份。 

 

 6.2 測量工具 

 

本研究的問卷內容主要圍繞四個方面：學習表現及計劃、時間運用、自尊感及

偏差行為。問卷的設計參照多個量表，為了本研究而特別作出相應的調整，嘗試透

過問卷調查，測量高中生兼職會否在這些方面做成影響，以及背景資料與兼職間的

相互關係。 

 

一. 學習表現及計劃 

在量度學習表現上，問卷的問題包括上一個學期總平均分合格與否、總平均

分數、每週參與課外活動的時間、過去一年上學遲到的次數、過去一年曠課／逃

學的次數、過去五年的留級經驗以及每天做功課的時數。 

 

另外，本研究加入學業傾向量表 (academic orientation scale)，共計有六項陳

述，對各項陳述表達同意的程度，在十分同意 (1) 到十分不同意 (4) 之間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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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反向題則記分方法相反，量表分數愈高則表示愈高學業傾向  (Crosnoe, 

2001)。本研究內學業傾向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為 .702，信度可以接受。 

 

在學習計劃方面，本研究向受訪者提出兩條問題，包括是否認為自己會中學

畢業及是否認為自己會升讀大學，以量度學生對學習的信心及未來的學習展望。 

 

二. 時間運用 

本研究參考Bachman & Schulenberg (1993) 的研究而設立四個變項來了解受

訪者的時間運用，其中三個是有關健康方面的活動，包括睡眠時間有否七小時或

以上、有否進食早餐及做運動，第四個則是有關受訪者在社交方面的活動，本研

究以與朋友聚會之頻繁作量度基準。以上變項均採用李克特四點 (4-point Likert 

Scale) 進行量度，回答過去三個月內的情況：每天都有、經常、有時或從不做以

上活動。 

 

三. 自尊感 

本研究運用 Rosenberg 自尊感量表，並以澳門大學教育學院梁成安、王培梅 

(2007) 的中文翻譯版本作為量度自尊的工具。量表共十題，使用李克特四點

(4-point Likert Scale) 進行。量表分別有五題正向及五題負向，最後總分以愈高

分表示自尊感愈高。本研究中此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為 .835，信度甚高。 

 

四. 偏差行為 

本研究有關偏差行為的量度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關於現時社會十分關注

的青少年問題，包括吸煙、喝酒、未經醫生指示服用受管制藥物或毒品 (如濫

藥)、賭博、發生性行為及與黑社會朋友來往。這部份採用李克特四點 (4-point 

Likert Scale) 進行量度，回答過去三個月內的情況：每天都有、經常、有時或從

不做以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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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參考盧鐵榮、鄭漢光 (2005) 有關青少年違法行為量表，共九條題

目，採用李克特四點 (4-point Likert Scale) 進行量度，回答過去一年有所述行為

的次數，選項有 5 次或以上、3-4 次、1-2 次及從不。 

 

本研究對兼職的工作特徵亦設有相關問題，以了解與描述目前情況及作交叉

分析，問卷調查受訪者現時兼職工作的數量、兼職工作的行業、工作類型、曾從

事兼職的數量、累計的工作年期、現時工作時薪、每周工作時數、工時的範圍、

工作結束的時間及兼職的原因。問卷亦設有調查受訪者對自身的兼職工作之看

法，包括對工作的滿意程度、比較工作與學業的重要性，以及現時的工作能否成

為未來事業發展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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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據分析 

 7.1 受訪者背景資料 

 

在 749 名有效的受訪者中，男性及女性人數相若，分別佔 49.4%及 50.6%。(見

表 1) 

 

表 1 受訪者性別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370 49.6 

女 379 50.4 

 

受訪者年齡介乎 15 至 24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17.74 歲(SD=1.41)，大部份受訪

者就讀於高二年級(65.5%)。(見表 2) 

 

表 2 受訪者就讀年級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高一 104  13.9 

高二 489  65.5 

高三 154  20.6 

沒作答 2   

 

在家庭經濟情況方面，接近七成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屬「一般／小

康」(69.6%)，其次為「勉強可以」(21.8%)，只有少數人表示「貧困」(5.0%)、「富裕」

(3.2%) 及「非常富裕」(0.4%)。(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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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家庭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人數 百分比(%) 

貧困 37  5.0  

勉強可以 163  21.8  

一般／小康 519  69.6  

富裕 24  3.2  

非常富裕 3  0.4  

未填答 3    

 

父親及母親最高教育程度皆以中學為最多，分別為 48.9%及 55.8%，另有受訪者

表示不知道父及母親的教育程度(分別為 15.0%及 10.6%)。(見表 4 及 5) 

 

表 4 父親教育程度 

父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無正式教育 14  1.9  

小學 186  24.9  

中學 366  48.9  

大專 23  3.1  

大學或以上 47  6.3  

不知道 112  15.0  

缺失資料 1    

 

表 5 母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無正式教育 10  1.3  

小學 174  23.3  

中學 417  55.8  

大專 29  3.9  

大學或以上 38  5.1  

不知道 79  10.6  

缺失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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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兼職工作情況 

 

在受訪的高中生中，超過三成學生有或曾有兼職工作，當中大部份目前擁有 1

份兼職工作(77.5%)，也有少量學生同時擁有兩份兼職工作(8.7%)。(見表 6 及 7) 

 

表 6 有沒有兼職工作? 

