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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起，「優質教育基金學生支援網絡計劃」開始在中、小學推行良好上網的

教育工作。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學生使用網絡的頻率越來越高，網絡沉迷同樣應運

而生。在多年與不同學校的合作及交流中，他們均表達以上的網絡問題實在非常棘

手，尤其對網絡的現況難以掌握，亦不知從何入手處理。因此，自2012年起，計劃

的團隊們便設計了「網絡沉迷學生治療小組」，為合作的中、小學校提供支援。

經過6年的時間，計劃已經順利在超過50間中、小學推行了70個網絡沉迷治療小組。

當中計劃團隊們憑著累積豐富的經驗，參與外國的文獻，反覆更新及檢討各個小組的

介入手法，總算確立了一套推展治療小組的理念及原則。6年的努力，亦得到不少參

加者和學校的正面回應。

計劃推行至今即將完結，但引導學生正確使用網絡卻是長遠的任務。因此，我們希望

藉出版這本治療小組的分享集，將計劃團隊們多年的寶貴經驗與大家分享，並鼓勵社

會各界共同就學生面對的網絡問題伸出援手。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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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美國心理學博士Kimberly Young首先發表及定義「網絡成癮」(Inter-

net Addiction)一詞，又發表了測試網絡成癮的條件及量表，指出在不受控制的情況

下過份使用網絡，影響個人心理健康、社交及工作，便有機會是網絡成癮。可是，由

於各界對「成癮」的定義不一，因此網絡成癮直至現時仍未正式確立收錄在精神疾病

診斷與統計手冊之中，因此當中仍有不少討論的空間。

雖然網絡成癮看似複雜，但我們仍能借鏡成癮行為發現其主要的成因。屈偉豪博士曾

在《網絡沉溺 – 家長救兒手冊》一書中指出，要了解沉溺行為的形成，可以從背後所

渴慕追求的動機作了解：刺激享樂（Pleasure）、舒洩減壓（Pressure Release）、

安全擁有（Possession）、建立關係（Personal Relation）、證明能力（Power）及

尊嚴地位（Place）。要處理學生沉迷上網的情況，就先要了解學生背後的需要。

由於網絡成癮難於定義，因此我們定位以「長時間使用互聯網的學生」作為小組招募

的對象。我們希望及早協助學生檢視自己上網習慣的意識、培養改變現況的動機、發

掘多元化的興趣及訂立清晰的人生目標；最終讓學生能夠自律地平衡生活及網絡運

用，預防學生走入成癮的陷阱。

 

什麼是網絡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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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的「4類人」

從我們推行小組的經驗中，我們總結出4種不同類型的年青人，代表著4個影
響年青人長時間使用網絡的原因。

第一類人：「Kill time」的年青人

在眾多小組之中，學生使用網絡的原因離不開「好玩、生活太無聊」此類原因。當中

有學生實在無所事事，純粹用網絡來虛度光陰，所謂的「kill time」，我們便鼓勵他

們努力發掘不同的興趣。可是，我們也發現在一部分學生身上的這份無聊，與時間多

少無關。他們表達時間表編得密不透風，例如有學生表示每日放學後，加上參加課外

活動及補習，回家吃飯已經是晚上八時，還未計算在家仍要溫習或做功課，星期六、

日也要上興趣班和補習。為了逃避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唯有在放學到補習之間的時

間、趁父母不在家時、犧牲睡眠時間，或放假沒有父母監管瘋狂上網。他們的時間就

好像被扼殺一樣，是另一種的「kill time」。

對於這一類「Kill time」的年青人，在介入上難度很高，當中涉及父母的管教。很多

時候我們只能多聆聽他們的心聲，認同他們的感受，也盡可能讓他們從父母的角度看

待自己使用網絡的情況。與此同時，作為成年人，我們怎樣看待孩子的生活和他們的

選擇，這是值得大家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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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人：N 無的年青人

