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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六大城市学习状况基本调查（快报版）】2. 校外学习的状况 

 

（1）. 平时的学习时间·做作业时间·看电视时间  

 

赫尔辛基、伦敦、华盛顿 DC 的小学生中平时学习时间为" 30 分钟左右"或" 1 小时"

的人较多，大致掌握在 1 小时以内。与此相反，在首尔，每 4 人中就有 1 人课外学习时

间超过 3 个半小时，可见学习量非常大。北京看不出集中在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倾向，而东

京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学习时间为" 30 分钟左右"或" 1 小时"的人很多的同时，每

天学习 3 个半小时以上的人也有 10% 以上。 

 

图 2-1 平时的学习时间 

 

 

 

注∶上补习班或请家庭教师辅导的时间也包括在内。 

关于课外学习的时间，赫尔辛基的小学生中选择"几乎不学"这一答案的人所占比例为

16.5%，伦敦为 10.2%，东京为 8.5%，华盛顿 DC为 6.8%，首尔为 5.3%，北京为 1.0%。可见

不管在哪个城市，大部分小学生坚持课外学习。而每天课外学习时间超过 3小时的人所占比

例以首尔为最高，达到了 44.3%，以下依次为北京 31.4%、东京 23.5%、伦敦 11.0%、赫尔辛

基 10.3%和华盛顿 DC5.8%。总体上来说，3个东亚城市的小学生课外学习的时间较长（见图

2-1）。至于做作业的时间，各城市都是回答"30分钟"的人最多，但是北京小学生中做作业

时间超过 1小时的人占了 48.5%，高于其他城市（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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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做作业时间 

 

  

注∶图 2-1显示的学习时间中用来完成学校作业的时间。 

 

 

图 2-3 平时的学习时间中用于做作业的比率 

 

 

注∶校外学习时间的平均值是将"几乎不学"、"3个半小时"和"3个半小时以上"分别换算成

0分、210 

分和 240分并去除无效答案后计算出来的。做作业时间的平均值则是将"基本不做"、"2小

时"和" 

2小时以上"分别换算成 0分、120 分和 150分并去除无效答案后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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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平时看电视的时间 

 

注∶看电视时间的平均值是将"基本不看"、"3个半小时"和"3个半小时以上"分别换算成 0

分、210分 

和 240分并去除无效答案后计算出来的。   

图 2-3显示了平时学习时间和做作业时间的平均值。在课外学习方面，3个欧美城市的

小学生主要是完成学校作业，而东京和首尔的小学生作业以外的学习时间也很长。北京的小

学生做作业的时间和作业以外的学习时间都很长。 

在对平时看电视的时间的统计中，北京和首尔"几乎不看电视"的人所占比例最高，分别

达到了 25.4%和 16.9%。即使看电视，时间也多在 1个小时到 1个半小时之间，可见学习时

间越长，看电视的时间就越短。与此相反，东京、赫尔辛基、伦敦和华盛顿 DC的小学生中"

几乎不看电视"的人所占比例均不到 10%，每天看"两个小时"以上*电视的人则超过了 50%。

（见图 2-4）  

* 例如，"3 个小时"以上包括"3个小时"和"3个小时以上"。 

 

（2）. 在家学习的状况 

 

各城市的小学生中 90% 以上的人都表示会认真完成学校的作业。东京小学生中表示"

会就上课学到的内容查询更多相关知识"、"会在当天复习上课学过的内容"和"只要是自己感

兴趣的事、即使与学校课业无关也会去查"的人所占比例则比其他城市低。 

北京小学生中对"会就上课学到的内容查询更多相关知识"、"会在当天复习上课学过的

内容"和"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事、即使与学校课程无关也会去调查"这三个项目做出肯定回

答（确实如此 + 基本如此）的人最多，可以看出他们复习上课学过的知识并进一步学习的

意识非常强。排在北京后面的是 3 个欧美城市（赫尔辛基、伦敦、华盛顿 DC ）和首尔，

东京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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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在家学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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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要在学校学习就可以了"的想法， 3 个东亚城市（东京、首尔、北京）的小学

生中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少，而伦敦、华盛顿 DC 的小学生中 60% 到 70% 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似乎认为学习应以校内学习为主。 

（3）. 补习班和兴趣班的状况 

 

首尔和北京小学生中 70%以上的人都在上课外补习班，东京小学生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

上补习班。与此相反，3个欧美城市的小学生中进行课外学习的人较少。至于兴趣班和课外

活动，几乎所有城市的小学生中均以参加"体育运动"和学习"音乐"的人为最多，"什么都不

干"的人还不到 20%。 

注：校外的学习机会及兴趣班的情况因国家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本次调查

根据各城市的实际情况而就补习班 和兴趣班进行了设问。 

■ 东京 

 

东京小学生中大约一半（51.6%）的人回答"去补习班学习"。每周去补习班的天数则多

为"两天"（29.3%）或"3 天"（34.2%）。每次在补习班学习的时间也以"两小时左右"（27.7%）

或"3小时左右"为多。 

参加兴趣班学习的小学生中，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最多，超过了半数（51.9%）。其次"

音乐"（26.9%）和"英语"（18.1%）的比例也较高（见图 2-7）。 

 

图 2-6 去补习班的比率（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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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去兴趣班的情况（东京） 