有沒有兼職 人數 百分比(%) 

有  245  33.0  

沒有 497  67.0  

缺失資料 7    

 

表 7 現時兼職工作份數 

工作份數 人數 百分比(%) 

0 32  13.9  

1 179  77.5  

2 20  8.7  

缺失資料 14    

 

最多兼職學生從事的行業首三位分別為飲食(33.9%)、社會服務(24.9%) 及批發

零售 (11.2%)。(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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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兼職工作行業 

兼職工作行業(可複選) 人數 百分比(%) 

批發零售 26  11.2  

進出口貿易 1  0.4  

飲食 79  33.9  

酒店 15  6.4  

社會服務 58  24.9  

商業服務 10  4.3  

旅遊 6  2.6  

博彩 6  2.6  

通訊 4  1.7  

其他 62  26.6  

 

學生兼職的工作類型和行業互相對應，主要集中於侍應(29.9%)、補習(28.1%) 及

售貨員(16.9%)。(見表 9) 

 

表 9 兼職工作類型 

兼職工作類型(可複選) 人數 百分比(%) 

售貨員 39  16.9  

補習 65  28.1  

侍應 69  29.9  

收銀員 18  7.8  

文員 5  2.2  

外賣員 3  1.3  

推廣員 14  6.1  

送貨員 4  1.7  

其他 50  21.6  

 

在累計工作時間方面，超過四成有兼職的學生(43.9%)累計工作時間少於 6 個

月，其次是工作多於 6 個月而少於兩年(34.1%)，累計工作超過兩年的學生相對較少

(22.0%)。(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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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累計工作時間 

累計工作時間 人數 百分比(%) 

少於 6 個月 108  43.9  

6 個月至少於 2 年 84  34.1  

2 年或以上 54  22.0  

 

在薪酬待遇方面，超過一半受訪兼職學生時薪在澳門幣(下同)31-50 元之間，也

有逾兩成學生時薪介乎 51-70 元間，時薪在 30 元以下或 70 元以上的較少，分別只有

約一成。(見表 11) 

 

表 11 兼職時薪 

兼職時薪(澳門幣) 人數 百分比(%) 

30 元及以下 26  10.8  

31-50 元 134  55.8  

51-70 元 51  21.3  

71 元及以上 29  12.1  

 

在兼職工作時間方面，超過六成半學生每星期工作不超過 10 小時，值得關注的

是約兩成學生每週工作時數介乎 11 至 20 小時，更有 12.4%學生每周工作 21 小時或

以上。(見表 12) 

 

表 12 兼職工作時數 

兼職工作時數 人數 百分比(%) 

少於或等於 10 小時 161  66.5  

11-15 小時 29  12.0  

16-20 小時 22  9.1  

21 小時或以上 3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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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成(39.7%)受訪者在上課的日子需要兼職工作，24.8%選「其他」項的受訪者

可能有一部份也需要在上課的日子兼職，由此可見大部份兼職學生需在放學後時段

工作。(見表 13) 

 

表 13 兼職工作時間 

兼職工作時間 人數 百分比(%) 

只有星期一至五 66  27.3  

只有星期六至日 86  35.5  

每天 30  12.4  

其他 60  24.8  

 

約四成(40.7%)學生會在晚上八時前下班，近四成半(44.4%)學生會在晚上八時至

凌晨零時前下班，有一少部份(14.8%)學生會在凌晨零時後才下班。(見表 14) 

 

表 14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 人數 百分比(%) 

晚上八時前 99  40.7  

晚上八時至凌晨零時前 108  44.4  

凌晨零時或之後 36  14.8  

 

對於高中生從事兼職的原因，最多人表示為了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或零用錢

(37.6%)，其次是為了增加工作經驗(19.5%)，也有部份受訪者表示為了儲蓄(16.0%)，

而表示要幫補家庭(7.0%)、擴大社交圈(7.5%)及消磨時間(7.7%) 的人數相若且相對較

少。(見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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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兼職工作原因 

兼職工作原因 人數 百分比(%) 

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 160  37.6  

幫補家庭 30  7.0  

幫補學費 13  3.1  

增加工作經驗 83  19.5  

擴大社交圈 32  7.5  

消磨時間 33  7.7  

儲蓄 68  16.0  

其他 7  1.6  

 

至於受訪學生對目前兼職的看法，超過七成學生(72.5%)表示對現在的兼職工作

滿意，而絕大多數學生(91.0%)不認為兼職工作比學業重要，而認為目前兼職工作可

成為未來事業起點的則約有三成學生(33.2%)。(見表 16、17 及 18) 

 

表 16 對現在的兼職工作是否滿意 

對現在的兼職工作是否滿意 人數 百分比(%) 

滿意 177  72.5  

不滿意 67  27.5  

 

表 17 是否覺得兼職工作比學業重要? 

是否覺得兼職工作比學業重要? 人數 百分比(%) 

是 22  9.0  

不是 223  91.0  

 

表 18 兼職工作能否成為未來事業發展的起點? 

兼職工作能否成為未來事

業發展的起點? 

人數 百分比(%) 

能 81  33.2  

不能 163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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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兼職工作情況與背景資料的比較 

 

從受訪者是否有兼職與其背景資料作比較，本研究發現學生有否兼職和性別、

年級、父親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均無顯著關係，但是和母親教育程度呈統計顯

著。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受訪者越少有兼職工作。(x
2
=8.079, p<.05) (見表 19) 

 

表 19 母親教育程度和有否兼職的關係 

 現時有沒有兼職工作? 

有 沒有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母
親
教
育
程
度 

小學及以下 75  41.2  107  58.8  

中學 128  31.0  285  69.0  

大專及以上 20  29.9  47  70.1  

不知道 21  26.6  58  73.4  

 

本研究發現在某些兼職情況的項目上男女有所分別。第一，受訪的高中生，現

時有兼職的女性比例較男性為多，高出 14.7%；而同一時間只做一份兼職，女性較男

性多，但同時做兩份兼職者，則男性比女性多，兩者相差 5.2%。(見表 20 及 21) 

 

表 20 現時有沒有兼職工作與性別的關係 

 現時有沒有兼職工作? 

