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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夜未眠」
一、研究動機：
親子天下說到：
『國小生覺得上學時間太早，睡眠的時間不足，贊成者認為「睡飽精神
好，成績才會好」。一位家長說出很多人的心聲：「晚點上課或早點下課，孩子才有時間做
其他興趣學習、休息、家庭互動，這是每個孩子都需要的，而不是塞滿功課及考試』。(親
子天下，2015)由此可見，睡眠對孩子很重要，因此在 2015 年台中市議員提到:「台灣國中
小學大多規定學生須在上午 7 點 50 分前到校，日前於市議會發起連署要求中市率先將上學
時間延至上午 8 點 20 分」。(周佑政，2015)
國中國小是如此，對於我們現在高中生更是一大問題，我們可以選擇就讀哪所高中，
但是我們選擇的高中不像國小、國中學校就在住家附近，所以高中生的我們就要一大早 6
點 30 分起床去搭校車到學校，到了學校也才剛 7 點鐘而已，根本沒有精神面對上課，所以
也就會導致睡眠不足的其中的一個問題。
洪蘭說到：
「睡眠佔掉我們三分之一的生命，不可謂不多，但是我們對於睡眠的了解卻
非常的少」。(洪蘭，2005)有的時可能是因為與男朋友或女朋友吵架而導致不睡覺，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我們班上的同學也都在追華劇、韓劇，每天都追到凌晨還在看，而且現在智慧
手機這麼發達，每天都在半夜滑手機，在我們的班上的同學，也有人每天晚上可以犧牲睡
眠，沉迷在小說的世界裡，這一切不僅影響睡眠，也影響了身體的健康。
我們想探討高中生的生活作息，睡眠是否足夠，是否了解正常的睡眠時數，在我們所
了解之下，因現在的科技發達，智慧型手機的方便之下，而導是過度的依賴 3C 的產品，導
致睡眠不足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課業壓力的因素，想做深入的了解與探討，所以才會想
做這個小論文。
一、

研究目的：
(一)瞭解高中生的睡眠狀況。
(二)探討高中生睡眠不足的原因。
(三)探討睡眠不足對高中生的影響。

二、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蒐集資料進行討論。
(二) 問卷調查法：製作問卷，調查光復中學學生睡眠不足的問題。

四、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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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瞭解高中生的睡眠狀況
「好睡眠＝好腦力×好情緒×好體魄」。(親子天下，2015)由此可知有好的睡眠才有精神

上課，所以時間管理很重要。可能大家都知道一天需要的睡眠是多少，但都不回去執行，
也不了解睡眠對我們多重要，對身體的傷害有多大，現在很多人都浪費時間在玩手機與電
腦中，都忽略了睡眠。現在年輕人都徹夜的上網都不睡覺，導致現在都日夜顛倒的。
「研究
上顯示，睡眠比我們想像得更重要。別讓一時的任性，換得沒有尊嚴的老去」
。(洪蘭，2015)
現在的人都不把睡眠當作一件很重要的事，都不知道你已經漸漸的老化，正常來說一
天 24 小時，平均都要睡滿 8 小時以上才是正常的生活作息。根據：「林口長庚醫院睡眠中
心兒童睡眠醫學負責人黃玉書醫師，在 2010 年調查，台灣小六生週間每天平均睡 8.7 小時，
年齡越大睡越少，高中生只睡 6.8 小時」
。(親子天下，2015)大多高中到了即將畢業前，因為
要拼好的大學都必須要留夜輔，而且回到家都快近九點了，用一用、寫一寫都已經快要大
半夜了，這樣平均下來台灣的孩子學習力不佳，常常在課堂上打瞌睡，學習力更加的差。
在重要的考試中常常比不過別人。所以希望把孩子的上課時間往後延，這樣對我們高中生
也會有快樂的學習，也有研究指出實驗結果發現：
「連續兩周每天只睡六小時的那組，清醒
程度和連續兩天沒睡的一樣糟糕。可以想見，每天睡八小時的那組平均表現最好，只睡四
小時的那組一天比一天糟」。(黃維玲，2016)在很多的舊經驗裡都覺得只要有睡 6~7 小時就
是有睡足夠了，但根據這個最新的研究指出，其實不是如此，而是需要睡滿到 8 個小時才
是足夠的。
二、