網絡遊戲或社交平台，很容易為一些在現實生活中屢遇失敗的年青人提供滿足。我們

在成績稍遜的學校中，遇上現實生活中無強項、無興趣、無朋友和無動機的學生。該

學生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網上認識的，他們會和我一起打機，為何我還要在現

實生活當中找朋友?」苦無對策下，導師最後帶了整個小組到長者中心做義工。完成

後檢討時，學生都認同自己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

我們明白，每個學生都有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我們在小組當中，也強調所有的

決定或改變是自由的。對於中學生，我們在小組中只是為學生提供不同生活的角度，

肯定學生一些對未來生活的幻想，鼓勵他們努力尋找自己目標；而小學生我們會鼓勵

他們嘗試不同的事物，發掘強項，同時多考慮個人責任的重要性。

第二類人：欠缺家庭支援的年青人

家庭支援的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青少年沉迷上網的情況。我們曾經接觸一位學

生，因為父母需要長時間工作，較少在家陪伴孩子。該學生便經常在放學後留連街

上，到任何可以上網的地方上網，例如電訊公司或電器商店，到深夜才回家。經介入

後，了解到該學生對於自己的生活甚不滿意，自信心亦很低，朋輩支援和父母的照顧

也不足。更甚，他表示希望在畫畫方面可以發揮自己，但父母卻認為只要提升他的學

業表現便已足夠。我們只好將有關學生交由學校社工繼續跟進，希望校方能夠與他的

父母接觸，改善現時學生的狀況。

這個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尚有接觸很多未能得到適當家庭支援的學生，例如：雙

職父母、父母早出晚歸或由祖父母照顧等。這些學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智能手機，但

在缺乏父母的監管下，都成了「低頭一族」。我們相信，要處理學生沉迷上網的問

題，父母的管教往往遠勝我們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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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人：夢想成為「網紅」的年青人

最後一類人，是近年出現的特別群組。我們接觸到一群希望在網絡上發展的中、小

學生，例如：「電子競爭」選手、「YouTuber」或直播主持，在社會上越來越多討

論。有些學生感到自己在網絡的某方面特別出眾，例如在某遊戲打上「白金」的排

位，便希望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大力發展。

我們曾經反覆思量如何作出介入，因為改變上網習慣似乎間接地反對了他們的理想，

但在網絡上發展有很多未知的元素。最終團隊們做了資料搜集，認識了推廣電子競爭

的團體和現職的「YouTuber」後，更有信心去與學生以商討的態度分析在網絡上發

展的要點，亦推動學生主動地認識網絡上的不同「行業」，了解它們的前景和「網

紅」背後的努力及辛酸。

總括而言，我們在處理學生使用網絡上有更大的彈性。時刻更新和掌握現時網絡的現

況，我們才可以用更長遠和全面的思維，考慮更適切的介入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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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法

外國有不少專家均研究治療網絡成癮患者的對策。縱觀不少專家的文獻
（King, D.L. 2012；Enormanc, M. 2012；Erden, S. 2015），最普遍應
用於治療網絡成癮的方法為改變輪（Stages of Change)，亦是我們主要套
用的介入模式。另外，我們亦會運用不同的治療手法，例如認知行為治療手法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動機式面談（Motivational Inter-
viewing）的提問方法和尋解導向治療（Solution Focused Therapy）。

第一階段：前期思考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學生大多被邀請到治療小組時，他們對於被指出有沉迷上網的問

題會感到反感，或對自己的上網習慣沒有特別的想法。因此我們在前思考期為學生提

供的問卷，目的只為了解學生的上網習慣，或讓他們分享自己對於上網的看法。運用

量表的客觀分析，學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檢視自己的上網狀況。

此外，工作員必須盡快在最初的三節內與學生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亦要掌握學生的

特性、上網習慣及沉迷原因，以確定下一步的治療方案。

由於計劃的資源所限，加上一般有長時間上網習慣的學生在參加小組的動機較低,故

我們的小組設計為8節，每節1小時。經驗上大部分學生都可以經歷改變輪(見圖一）

的首三個階段。不過，學生能否經歷整個改變輪，關鍵在前思考期及思考期的轉變。

我們也遇上有些學生在8節小組後，仍在前思考期的階段，不認同自己的上網習慣有

問題。能力的差異亦影響學生經歷整個改變輪的時間。

I. 改變輪(Stages of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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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思考期

第三階段：準備期

透過前思考期填寫問卷和工作員的提問介入下，當學生認同他的上網習慣出了問題，

便代表他開始進入了思考期。工作者必須把握機會，與學生更深入探討長時間上網帶

來的問題，了解他未能改變沉迷習慣的困難及肯定他願意面對問題的積極態度。

當學生開始思量作出一些改變時，便是進入了準備期。在準備期，工作員可以與學生

商量改變的目標，例如：「每天以半小時運動代替半小時打機時間」或「完成功課後

才用電話上網」等。初期訂立的目標可以是較容易實踐的，往後因應情況逐步更新目

標的強度，直至能夠達到平衡生活及網絡使用的最終目標。

圖一:改變輪 (Stages of Change)