有 沒有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94  79.0  25  21.0  

女 105  93.7  7  6.3  

 

 

 

 



24 

 

表 21 兼職工作份數與性別的關係 

 兼職工作份數 

1 份 2 份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82  87.2  12  12.8  

女 97  92.4  8  7.6  

 

第二，在工作時數方面，男女兼職工作結束時間有明顯分別(x
2
=26.422, p<.001)，

男高中生在凌晨零時或之後結束工作的佔兼職男生當中 23.6%，而只有 5.2%兼職女

生在凌晨零時或之後結束工作。(見表 22) 

 

表 22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與性別的關係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 

晚上 8 時前 晚上 8 時至凌晨零時前 凌晨零時或之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35  27.6  62  48.8  30  23.6  

女 64  55.2  46  39.7  6  5.2  

 

第三，整體而言，大部份有兼職的受訪者認為學業比兼職工作重要。但在兼職

與學業看法方面，男女差異頗大(x
2
=12.554, p<.001)，較多男性認為兼職工作比學業

重要。(見表 23) 

 

表 23 兼職對比學業看法與性別的關係 

 兼職工作是否比學業重要 

是 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
別 

男 20  15.5  109  84.5  

女 2  1.7  114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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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對有否兼職、兼職工作份數和工時亦有關聯。18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當中，

有或曾有兼職的學生比率達四成一，18 歲以下有或曾有兼職的學生卻只有兩成半，

比 18 歲或以上低 16%。(見表 24) 

 

表 24 有否兼職與年齡的關係 (x
2
=21.094, p<.001) 

 有沒有兼職? 

有 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齡  

18 歲以下 92  24.9  278  75.1  

18 歲或以上 148  41.1  212  58.9  

 

絕大部份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只有 1 份兼職工作，而 18 歲或以上的學生(14.8%)

比 18 歲以下的學生(2.5%)明顯較多同時有兩份兼職工作。(見表 25) 

 

表 25 兼職工作份數和年齡的關係 (x
2
=6.629, p<.05) 

 兼職工作份數 

1 2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齡  

18 歲以下 77  97.5  2  2.5  

18 歲或以上 98  85.2  17  14.8  

 

在兼職工作結束時間與年齡比較方面呈統計顯著，18 歲以下的受訪者於較早時

間結束兼職工作，而 18 歲或以上的學生則較晚結束。六成 18 歲以下的學生於晚上 8

時前結束兼職工作， 18 歲或以上的學生則不足三成。較多 18 歲或以上的學生(22.9%)

於凌晨零時或之後結束兼職工作，相對 18 歲以下的學生只有 2.2%。(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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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與年齡的關係 (x
2
=50.586, p<.001)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 

晚上 8 時前 晚上 8 時至凌晨零時前 凌晨零時或之後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齡  

18 歲以下 56  60.2  35  37.6  2  2.2  

18 歲或以上 41  28.5  70  48.6  33  22.9  

 

曾兼職份數與年齡呈相關性，18 歲以下的受訪者近九成只有 1-2 份兼職工作經

驗，18 歲或以上有 1-2 份兼職經驗的學生只有約四成一；而曾有超過 4 份兼職的 18

歲以下學生只有 4.8%，反之 18 歲或以上的學生有 26.8%曾做過 5 份或以上兼職。(見

表 27) 

 

表 27 曾兼職份數與年齡的關係 (x
2
=44.343, p<.001) 

 曾兼職份數 

1-2 3-4 5 份或以上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齡 

 

18 歲以下 72  86.7  7  8.4  4  4.8  

18 歲或以上 52  40.9  41  32.3  34  26.8  

 

數項兼職情況與學生就讀年級比較亦呈現統計顯著，其中學生年級越高，越多

人認為現時兼職工作能成為未來事業發展起點。(見表 28) 

 

表 28 兼職工作能否成為未來事業起點與就讀年級的關係(x
2
=8.105, p<.05) 

 兼職工作能否成為未來事業起點 

能 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級 

高一 8  22.2  28  77.8  

高二 44  30.3  101  69.7  

高三 29  47.5  3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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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兼職工作比學業是否較重要的看法上，大部份學生均認為學業比

兼職重要。高一及高三學生，相對於高二年級而言，更多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兼職工

作更重要。(見表 29) 

 

表 29 兼職與學業看法與年級的關係(x
2
=9.159, p<.05) 

 兼職工作是否比學業重要 

是 否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年
級 

高一 7  19.4  29  80.6  

高二 7  4.8  139  95.2  

高三 8  13.1  53  86.9  

 

至於兼職原因與家庭經濟狀況方面，不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最多人選擇的兼

職原因均為賺取自己生活費或零用錢。對於家庭貧困/勉強可以的學生，儲蓄為第二

多選擇的兼職原因(31.5%)。相對其餘兩組，家庭經濟狀況為貧困/勉強可以的學生有

較多比率選取幫補家庭(19.2%)為兼職原因。對於家庭經濟屬一般/小康及富裕/非常富

裕的受訪者，增加工作經驗是另一主要的兼職原因(分別佔該組別 36.4%及 40%)，而

對貧困/勉強可以的學生，增加工作經驗則於眾多兼職原因中排名第三(27.4%)。(見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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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兼職原因與家庭經濟狀況的關係 

 家庭經濟狀況 

貧困/勉強可以 一般/小康 富裕/非常富裕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兼
職
原
因 

賺取自己生活

費或零用錢 

55  75.3  101  62.3  4  40.0  

幫補家庭 14  19.2  16  9.9  0  0.0  

幫補學費 7  9.6  5  3.1  1  10.0  

增加工作經驗 20  27.4  59  36.4  4  40.0  

擴大社交圈 10  13.7  20  12.3  2  20.0  

消磨時間 6  8.2  24  14.8  3  30.0  

儲蓄 23  31.5  42  25.9  3  30.0  

其它 1  1.4  5  3.1  1  10.0  

 

 7.4 兼職工作與學習表現及規劃 

 