探討高中生睡眠不足的原因

因為現在孩子都在玩樂、上網，已經是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東西了。對學生而言，都把
時間花在玩手機方面，而且現在孩子因為網路上認識不同地區的朋友，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現在孩子的交友狀況非常的複雜，導致睡眠和心態有所改變。
「網路」是現在學生沉迷的原
因，現在網路的發達和普遍，網路遊戲和臉書，造成小孩在家不出門一直玩電腦、上網後
就一直看著電腦螢幕不願出門去，有此可知，3C 產品似乎已達到網路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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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成癮症，泛指各種對網際網路的過度使用，致影響正常作息的情況。網癮會被
歸類至精神疾病。需要注意的是，「網路成癮症」 』。(維基百科，2015)現在的小孩一離開
電腦就會出現情緒不穩的狀態和注意力不能集中，會有一顧衝動想去碰電腦想去玩電腦所
導致晚上失眠以下為舉例：
(一)沉迷網路：現在這個社會的孩子最容易造成網路沉迷的是有臉書、Instagram、LINE…
等手機軟體，許多人因為手機本身有行動網路和家裡的 WIFI 而影響睡眠，整夜不睡，把時
間都消耗在些軟體上面，讓自己呈現一種虛擬的世界裡，會常常幻想自己在網路世界裡面
然而與現實脫軌。讓自己睡眠不足。衛福部朴子醫院證實:「近年來許多年輕人喜愛上網看
連續劇，沉迷網路愛情劇，反而對現實感情生活不滿，導致心情低落而憂鬱」。(林 宜 樟 ，
2016)
(二)課業壓力或補習：許多處於國高中階段的學生時常因為課業壓力而熬夜讀書。國中
有會考壓力，而高中有統測、學測的壓力，而且兩種考試都是讀書階段的重要指標，在這
些大考來臨前，許多學生是處於睡眠嚴重不足、熬夜讀書的情況，造成睡眠不足。
『精神醫
學會祕書長梁歆宜証實:，「門診曾遇過不少孩子因壓力太大情緒失控，氣得撕毀聯絡簿、
考卷，不少國小學童寫作業寫到半夜。她提醒家長，過勞會影響孩子的專注力與表現」 』。
(朱芳瑤，2011)此外，我們也發現在台灣課業壓力大的情況之下，很多學生放學後還參加
補習班的課程，造成回家的時間幾乎都超過 10 點。
『王浩宇說，受訪的學生中有高達 66.2%
的孩子學校放學後需要到補習班報到，因此「2 次下課」後返家洗完澡可能都接近午夜，
又必須早起，睡眠時數當然不足。』(ETtoday 分享雲，2015)
(三)打工：新北市報導：『單親少女翹家北上睡超商 4 天 理由讓父鼻酸不忍罵她，新
莊分局副所長陳明杰表示：
「她是說跟爸爸兩人相依為命，單親家庭，經濟狀況也不好，她
想北上來找個工作」 』
。(新北市報導，2015)現在孩子都因為家庭關係都必須要在外面打工
賺錢，幫忙家裡的開支。不讓家人因為賺錢把自己的身體搞壞了，現在希望賺多一點的錢
都選擇上晚班錢比較多，但因為上晚班造成身體疲勞。每次下班都已經是凌晨了，每天都
睡不到 4 個小時就要上課，課業都跟不上而且都是上課時間補眠。
(四)其他(看電視、連戲劇、父母吵架等)：「日本一項研究表明，睡前使用電腦、電視
等電子媒介會影響人的睡眠需求量和品質。睡眠時長相等情況下，睡前上網或看電視時間
越長的人，越容易感到睡眠不足」。(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2007)有此可見，在睡前看電
視，會影響睡眠，現在有些年輕人都在迷韓劇、華劇，看到一、兩點都還在看，隔天都會
沒有精神上課，也有研究指出：
「如果家庭氣氛不佳，父母感情不睦，整天吵架，孩子的睡
眠時間也會減少，等於是心理影響生理的間接因素」。(黃瑽寧，2015)現在有些父母很經常
吵架，尤其會在家裡吵，都會影響了自己的小孩，所以家人也要做好的模範給小孩子看。
三、