 

注 1∶同时有多个回答。  

注 2∶包括校外俱乐部（其他城市也一样）。 

 

■ 首尔 

图 2-8 去补习班的比率（首尔） 

 

图 2-9 去兴趣班的情况（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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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同时有多个回答。 

注 2∶由于在韩国，英语是小学 3年级以上的必修课，所以上补习班补习英语的学生也较多。

兴趣班的"外语"一项中可能包括了这部分上补习班的学生。  

注 3∶可能包括了由学校提供场地、邀请校外讲师进行辅导的课外活动。 

在首尔，被称为"学院"的补习班和兴趣班非常盛行。每 4人中就有 3人上补习班，每周上补

习班的天数达到 5天以上*的人也高达 73.0%。调查显示大多数小学生几乎每天都在上补习

班。每天在补习班学习的时间也多为"两小时左右"（32.7%）、"3小时左右"（28.3%）（见

图 2-8）。 

兴趣班中学习"外语"的人最多，超过了半数。其次是"体育运动"（36.2%），这个数字要少

于其他城市（见图 2-9）。 

* "5天以上"是"5天"到"7 天"的总和。 

 

 

■ 北京 

图 2-10 去补习班的比率（北京） 

 

上补习班的学生比例高达 76.6%，是接受调查的 6个城市之最。上补习班的天数多为"1

天"（36.4%）或"两天"（34.0%），每次在补习班学习的时间长达"3小时左右"（33.9%）或

"4小时以上"（24.4%）的人也很多（见图 2-10），估计是因为北京的小学生多在休息天上

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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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去兴趣班的情况（北京） 

 

 

注 1∶同时有多个回答。  

注 2∶由于在中国，英语是小学 3年级以上（北京市是小学 1年级开始）的必修课，所以上

补习班补习英语的学生也较多。兴趣班的"外语"一项中可能包括了这部分上补习班的学

生。  

注 3∶"其他"中多为"奥数（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作文"等与学习有关的兴趣班。 

兴趣班中上"英语班"的人最多（61.8%），说明超过 60%的小学生课外也在学英语。在

与学习有关的兴趣班非常盛行的同时，参加"体育运动"（50.5%）、"音乐"（34.2%）和"绘

画"（27.8%）班的学生比例也很高（见图 2-11）。 

 

■ 赫尔辛基 

 

图 2-12 与学习相关的活动小组·俱乐部的参加情况（赫尔辛基） 

 

注∶赫尔辛基几乎没有类似于"补习班"的机构，所以提问形式为"是否参加可自由参与的学

习小组或俱乐部的活动"。 

赫尔辛基没有类似于 3个东亚城市中的补习班那样的机构，因此调查中请接受调查者就

"是否参加可自由参与的学习小组或俱乐部的活动"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其结果，参加率为

21.1%（见图 2-12）。 

在兴趣学习方面，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最多，为 63.5%，其次为"绘画"（27.4%）和"音

乐"（25.9%）。"什么都不干"的人只占 9.5%，说明多数小学生课外会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

（见图 2-13）。但是，在和其他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比较时，请注意在芬兰语中"兴趣班"

和"兴趣爱好"是同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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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去兴趣班的情况（赫尔辛基） 

 

 

注 1∶同时有多个回答。 

注 2∶芬兰语中"兴趣班"和"兴趣爱好"是同一个词，所以接受调查者可选择的范围比较广，

包括一些兴趣活动。 

注 3∶在赫尔辛基，由民间机构组织的兴趣班较少。绝大多数都是以地区为中心自发组织的

一些兴趣小组或由行政·官方机构、宗教团体提供的项目，并且这些活动都是无偿提供的。 

 

■ 伦敦 

 

图 2-14 去补习班的比率（伦敦） 

 

注∶提问形式为"（课外）是否去与学习有关的学校（比如民营的以补习为目的学校）？"。 

图 2-15 去兴趣班的情况（伦敦） 

 

注∶同时有多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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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外补习班的学生所占比例为 13.1%，说明课余继续学习的小学生很少（见图 2-14）。 

在兴趣学习方面，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项目，高达 65.2%。其次

分别是"音乐"（18.1%）和"芭蕾•舞蹈"（13.1%）。而"什么也不干"的人也有 19.8%，为 6

个城市之最。（见图 2-14） 

■ 华盛顿 DC 

图 2-16 去补习班的比率（华盛顿 DC） 

 

注∶提问形式为（课外）是否去与学习有关的学校（比如民营的以补习为目的学校）？ 

 

图 2-17 去兴趣班的情况（华盛顿 DC） 

 

注∶同时有多个回答。 

上课外补习班的学生所占比例为 7.2%，说明华盛顿 DC 的小学生和伦敦的小学生一样课

余继续学习的人很少（见图 2-16）。 

在兴趣学习方面，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75.5%，也就是说每 4 人中

就有 3人参加"体育运动"。其次分别是"音乐"（27.5%）和"芭蕾•舞蹈"（13.7%）。兴趣学

习的前三位和伦敦完全一样，但比例比伦敦略高（见图 2-17）。 

 

更多精彩调查，请参考儿童研究网 www.crn.net.cn 的“调查资料”专栏 ↓ 

http://www.crn.net.cn/research/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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