從收集數據所得，兼職工作對高中生平均每週參與課外活動的時數(包括校內及

校外)、一學期內遲到次數、一學期內缺席天數、一學期內曠課/逃學天數，以及近五

年內留級次數都呈統計顯著。 

 

從表 31 可見，兼職學生反而更多時間投入課餘活動中，其中每週投入課外活動

的時間少於 5 小時的受訪者中，沒有兼職的學生所佔比例達 67.3%，有兼職的學生只

佔有 55.2%，但每週參與課外活動 5-10 小時的受訪者中，有兼職的學生比沒有兼職

的學生高出 4.3%，達 11-15 小時或多於 15 小時的受訪者，有兼職的學生亦較沒有兼

職的學生高。這與預期的沒有兼職應較有空閒參與課外活動相反，不排除有一部份

受訪者將兼職看成為課外活動，以至結果顯示有兼職的投入課外活動時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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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有兼職學生及沒有兼職學生與平均每週參與課外活動時數(校內及校外)的關係 (x
2
=13.652, 

p<.05) 

 有兼職學生 沒有兼職學生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133  55.2  332  67.3  

5-10 小時 67  27.8  116  23.5  

11-15 小時 25  10.4  26  5.3  

多於 15 小時 16  6.6  19  3.9  

 

在遲到次數方面，超過半數沒有兼職的學生在一學期內從未遲到，但只有約三

成三有兼職的學生在一學期內從未遲到，遲到達 6-10 次的有兼職學生比率更是沒有

兼職學生的 3.5 倍。(見表 32) 

 

表 32 有兼職學生及沒有兼職學生一學期內遲到次數的關係 (x
2
=41.690, p<.001) 

 有兼職學生 沒有兼職學生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遲
到
次
數 

(
一
學
期
內) 

從不 80  32.9  261  52.7  

1-5 次 112  46.1  192  38.8  

6-10 次 38  15.6  22  4.4  

11 次及以上 13  5.3  20  4.0  

 

缺席 3-6 天的有兼職學生的比率亦超過沒有兼職學生近 3 倍，而一學期內曾曠課

/逃學的兼職學生比率亦較沒有兼職學生超出兩倍多。(見表 33 及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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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有兼職學生及沒有兼職學生一學期內缺席天數的關係 (x
2
=35.615, p<.001)) 

 有兼職學生 沒有兼職學生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缺
席
天
數 

(

一
學
期
內) 

從不 94  38.8  277  56.1  

1-2 天 89  36.8  150  30.4  

3-6 天 47  19.4  34  6.9  

7 天及以上 12  5.0  33  6.7  

 

表 34 有兼職學生及沒有兼職學生一學期內曠課／逃學天數的關係 (x
2
=23.412, p<.001) 

 有兼職學生 沒有兼職學生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天
數 

曠
課
／
逃
學 

(

一
學
期
內) 

從不 184  76.0  443  89.3  

1-2 天 38  15.7  39  7.9  

3 天及以上 20  8.3  14  2.8  

 

兼職學生有近六成曾在五年內留級，而留級兩次的兼職學生較沒有兼職的學生

比率超出兩倍多。(見表 35) 

 

表 35 有兼職學生與沒有兼職學生在五年內留級次數的關係 (x
2
=33.745, p<.001) 

 有兼職學生 沒有兼職學生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近
五
年
內
留
級
次
數 

從不 105  42.9  306  61.8  

1 次 84  34.3  131  26.5  

2 次 42  17.1  31  6.3  

3 次及以上 14  5.7  27  5.5  

 

 一. 每週參與課外活動時數 

每週參與課外活動時數與兼職的工時、兼職的滿意程度、兼職與學業的看法

及兼職能否成為未來工作起點有關。在課外活動時數與兼職工時比較上，每週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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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時為 11-20 小時的學生有更高的比率參與課外活動超過 10 小時，這和兼職

需消耗課餘時間而導致缺少時間從事課外活動的前設相反。然而相對兼職工時較

短的學生，有更多每週兼職工時大於或等於 21 小時的學生每週參與課外活動少

於 5 小時。(見表 36) 

 

表 36 每週課外活動時數與每週兼職工作時數的關係 (x
2
=15.058, p<.05) 

 (每週)兼職工作時數 

沒有兼職 少於或等於

10 小時 

11-20 小時 大於或等於

21 小時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329 67.4  85 53.5  28 54.9  18 62.1  

5-10 小時 114 23.4  47 29.6  14 27.5  6 20.7  

多於 10 小時 45 9.2  27 17.0  9 17.6  5 17.2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在凌晨零時或以後的學生比兼職較早結束的學生較多比

率參與課外活動多於 10 小時，沒有兼職的學生反而參與課外活動的時數偏少。

這可能與部份學生視兼職為課外活動的一種有關，或工作開始時間較晚因而放學

後利用空檔參與課外活動。(見表 37) 

 

表 37 每週課外活動時數與兼職工作結束時間的關係 (x2=20.083, p<.01)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 

沒有兼職 晚上 8 時前 晚上 8 時至

凌晨零時 

凌晨零時後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人

數 

百份比

(%)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329 67.4  53 54.1  60 57.1  18 50.0  

5-10 小時 114 23.4  33 33.7  24 22.9  10 27.8  

多於 10 小時 45 9.2  12 12.2  21 20.0  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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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學生所選的兼職情況(對兼職是否滿意、兼職是否比學業重要及兼職能

否成為未來事業起點)，表示課外活動時數少於 5 小時的受訪者最多，其中沒有

兼職的學生近七成選擇課外活動時數低於 5 小時。對現時兼職不滿意、認為兼職

不是比學業重要、覺得兼職不能成為未來事業起點的學生，表示每週參與課外活

動多於 10 小時的比例在其餘兼職情況的各項中最高。(見表 38、39 及 40) 

 

表 38 每週課外活動時數與對現時兼職滿不滿意的關係 (x2=15.230, p<.01) 

 對現時兼職滿不滿意? 