參考自：Prochaska, Norcross, & Diclemente. (2013). Applying the stages of change.  Psychologists’ 

desk reference,  p17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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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行動期

第五階段：維持或復發

當學生進入行動期的階段，工作員主要跟進及協助學生實踐在準備期所訂立的各項目

標。過程中，工作員最重要是擔當「教練」的角色，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控制上網時間

的能力及限制，明白他們在建立新習慣時的感受，以及在學生遇上困難時並肩同行。

就一般人而言，要建立一個新的習慣約需要三十日的時間(Ben-Shahar, T. 2007)，當

中所經歷的掙扎及痛苦會維持一段長時間；因此，工作員的支持和同行是尤其重要

的。

最後，學生會經歷改變輪的最終階段，不過我們要留意當中必然有兩個可能性：「成

功離開網絡沉默」或「復發及循環」。改變一個習慣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即使工

作員已盡力做好介入，我們仍要明白學生有其軟弱及限制，有機會再次墮入沉迷的習

慣當中。工作員面對學生復發的情況，首要控制自身的負面情緒，然後運用同理心及

接納的態度面對學生，與他檢討問題所在，最後才計劃如何再一次一同經歷改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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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式面談本身並不是一種治療手法，它卻是一套重要的介手手法，大大幫助工作員

展開整個治療過程，因此常用於小組的第1,2節。透過工作員細心聆聽，以及特定的

一連串提問和回應，動機式面談可以協助學生分享和處理改變上網習慣的矛盾情緒，

例如：

• 一旦停止 / 減少使用網絡，你會有什麼感受和反應?

• 你認為繼續維持現在的網絡使用量，最壞的情況會是怎樣?

• 如果要你說出一個改變上網習慣的原因，它會是什麼?

• 你認為要減少上網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 如要作出改變，你預期改變為你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II. 動機式面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III.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IV. 尋解導向治療(Solution Focused Therapy)

認知行為治療著重幫助人尋找自己不理性的想法，並學習新的正面思考模式，繼而改

變他面對問題時的感受、行為及習慣。當中需要透過輔導員的提問，輔以客觀的問卷

調查，引導學生分享使用網絡背後的想法，從而促進學生產生新的思維及經歷改變輪

的不同階段。這套治療手法適當用於在前思考期的學生身上。以下是我們在小組當中

常用到的提問：

尋解導向治療著重「以解決方法為焦點」的原則作出介入，並主張關注事主生活上正

面的部分更有效改善他們的情況。我們在準備期會運用到這套治療手法，與學生一起

商議改變上網習慣的方向及策略，當中包括：

• 一旦停止 / 減少使用網絡，你會有什麼感受和反應?

• 你認為繼續維持現在的網絡使用量，最壞的情況會是怎樣?

• 如果要你說出一個改變上網習慣的原因，它會是什麼?

• 你認為要減少上網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 如要作出改變，你預期改變為你帶來的好處是什麼?

• 設計時間表及紀錄每日生活作息

• 與學生探討可替代網絡的活動

• 訂立不影響生活的網絡使用定量

• 發掘學生生活上的興趣及改變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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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小組活動大綱及內容

第1 – 3節 (前思考期，適用於中、小學生)

目的：

內容：

• 建立良好及互信關係

• 強化學生參與小組動機

• 了解學生沉迷程度及背後原因

• 誘發學生改變的動機

1. 工作員可先運用簡單的破冰遊戲，例如：「七級豬」、「UNO心臟病」等讓組員

互相認識，然後訂立小組規則，如：互相尊重、積極參與及準時等。

2. 運用桌上遊戲(Board game)，不但可以營造輕鬆的氣氛，強化學生參與小組的動

機之餘，更能藉此了解組員的特性(詳見表1)。導師更可以在桌上遊戲的過程中加

入提問，引導組員分享一些使用網絡的情況，例如：「桌上遊戲中的刺激感覺，

與你在打網上遊戲時有什麼異同？」

3. 遊戲後，輔以評量表客觀檢視學生的網絡使用狀況，第一節可先讓組員評估自己

是否網絡沉迷和使用網絡的習慣(詳見附件一)；第二節了解沉迷背後的經過及原因

(詳見附件二)；第三節詳細地量度組員網絡沉迷的程度(詳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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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部分選用的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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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類