探討睡眠不足對學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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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校園也瀰漫著一股睡意。早上七點半，很多孩子都還睡眼惺忪，
「邊吃早餐邊
寫考卷很常見，」尤其是九年級生「邊寫測驗卷邊打瞌睡的超過一半，」會導致上課不專
心，無法專心聆聽』。(親子天下，2015)睡眠不足不僅影響了上課的認真程度，也會影響了
身體的健康，而且一大早就考試，大部分的人都還沒清醒的狀態，研究指出:「積欠睡眠債
的結果不但會讓人變胖、變笨，還可能憂鬱、脾氣暴躁，並導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
血壓，甚至癌症」
。(羅友倫、陳盈盈，2012)過度的勞累累積欠睡眠，需要花一段時間彌補，
更沒有時間去做運動，導致身體上的負擔。
(一)影響學校長時間的學習：平常都是 4 點 45 分就放學可以回家，但在精神不濟之下，
有些還需要留晚自習讀書，要到 8 點 30 分才能回家，都已經超過 12 小時的學習時間，有
研究指出：「超過八成的高中職學生仍得在學校上輔導課或是留校苦讀」。人本教育基金會
昨日指出，各國高中職學生的放學時間均比我國早許多，睡眠不足將導致學習效果不佳，
因此建議教育部再度明令各高中職不得強制學生留校輔導」。(高琇芬，2001)這樣而導致學
生更沒有精神上課，所以時間的安排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上課沒有精神：「缺乏睡眠的學生在課堂上的精神不是很好，而且剝奪睡眠還會帶
給生活的某些方面不好的影響。例如: 注意力：困乏的學生難以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心
理檢測结果發現，對睡眠的渴望可以替代警覺性，認知記憶和理解的機會」
。(Meilin，2015)
上課要有精神，正常的睡眠是早睡早起，適當的運動也是很重要，這樣才能補充體力，上
課就不會想睡覺了
(三)過度依賴 3C 產品，影響情緒：親子報導，也有人證實說：
「台灣青少年睡眠時數是
全世界數一數二最少的國家，3C 產品出來後更嚴重，」黃玉書醫師著急的說，孩子睡不夠
則出現情緒化、無法專心學習，甚至行為問題」。(親子天下，2015)這就證實了，大致上導
致睡眠不足的成因是因為 3C 產品而引起的。
「睡眠過多有害健康睡眠不足會縮短壽命。」(安
安，2013)在睡眠這個方面，所有人都需要學的一門課程，都需要去了解睡眠對我們的重要
性。
(四)容易導致肥胖：美國小兒科學會指出：
「國、高中生有睡眠不足問題，易導致肥胖、
憂鬱症及課業表現不佳等負面結果」。(台灣蘋果日報，2014)有此可見，睡眠不足對身體的
影響十分的嚴重，在情緒上平時就要保持快樂的心情，才不容易有憂鬱的情況出現，所以
平常應該養成睡眠的好習慣。不要讓肥胖跟憂鬱症找上你。
四、本研究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300 份問卷，回收 300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有效問卷 280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 93%。將本組研究結果及分析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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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研究的問卷回收率，男生:150 份
50%，女生 150 份 50%，因在事前有先統計
過要發給哪些班級，所以有做男女的平均
數。

圖一：性別
說明：
本研究的問卷，一年級 34%、二年級
33%、三年級 33%，份數很平均，因為在事
前有先統計過要發放給哪些幾年級，所以很
平均。

圖二：年級
(二)問卷分析：

說明：
12 小時 2%、8-10 小時 22%、6-7 小時
54%、4-5 小時 19%、4 以下 3%。由此可見，
「6-7 小時」的人居多有 54%，跟文獻提到
高中生睡眠要睡滿 8 小時才足夠(黃維玲，
2016)是不一樣的。
由此可見，我們學校的高中生普遍來說
睡眠也不是非常足夠。

圖三：平均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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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9：00 前 3%、9-10 點 15%、11-10 點 31%、
11-12 點 34%、12 點後 17%， 由此可知
「11-12」以後上床睡的佔了多數，根文獻提
到的上床前可能在使用手機，寫作業，看電
視。
由此可見，高中生睡前都會忙完今天
到事情才睡覺，所以可能才導致晚睡。
圖四：晚上上床睡覺的時間平均睡眠

說明：
熟睡 69%、淺眠 18%、失眠 7%、不一
定 6%。由此可見大家都是在「熟睡」的狀
態，跟文獻提到高中生睡眠要睡滿 8 小時才
足夠(黃維玲，2016)，是不一樣的。都很晚
睡。
有此可見，現在的學生都很晚睡覺，而
導致很好入眠。
圖五：經常睡眠狀況

說明：
不充足 53%、充足 47%由此可見，「不
充足」的人佔了很多數，根據文獻提到有三
分之一是在睡眠，但是了解睡眠的很少(洪
蘭，2005)。
有此可見，高中都不了解睡眠對我們有
多重要，都到很晚才要睡覺，所以才會導致
睡眠不足。