沒有兼職 滿意 不滿意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329  67.4  93  53.4  39  58.2  

5-10 小時 114  23.4  51  29.3  16  23.9  

多於 10 小時 45  9.2  30  17.2  12  17.9  

 

表 39 每週課外活動時數與兼職是否比學業重要的關係 (x
2
=19.389, p<.01) 

 兼職是否比學業重要 

沒有兼職 是 不是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人數 百份比(%)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329  67.4  11  52.4  122  55.2  

5-10 小時 114  23.4  9  42.9  58  26.2  

多於10小時 45  9.2  1  4.8  4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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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每週課外活動時數與現時兼職能否成為未來工作起點的關係 (x
2
=21.631, p<.001) 

 現時兼職能否成為未來工作起點 

沒有兼職 能 不能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課
外
活
動
時
數 

(

每
週) 

少於 5 小時 329  67.4  36  45.6  97  59.9  

5-10 小時 114  23.4  31  29.2  36  22.2  

多於 10 小時 45  9.2  12  15.2  29  17.9  

 

二. 一個學期內遲到情況 

由表 32 可見，兼職情況與遲到次數呈統計顯著，沒有兼職的學生從沒有遲

到的比率較有兼職的為高，一學期內遲到的各選項的比率亦較低。總括來說，有

兼職比沒有兼職的學生遲到的比例為高。 

 

另外，兼職時數增加，遲到的機會也會增加。若學生每週兼職時數多於 21

小時，有多於三成半一學期內遲到達 6 次或以上，而從不遲到的學生比率只有兩

成四，每週兼職時數多於 21 小時的學生從不遲到的百分比較沒有兼職的學生從

不遲到的百分比少了一半以上。(見表 41) 

 

表 41 每週兼職時數與一學期內遲到次數的關係(x
2
=49.232, p<.001) 

 一學期內遲到次數 

從不遲到 1-5 次 6 次或以上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每
週
兼
職
時
數 

沒有兼職 261  53.3  190  38.8  39  8.0  

10 小時或以下 55  34.4  77  48.1  28  17.5  

11-20 小時 17  33.3  22  43.1  12  23.5  

21 小時或以上 7  24.1  11  37.9  11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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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會兼職的學生遲到比例最多，只有 17.2%一學期內從沒遲到，一學期

內遲到 6 次或以上的達 51.7%之多。只有星期六及日兼職的學生從不遲到的比

率，較只有星期一至五工作的學生稍高 6%。(見表 42) 

 

表 42 兼職工作時間與一學期內遲到次數的關係(x
2
=71.579, p<.001) 

 一學期內遲到次數 

從不遲到 1-5 次 6 次或以上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人數 百份比

(%) 

兼
職
工
作
時
間 

沒有兼職 261  53.3  190  38.8  39  8.0  

只有星期一 

至五 

21  32.3  36  55.4  8  12.3  

只有星期六 

及日 

33  38.4  38  44.2  15  17.4  

每天 5  17.2  9  31.0  15  51.7  

其他 20  33.3  27  45.0  13  21.7  

 

三. 五年內留級次數 

表 35 顯示，有否兼職對五年內留級次數相關，沒有兼職的學生留班次數平

均較有兼職者少，而且沒有兼職的學生從沒留級的比率較有兼職的學生高約兩

成。 

 

 7.5 兼職工作與時間運用 

 

本部份以 4 種活動量度，分別是進食早餐、睡眠時間有七小時或以上、做運動

及與朋友聚會。這些活動與健康生活和正常社交息息相關，結果可反映兼職與沒有

兼職的學生的生活是否健康，以及有否因兼職而受影響。表 43 反映全體學生在過去

三個月內進行各項活動的平均頻率。問題以李克特量表計算，分別為 1(從不)、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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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3(經常)和 4(每天都有)。 

 

表 43 全體學生在各時間運用項目上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進食早餐 睡眠時間有 7 小時

或以上 

做運動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平均數 標準差

(SD) 

全體

學生 

3.32 .828 2.50 .787 2.41 .718 2.40 .693 

 

有沒有兼職只在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頻率上呈統計顯著的差異，有兼職工作

的受訪者在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頻率上都稍為高於沒有兼職的受訪者。(見表 44) 

 

表 44 有沒有兼職與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平均數分析 

 做運動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有兼職 2.53 .745 2.56 .680 

沒有兼職 2.35 .698 2.33 .690 

p value p=.002<.01 p=.000<.001 

 

其中，現時有 1 份兼職的學生，比有 0 份兼職的學生，在朋友聚會上頻率呈統

計顯著的高。(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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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兼職份數和與朋友聚會的平均數分析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SD) 

兼
職
份
數 

0 2.35 .698 

1 2.53 .673 

2 2.58 .692 

p value p=.007<.01 

 

除此之外，每週兼職的工作時數、工作日數和工作結束的時間與做運動及與朋

友聚會的頻率呈統計顯著。結果顯示每週工作時數為 11-20 小時的學生做運動及與朋

友聚會上的頻率，都較沒有兼職的學生稍高。在做運動和與朋友聚會方面，兼職工

作時間只有週六及週日的學生頻率最高，並與沒有兼職的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工

作結束時間為八時至凌晨零時的學生比沒有兼職的在與朋友聚會方面呈顯著差異，

工作結束時間為凌晨零時後的學生在做運動和與朋友聚會的頻率最高。現時有兼職

的學生在進行以上各項活動的平均頻率，皆比現時沒有兼職的學生高。(見表 46、47

及 48) 

 

表 46 每週兼職工作時數與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平均數分析 

  做運動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每
週
兼
職
時
數 

沒有兼職 2.35 .699 2.33 .691 

10 小時或以下 2.53 .734 2.56 .698 

11-20 小時 2.54 .734 2.52 .646 

21 小時或以上 2.43 .728 2.63 .669 

p value p=.025<.05 p=.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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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兼職工作時間與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平均數分析 