策略類

圖騰快
手

(Jungle Speed)

矮人礦
坑

(Saboteur)

全面通緝(Wanted)

大富翁紙牌
(Monopoly Deal)

閃靈快手
(GeistesBlitz)

德國小強
(KakerLakenPoker)



第4 – 6節(思考期)

目的：

小學版內容：

• 誘發學生改變的動機

• 發掘學生優點、強項及興趣

1. 透過活動「行動大解構」工作紙(詳見附件四)，從一些普遍年青人對使用網絡的回

應找出4種不同的「放縱思考」和行為表現，讓學生思考自己的現況；然後，導師

講解「控制上網五部曲」，引導學生打破「放縱思考」。 

 

 

 

 

 

  

2. 透過活動「齊來過4關」，讓組員在限時內完成4個不同的挑戰，組員需要考慮各

項挑戰的難度和所需時間，學習正確分配時間的原則。另外,可運用「時間好分

配」工作紙(詳見附件五)，讓學生檢視自己的作息時間。

3. 在發掘學生優點、強項及興趣方面，工作員可讓學生運用日常的物件製作小攤位

的「才能嘉年華」，讓組員發揮創意，將平平無奇的膠杯、筷子、雪條棒和波子

等物品，製作成為有趣的玩意，繼而令他們明白網絡以外尚有很多新奇的事物有

待發掘，同時亦可讓學生發揮個人創意及了解自己的強項和興趣。

I. 「留意放縱思想」

II. 「停一停，稍作休息」

III. 「自我反問，思考最壞的後果和其他選擇」

IV. 「轉移視線，遠離電腦」

V. 「自我激勵，不再沉迷」

控制上網五步曲：

與學生討論使用網絡的
原則

讓學生發揮創意，創作
不需網絡的小玩意進行「齊來過4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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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版內容：
1. 透過需要考慮分數與風險的桌上遊戲，如：「印加寶藏」及「紙牌大富翁」，再

加上導師提問及討論，讓學生衡量上網的好處及壞處。

2. 透過個人特質測試(香港輔導教師協會,2010)，與學生探討個人強項及於網絡發展

的現況。

3. 此外，運用生活紀錄表(詳見附件六)，與學生探討如何平衡網絡使用與現實生活的

各個項目，並與學生訂立減少使用網絡而可行的小目標。

除了以上活動，小組導師亦需要按組員的情況作出內容調整，例如：我們曾經遇上一

些較少發展個人興趣的學生，導師為了讓他們有更多機會，開闊他們的眼界，便嘗試

與學校商議及決定帶領學生前往長者中心作探訪活動；活動後學生體驗到上網以外原

來有不少有意義的活動可以嘗試，同時他們亦體驗到自己仍有不同的能力去為他人服

務 。

組員進行「印加寶藏」
遊戲

帶領學生參與義工服務

導師在活動後進行
提問及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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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人生拍賣活動，提供不同的拍賣項目，如：與網絡使用有關的「無限上網時

間」和「成為網絡紅人」等，以及與個人責任有關的「做家務」、「參加學校比

賽」等，在競投後透過導師的提問和討論，強調個人責任與網絡使用必須取得平

衡。

2. 以情境討論，如：因沉迷上網而逃學、孤立自己和與父母關係惡化等情境，引導

學生歸納及應用正確使用網絡的原則。

在最後一節，導師準備不同顏色的糖果，代表生

活上不同的範疇，例如：紅色代表娛樂，綠色代

表家庭等，讓組員輪流選擇糖果放在代表「我的

生活」的盆中，並說出與該範疇相應的項目，例

如：在「家庭」範疇中，嘗試多與家人談天。導

師以此活動總結網絡使用的同時，亦需要關顧和

平衡生活當中的不同範疇

1. 檢討過往訂立的時間表和實踐改變的進度，協助

學生探討改變網絡使用的策略。

2. 透過活動，如：桌上遊戲「生命之旅」及在雜誌

找素材拼貼理想人生的「拼貼未來」，引導學生

思考人生目標，重新思考網絡使用的意義。

3. 最後，導師帶領小組分享環節，在最後一節總結

小組所學，同時勉勵組員堅持改變網絡使用的進

程和努力尋找個人的發展方向。

第7 – 8節(準備期)