圖六：睡眠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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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本項研究結果，導致睡眠不足的狀況：
無睡眠不足 0%、寫作業 28%、使用 3C 產品
37%、打工 12%、看電視 14%、家人吵架 1%、
補習 2%、其他 6%，其中以「使用 3C 產品
37%」比例最高。根文獻提到的過度的使用
3C 產品會導致網路成癮症(維基百科，
2015)。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睡眠不足的原因
主要都來自於使用 3C 產品。
圖七：導致睡眠不足的原因

說明：
本項研究結果：上課睡覺 37%情緒不穩
27%記意憶力差 23%家庭關係變差 4%導
致肥胖 7%其他 2%。其中已「上課睡覺
37%」佔最多。根文獻提到的台灣的睡眠時
間是最少的，有了 3C 產品更不足(親子天
下，2015)。
由此可見，3C 產品影響課課的品質，導
致上課睡覺或情緒不穩的狀況出現。
圖八：導致睡眠不足的原因

說明；
本項研究結果：在學校完成作業 22%
規劃時間 29%減少使用 3C 產品 25%調整
打工時間 7%早睡早氣 16%其他 1%。其中
已「規劃好時間 29%」佔據較多，
「減少使
用 3c 產品 25%」佔據第二，「在學校完成
功課 22%佔據第三」。
由此可見大家希望把自己的壞習慣改
掉，讓自己有足夠的睡眠時間。也能讓自己
的身體變好。
圖九：導致睡眠不足的原因
參●結論：
我們在做睡眠不足的資料整理之後，發現本校睡眠不足的狀況稍微嚴重一點，大部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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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睡 6-7 個小時不滿 8 個小時，而且都是在 11-10 點之間睡覺，但部分都是以熟睡居多因
為熬夜反而睡的比較熟不會突然甦醒，不充足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在使用 3C 產品(佔 37%)和
看電視(佔 14%)而寫作業只有(佔 28%)，大家都再說都沒有時間可以寫功課和看書，因為大
多數人都把時間花在不該花的時間上面。應該做的事情的時間相對的也減少了。
由此可見現在的學生都依賴著 3C 產品不放手，而把作業放在一邊不管，對學習不熱忠，
所以希望能在學校就完成作業然後養成做好時間的規劃，也不會浪費時間。當初我們會想
要這個題目是因為我們周遭許多的學生都有睡眠不足的狀況，讓我們想要去了解一下這個
問題，還沒選這個題目的時候，已經聽到很多學生都在為了睡眠而煩惱，就連我們組員也
有這個狀況，了解完才發現，原來我們身邊好多人都是睡眠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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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高中生您好：
我們是幼兒保育學程的學生，我們想藉由此份問卷了解「高中生的睡眠狀況」，希
望能借用您幾分鐘寶貴的時間協助我們完成這份調查表，此份問卷採不記名方式，純屬
研究之用，無商業用途，請放心填寫，謝謝您！
新竹市光復中學幼兒保育學程學生：林沛宜、曾美美、彭佳欣 敬上
指導老師：古孟玲 敬上
=========================問卷內容============================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級：□高一 □高二

□ 高三

二、睡眠狀況調查：
1.您平均每天的睡眠時數(單選)：
□12 小時以上 □8~10 小時 □6~7 小時 □4~5 小時

□4 小時以下

2.您平均每天晚上上床睡覺的時間(單選)：
□9：00 以前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2：00 之後

3.您經常的睡眠狀況(單選)：
□熟睡(一覺到天亮)

□淺眠(易於甦醒)

□失眠(輾轉難眠) □不一定 (原因：

)

4.您覺得睡眠充足嗎(單選)：
□充

足：(理由)

【謝謝您，問卷已結束！】

□不充足：(理由)

【請繼續填答第 5、6、7 題！】

5.您認為導致子自己睡眠不足的原因(可複選)：
□從未睡眠不足 □做功課

□玩 3C 產品

□打工

□看電視

□補習

□其他：

6.睡眠不足為您帶來什麼影響?(可複選)
□上課睡覺

□情緒不穩

□記憶力差

□家庭關係變差 □容易導致肥胖 □其他：

7.如果您有睡眠不足的問題您會如何改善(可複選)：
□在學校先完成作業

□養成規劃時間的運用

□養成早睡早起

□其他:

□減少玩 3C 產品的使用

*** 問卷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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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打工時間改至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