 做運動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兼
職
時
間 

沒有兼職 2.35 .699 2.33 .691 

只有週一至五 2.47 .684 2.55 .788 

只有週六及日 2.60 .771 2.62 .689 

每天 2.37 .556 2.57 .626 

其他 2.53 .796 2.48 .569 

p value p=.019<.05 p=.001<.01 

 

表 48 兼職工作結束時間與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的平均數分析 

 做運動 與朋友聚會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兼
職
結
束
時
間 

沒有兼職 2.35 .699 2.33 .691 

晚上八時前 2.49 .720 2.52 .705 

晚上八時至凌

晨零時 

2.53 .716 2.58 .687 

凌晨零時後 2.57 .815 2.63 .598 

p value p=.024<.05 p=.000<.001 

 

 7.6 兼職工作與自尊感 

 

根據 Rosenberg 自尊感量表，量表設有共 10 條問題 (見附錄 2 問卷)，正向及負

向問題各佔一半，以李克特四點 (4-point Likert Scale) 量度，得分越高代表自尊感越

高，最高得分為 40 分。全體受訪學生的自尊感得分介乎 12-40 分，平均得分為 25.85。

(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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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全體受訪學生自尊感平均數及標準差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全體學生 25.85 4.490 

 

有兼職的學生自尊感的平均得分 26.38 分，較沒有兼職的學生高出 0.8 分。(見表

50) 

 

表 50 有沒有兼職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有兼職 26.38 4.612 

沒有兼職 25.57 4.413 

p value p=.023<.05 

 

現時兼職份數與自尊感呈統計差異，有兩份兼職的學生較沒有兼職的學生自尊

感平均得分高出兩分多，這顯示有兩份兼職者的自尊感平均較沒有兼職者稍高。(見

表 51) 

 

表 51 現時兼職份數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現
時
兼
職
份
數 

0 25.61 4.347 

1 26.30 4.772 

2 27.67 4.947 

p value p=.044<.05 

 

每週工作時數與自尊感的平均分數呈顯著差異，每週工作 21 小時或以上的學生

分別與沒有兼職者、每週工作 10 小時或以下者及 11-20 小時者都存有差異性。當中



39 

 

工作 21 小時或以上的學生自尊感的平均分明顯較全體學生平均分高出三分多，無論

工作時數多少，有兼職的學生自尊感平均分都比全體學生得分為高，只有沒有兼職

學生的自尊感平均分比整體平均分低。(見表 52)  

 

表 52 每週工作時數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每
週
工
作
時
數 

沒有兼職 25.57 4.413 

10 小時或以下 26.01 4.577 

11-20 小時 25.94 4.692 

21 小時或以上 29.17 4.226 

p value p=.000<.001 

 

對兼職是否滿意與自尊感呈統計差異。對兼職滿意的學生自尊感最高，沒有兼

職學生比對兼職不滿學生的自尊感分數則稍低。(見表 53) 

 

表 53 兼職是否滿意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滿
意 

對
兼
職
是
否 

沒有兼職 25.57 4.413 

滿意 26.64 4.663 

不滿意 25.70 4.435 

p value p=.028<.05 

 

認為兼職不是比學業重要的學生自尊感平均得分最高，而認為兼職比學業重要

的學生自尊感得分普遍較沒有兼職的更低。(見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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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兼職是否比學業重要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學
業
重
要 

兼
職
是
否
比 

沒有兼職 25.57 4.413 

是 25.35 5.594 

否 26.46 4.507 

p value p=.049<.05 

 

認為現時兼職是未來事業起點的學生自尊感較高，自尊感平均分達 27.18 分。而

沒有兼職學生的自尊感相對較低，自尊感平均分只有 25.57 分。(見表 55) 

 

表 55 認為兼職是未來事業起點與自尊感的平均數分析 

 自尊感 

平均數 標準差(SD) 

事
業
起
點 

認
為
兼
職
是
未
來 

沒有兼職 25.57 4.413 

是 27.18 4.940 

否 25.97 4.396 

p value p=.012<.05 

 

 7.7 兼職工作與青少年偏差行為 

 

在青少年偏差行為分析上，第一部份比較各項兼職情況與偏差行為的關係，有

否兼職在吸煙、喝酒、賭博及與黑社會朋友來往呈統計顯著，其中有兼職的受訪者

有上述行為的頻率都較高。另外，在多項偏差行為上，不同性別的學生都呈現顯著

差異，男性比女性較多吸煙、喝酒、賭博及與黑社會朋友來往，而有否兼職在濫藥

及發生性行為方面則無顯著差異。(見表 56、57、58 及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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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有否兼職及性別與偏差行為(吸煙)的平均數分析 

 有沒有兼職 性別 

有 沒有 男 女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吸煙 1.28 0.778 1.11 0.497 1.27 0.763 1.08 0.388 

p value p=.002<.01 p=.000<.001 

 

表 57 有否兼職及性別與偏差行為(喝酒)的平均數分析 

 有沒有兼職 性別 

有 沒有 男 女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喝酒 1.46 0.611 1.28 0.539 1.47 0.643 1.21 0.464 

p value p=.000<.001 p=.000<.001 

 

表 58 有否兼職及性別與偏差行為(賭博)的平均數分析 

 有沒有兼職 性別 

有 沒有 男 女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賭博 1.26 0.518 1.16 0.469 1.28 0.580 1.12 0.373 

p value p=.010<.05 p=.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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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有否兼職及性別與偏差行為(與黑社會朋友來往)的平均數分析 

 有沒有兼職 性別 

有 沒有 男 女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與黑社

會朋友

來往 

1.14 0.468 1.06 0.302 1.15 0.467 1.03 0.217 

p value p=.014<.05 p=.000<.001 

 