目的：
• 強化學生改變的動機

• 鞏固學生正確使用網絡的原則

小學版內容：

中學版內容：

從雜誌中尋找構
想未來的生活

與學生進行情境
討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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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參加者的策略

根據過往經驗，一般學校招募學生參加治療小組，主要方法為透過教師的觀
察及接收家長的要求。以下有數個招募學生的建議，可以令治療小組更有效
地推行：

1. 學校應採用鼓勵學生參加的態度，並讓學生自己決定參加與否，可確保小組的學

生有較大的動機參與。盡量避免以懲罰的方法強逼學生出席，以免破壞學生與工

作員之間的關係。

2. 盡量避免運用標籤的字眼向學生介紹小組，例如要求學生在小組「戒機」等。學

校可以正面地介紹小組目的是讓他們重整便用網絡的心態及習慣，並說明改變的

決定權仍然在學生手中。

3. 參加者的人數最好維持在6至8人之內，經驗上這個人數比較合適進行遊戲，亦有

利於工作員在小組中、後期個別跟進學生的改變狀況。此外，參加者的年紀及性

別相若會有更好的效果，他們會較容易對小組產生歸屬感，上網的習慣和背景相

若亦令工作員較容與他們作小組討論。

4. 一般學校會提供放學後的時間推行小組。不過在經驗上，如學校可以提供課堂或

午息時段舉行，學生動機比課後時間更佳，亦避免學生有課外活動、被罰留堂或

「偷走」放學而缺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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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後的跟進工作

由於小組只有八節的時間，大多時學生到達了準備期甚至是行動期，已經是
小組的尾聲。不過，學生仍然需要有人在他身旁擔當「教練」，跟進他實踐這
個改變的進度。因此，若要強化這個小組的成效，與學校合作提供小組後的
跟進會更理想。

首先，學校可以因應學生的不同需要，增加不同的課外活動或學習機會，以取代原來

上網的時間。過往我們所合作的學校，在校內會提供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例如是單

車訓練、閃避球或桌上遊戲的小組。另外，有一些學生確實在網絡上有他的能力，亦

可以提供拍攝、航拍、短片製作或手機軟件程式撰寫的活動，讓他們更正面地運用網

絡這個珍貴的資源。

此外，對於中三以上的學生，學校更可以運用生涯規劃的手法，繼而協助學生計劃自

己的未來。當中可能需要借助學校的升學就業支援組合作，為學生提供適切的輔助及

升學就業資訊。當學生對將來有希望及有方向，他便會有更大的動力去努力改變自

己。有一點亦需留意，我們在小組均有遇上不少學生表示想當上「YouTuber」或「

電競選手」。工作員要對這些新興的行業有所掌握，才能與學生探討這些發展方向的

可能性，這點也是讓學生與工作員能建立互信關係的基礎，及後工作員對學生所提出

的建議，學生也會更易受落。

學校舉行桌上遊戲小組學校航拍小組的作品
學生學習運用

VR技術

17



在我們的經驗中，有部分的學生欠缺家長的關注及提醒下，養成沉迷上網的
習慣；也有部分學生反映家長高度控制他們的作息，對成績要求很高，以致
用上網逃避當中的挫敗感和壓力。這些學生不但需要我們在小組中改變他
們的想法和使用網絡的習慣，更需要家長的配合才能令學生完成整個改變
的過程。

因應以上家長的情況，學校社工在推行小組的期間及小組後的跟進時，嘗試恆常與學

生的家長聯絡，定期關心學生的情況。學校亦可考慮舉行家長講座及面談，讓家長在

網絡使用上有更多了解，縮窄雙方對於網絡使用的期望，同樣有利小組推行的成效。

最終，家長若能得到以上支援，便能夠更有效與子女建立良好互信的親子關係，也可

以在家中發揮監察的角色，並與學校合作以一致的策略協助學生改變長時間上網的情

況。

小組以外的家長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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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使用網絡習慣問卷

1. 就你過去一星期的情況，填寫以下問卷。

2. 你每天花幾多時間在網絡上進行以下活動？

參考自：Young, K.,(1999) Internet addiction: symptom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In L. VandeCreek & T. 
Jackson (Eds.). Innov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A Source Book. Sarasota, FL: Professional Resource Press.