再者，兼職份數和喝酒的頻密度有顯著相關，有兩份兼職的學生比沒有兼職的

學生較多喝酒。(見表 60) 

 

表 60 兼職份數與偏差行為(喝酒)的平均數分析 

 兼職份數 

0 1 2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平均數 標準差(SD) 

偏
差
行
為 

喝酒 1.30 0.552 1.40 0.576 1.65 0.671 

p value p=.004<.01 

 

每週兼職時數和某幾項偏差行為有關。每週工作超過 21 小時的學生明顯較沒有

兼職的多吸煙、喝酒及賭博，在喝酒方面，每週工作超過 21 小時者均明顯喝酒較頻

密。(見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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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每週兼職時數和偏差行為(吸煙、喝酒及賭博)的平均數分析 

 每週兼職時數 

沒有兼職 少於或等於 10

小時 

11-20 小時 大於或等於 21

小時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吸煙 1.11 0.497 1.17 0.590 1.40 0.948 1.60 1.102 

p value p=.000<.001 

喝酒 1.28 0.539 1.40 0.588 1.41 0.674 1.80 0.551 

p value p=.000<.001 

賭博 1.16 0.469 1.24 0.509 1.24 0.517 1.50 0.630 

p value p=.001<.01 

 

在兼職結束時間與偏差行為方面，兼職在凌晨零時或之後結束的受訪者吸煙及

喝酒的頻率，比沒有兼職和兼職在凌晨零時前結束者為高。兼職在凌晨零時或之後

結束的受訪者，賭博及與黑社會朋友來往的頻率亦較沒有兼職者為高。(見表 62) 

 

表 62 兼職結束時間與偏差行為(吸煙、喝酒、賭博與黑社會朋友來往)的平均數分析 

 兼職結束時間 

沒有兼職 晚上八時前 晚上八時至凌

晨零時 

凌晨零時後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平均

數 

標準差

(SD) 

偏
差
行
為 

吸煙 1.11 0.492 1.11 0.532 1.29 0.737 1.69 1.167 

p value p=.000<.001 

喝酒 1.28 0.536 1.32 0.531 1.48 0.603 1.74 0.790 

p value p=.000<.001 

賭博 1.16 0.464 1.21 0.460 1.26 0.553 1.47 0.654 

p value p=.001<.01 

與黑社會

朋友來往 

1.05 0.259 1.05 0.221 1.21 0.627 1.25 0.604 

p value p=.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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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發現重點 

根據本研究發現作估計，澳門約有三成高中生從事兼職工作。高中生兼職最熱

門的行業首三位分別為飲食業  (33.9%)、社會服務業  (24.9%)及批發零售業 

(11.2%)，這些都屬於服務性行業，而且工作性質都集中在勞動性及重覆性的居多，

如餐廳侍應及售貨員，也有相當一部份學生選擇當補習老師 (28.1%)。有多於一半受

訪者時薪介乎澳門幣 31-50 元。 

 

超過六成半受訪者每週兼職工作時間不多於 10 小時，需在上課日子兼職的高中

生接近四成。有少部份學生每週工作時間超過 21 小時，也有少部份學生同時擁有兩

份兼職工作。 

 

最多受訪者選擇的兼職原因為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或零用錢(37.6%)，其次為增加

工作經驗(19.5%)，第三則為儲蓄(16%)。兼職原因選擇幫補家庭及學費的不足一成，

這或許與大部份受訪學生來自小康家庭(69.6%)有關。再者，澳門大部份中學都被納

入政府免費教育學校系統之內(入網學校)，學費對家庭所構成的經濟負擔相對較輕，

和父母輩上學的年代很多時候需靠兼職來賺取學費的情況有所不同。不論家庭經濟

狀況如何，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或零用錢均為受訪者從事兼職工作的主要原因。 

 

對目前兼職的看法方面，大部份受訪學生持正面想法，包括對現在的兼職感滿

意及現階段不認為兼職比學業重要，從此可見大部份學生的心目中都有輕重之分，

學業還是大部份學生認為的首要任務。超過六成半受訪學生不認為現時兼職能成為

未來事業的起點，這反映兼職很多時候都是青年人踏進社會的嘗試，而不一定成為

未來事業的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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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在數項兼職情況上男女有所差異：第一，較多女高中生現時有兼職

工作，而較多男高中生同時擁有兩份兼職工作；第二，男女兼職工作結束時間有分

別，女高中生兼職工作結束時間通常集中在較早時段，在凌晨零時或之後結束工作

的男受訪者為女受訪者的四倍多；第三，相對女高中生，較多男高中生認為兼職比

學業重要。 

 

另外，在某幾項兼職情況上顯示出年齡差異：第一，18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比 18

歲以下的受訪者有或曾有兼職的多出逾一成半；第二，18 歲或以上的高中生明顯較

多同時擁有兩份兼職工作(14.8%)，18 歲以下的高中生只有極少數同時擁有兩份兼職

工作(2.5%)；第三，18 歲以下的受訪者工作結束時間普遍較早，而 18 歲或以上的受

訪者工作結束時間則較晚；第四，18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兼職工作經驗普遍較 18 歲以

下的受訪者豐富，曾有超過 4 份兼職的 18 歲以下的學生只有 4.8%，反之 18 歲或以

上的學生有 26.8%曾做過 5 份或以上兼職。不論工作是否屬於兼職性質，在澳門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士在澳門工作均受到《勞動關係法》內涉及未成年人的條款保障，

對僱主僱用未成年人士有所限制，例如工作場所及性質的規範。上述結果顯示出未

成年人在選擇兼職時所受的限制或顧忌較多，這亦間接反映《勞動關係法》內涉及

未成年人的條款保障行之有效。 

 