沒有
這種
現象

有這
種現
象

你是否覺得被網絡所佔據（腦海總想着之前的網絡活動，或預期參
與的網絡活動）？

你是否需要增加使用網絡的時數，才可得到滿足？

你曾否嘗試過花少一點時間在網絡上，卻沒有成功？

當你嘗試減少或停止上網時，你是否感到煩躁不安、心情低落或感
到憤怒？

你在線上的時間是否超過自己本來預期的時數？

你曾否因着上網而試過或差點影響與重要人物的關係、工作或學
業？

你曾否為了隱瞞上網的時數，而向家人、師長或其他人說謊？

你會否以上網來逃避問題或減輕煩躁不安的心情（例如：無助、內
疚、焦慮、失落等）

網上活動
小時

(平日)
小時

(平日) 名稱

打機
分享 / 觀看影片
討論區
社交及通訊
漫畫
色情資訊
賭博
其他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製作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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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使用網絡歷程問卷

1. 最早上網作娛樂用途的年齡：

2. 接上，在那裏玩？

3. 接上，誰帶你玩？

4. 接上，玩什麼？

5. 之後，最瘋狂上網的年齡是：

6. 接上，在那裏玩？

7. 接上，誰與你一起玩？

8. 接上，玩什麼？

9. 你覺得現時需要節制嗎？

10. 最令你想節制的原因：

11. 最令你不想節制的原因：

12. 你曾試過節制使用網絡嗎？

13. 你曾經做過什麼去減少使用網絡？

14. 在網上最大的引誘是：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製作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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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網絡成隱評量問卷

0＝不適用、1＝幾乎不會、2=偶爾、3=常常、4=幾乎總是如此、5=總是如此

1.你幾經常發現自己上網時間超過原先預計的時間？

2.你幾經常放下應該完成的事而把時間用來上網？

3.你幾經常選擇上網來獲得興奮感，多於人際間的親密互動？

4.你幾經常在網絡上結交新朋友？

5.你幾經常因為上網花太多時間而被周遭的人抱怨或指責？

6.你幾經常因為花太多時間上網而造成學業退步？

7.你幾經常在做事之前先檢查智能電話或電腦？

8.你幾經常因為上網而使工作表現失常？

9.當有人問你上網做些什麼時，你幾經常變得有所防衛或隱瞞？

10.你幾經常藉由回想上網時愉悅的事來阻止自己想到困擾的事？

11.你幾經常期待自己能再次上網？

12.你幾經常害怕少了網絡，而人生變得無聊、空虛、無趣？

13.若有人在你上網時打擾你，你幾經常會怒斥、吼叫或發脾氣？

14.你幾經常因為半夜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

15.你幾經常在離線時仍然對網絡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或幻想自己正在上網？

16.當你上網時，你幾經常告訴自己「只要幾分鐘就好」？

17.你幾經常嘗試縮減上網時間卻失敗？

18.你幾經常試着隱瞞自己的上網時數？

19.你幾經常選擇把時間花在網絡上而不想跟人出門？

20.當離線後，你幾經常因為沒上網而感到心情鬱悶、喜怒無常或緊張，而   
20. 一旦上網，這些情緒就消失？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製作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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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行為大解構工作紙

行為大解構

拖得就拖

不負責任

自欺欺人

自我放縱

十二點先做完
功課，唔一定
關打機事。

未執好桌子，一
陣媽媽就會幫我
執，打機要緊。

放假，盡情打機，
無所謂啦！

玩多一陣先
去做功課 。

阿媽都未返
到，玩到佢返
到先沖涼喇。

上網同人傾計
都一樣姐，唔洗
面對面傾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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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時間好分配(小學生用)

時間好分配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製作 2017年

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時，你們於時間分配時，你會如何分配以下六個範疇：學業、

家庭、朋友、娛樂、健康及興趣。（一格代表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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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記錄表
附件六：生活記錄表(中學生用)

Mon 
(     )

Tue 
(     )

Wed 
(     )

Thu 
(     )

Fri 
(     )

Sat 
(     )

Sun 
(     )

07: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00:00

01:00-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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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劃學校名單
中學 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書院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天水圍香島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屯門官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天水圍循道衛理小學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保良局志豪小學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保良局雨川小學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保良局黃永樹小學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浸信會永隆中學 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基督書院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深培中學 馬鞍山靈糧小學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惠僑英文中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聖公會基愛小學

聖文德書院 路德會沙崙學校

聖母院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裘錦秋中學(屯門)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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