在兼職工作與學習表現及規劃方面有以下的發現：第一，在課外活動方面，有

兼職的學生比沒有兼職的學生更多時間投入在課外活動上，兼職工作時間長不一定

會影響學生投入課外活動的時間，相反，本研究發現兼職工作時間長的學生參與課

外活動的時間並沒有相對減少，很多時候甚至比沒有兼職的每週參與課外活動的時

數更多，而且兼職工作時間結束較晚者參與課外活動的時數亦較多；第二，在上學

遲到方面，有兼職的學生比沒有兼職的學生更容易遲到多次，且從沒遲到的比率較

少，每天都會兼職的學生亦較容易遲到；第三，相對沒有兼職的學生，有兼職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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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缺席天數及曠課/逃學天數偏高；第四，有兼職的學生有近六成曾在五年內留級，

而沒有兼職的學生在五年內曾留級的不到四成。 

 

在兼職工作和時間運用方面有以下的發現：第一，有兼職工作的受訪者在做運

動及與朋友聚會的頻率上都高於沒有兼職的受訪者；第二，每週工作時數為 11-20

小時的學生做運動及與朋友聚會上的頻率，均較沒有兼職的學生稍高；第三，工作

結束時間為凌晨零時後的學生在做運動和與朋友聚會的頻率最高。 

 

兼職工作與自尊感的關聯有以下的發現：第一，有兼職的學生較沒有兼職的學

生的自尊感平均得分高；第二，兼職工作 21 小時或以上的學生自尊感的平均分明顯

較全體學生平均分高；第三，在表示有兼職的學生當中，認為兼職不是比學業重要

的學生自尊感平均得分最高，而認為兼職比學業重要的學生自尊感得分，比沒有兼

職的得分更低；第四，認為現時兼職是未來事業起點的學生，他們的自尊感得分最

高。 

 

兼職工作與偏差行為有以下的發現：第一，兼職工作在吸煙、喝酒、賭博及與

黑社會朋友來往方面均呈統計顯著，有兼職的受訪者有上述行為的頻率都較高；第

二，在多項偏差行為上不同性別的學生都呈現顯著差異，男性比女性較多吸煙、喝

酒、賭博及與黑社會朋友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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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討論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重點，結果顯示澳門高中生兼職的模式呈發展模式(Marsh, 

1991)，即兼職工作不是像零和模式(Marsh, 1991)只會為學生帶來一面倒的負面影響，

較多情況下學生兼職為兼顧性質，甚或具輔助性，為學生帶來一些理想的非學術性

效果，例如兼職學生普遍自尊感較高及較熱衷參與課外活動等。 

 

雖然大部份學生不認為現時兼職能成為未來事業的起點，但在兼職過程中為學

生帶來一些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即可靈活運用於各行業工作的技能，例如

兼職學生有較強的社交能力，從事兼職可作為青年人踏進社會的試點，學生可作多

方面嘗試工作是否合適自己，對學生的職涯規劃亦有幫助。 

 

另外，兼職會為學生的學習表現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如遲到、曠課及留級等，

需注意兼職工時較長(每週 21 小時或以上)及每天都要兼職的學生發生上述情況均較

頻繁，反映出學生兼職過多呈現較多負面影響，學生如何分配時間兼職至為重要。 

 

而絶大部份學生不認為兼職比學業重要，顯示出學生還是認為現階段學習才是

主要的責任，兼職是相對次要，比較零和模式完全傾向禁止學生兼職，如何取得兼

職工作與學業的平衡更值得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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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務和政策建議 

總結上述結果及討論，本研究建議學校可與企業合作創造一些針對高中生的短

期工作實習機會，制定學生生涯規劃計劃，將實習規範化，並加以支援和輔導，定

期由老師或社工與學生討論實習進度，讓學生可以體驗工作及多作嘗試的同時，以

免兼職過度及為學生提供一定程度工作場所的保障。系統性的實習可讓學生培養責

任感及學習技術，培養良好的工作態度，對日後事業發展有莫大的益處。 

 

另外，學校輔導員或社工入校講座可加插有關金錢管理和時間管理的元素，教

導學生對金錢的正確價值觀及如何運用餘暇時間，以免學生急於賺錢而墮入求職陷

阱之中。據了解，澳門大部份學校對學生兼職都抱持較保守的看法，以致入校講座

的主題很多時候都迴避直接提及兼職，希望透過本研究的結果讓學校多理解本澳高

中生兼職情況，加強教育工作。 

 

對於學生的生涯規劃，學校、家長和學生之間的溝通、互動非常重要，有老師

反映部份家長不接納子女兼職工作而產生矛盾，最後需由學校輔導員介入，予雙方

作出調解，尋求共識。本研究呼籲家長重視子女的生涯規劃，多抽時間聆聽他們的

意見和需要，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子女的抉擇，從旁鼓勵和指導他們在兼職工作與學

業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現時澳門的《勞動關係法》有明確條文限制 18 歲以下人士就業的工作場所、兼

職工種和時間等，並需父母或監護人書面同意才可聘用，本研究促請澳門政府加強

執法，以確保 18 歲以下的高中生兼職工作能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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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受訪者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 頻數(Frequency)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370 49.6 

女 379 50.4 

平均年齡 17.74 (SD=1.41) ／ 

年級   

高一 104 13.9 

高二 489 65.5 

高三 154 20.6 

缺失資料 2  

經濟狀況   

貧困 37 5.0 

勉強可以 163 21.8 

一般／小康 519 69.6 

富裕 24 3.2 

非常富裕 3 0.4 

缺失資料 3  

父親教育程度   

無正式教育 14 1.9 

小學 186 24.9 

中學 366 48.9 

大專 23 3.1 

大學或以上 47 6.3 

不知道 112 15.0 

缺失資料 1  

母親教育程度   

無正式教育 10 1.3 

小學 174 23.3 

中學 417 55.8 

大專 29 3.9 

大學或以上 38 5.1 

不知道 79 10.6 

缺失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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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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