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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背景
隨著現今科技的進步，網絡已經提昇至生活必需品的程度，青少年使用網絡的趨

勢越見普及和年輕化。特別是智能電話和數據服務的出現，更加速了青少年使用網絡
的普及程度。這個現象因而衍生出各種使用網絡的問題，包括網絡沉迷、網絡欺凌和
網絡安全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地影響青少年的個人身心健康、學業，以及他們與家
庭和學校之間的關係。

因此，自2011學年開始，復和綜合服務中心獲得優質教育基金的委託，推展一項
名為「優質教育基金學生支援網絡計劃」。在過去的6年，本計劃以正面紀律為取向，
促進及發展學校支援網絡，培養青少年自我規律的品格，提昇教師們、社工及家長處
理青少年網絡行為問題及協助青少年塑造正面網絡文化。 

一、計劃背景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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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劃之管理架構
本計劃一直以來由督導委員會所督導及監察。督導委員會籌組成員包括：黃成榮

教授擔任主席，另有復和綜合服務中心代表及負責這項計劃的社工、優質教育基金推
廣及宣傳委員會成員、教育局代表及參與計劃之核心學校的校長(見圖1)。

督導委員會每年均會召開兩次的會議，一方面檢討已進行的活動成效，另一方
面討論及加入新元素於計劃當中。計劃的社工亦會每年匯報計劃進度及成效。在這六
年間一直有賴督導委員會促進整個計劃的推行，同時確保計劃內各項活動的質素及成
效。

圖1：學生支援網絡計劃督導委員會的架構

督導委員會

黃成榮教授、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代表、
計劃統籌及社工

教育局代表

核心學校校長
QEF推廣及宣傳

專責委員會成員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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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之理論架構：正面紀律
「正面紀律」的理念認為青少年在得到管教者提供清晰引導、充足學習時間和支

援下，能夠學會作恰當的決定，做出對己對別人都有好處的行為。換言之，家庭及校
園若能建立一套促進和諧及鼓勵自強不息的文化，青少年便能自律地使用網絡。本中
心的《校園生活與網絡行為調查研究報告》及《青少年網絡欺凌及校園欺凌行為研究
報告》中，亦有數據證實學生的「和諧校園指數」、「對學校的歸屬感」、「和諧家
庭指數」及「自我效能指數」愈高，上網行為習慣愈少、上網活動時間愈少、被他人
網絡欺凌及參與網絡欺凌別人也愈少。

正面紀律有其清晰的實踐架構 (見圖2)，透過促進師生間的良好互動，令各方人士
明白自己在校內的角色，學生從被欣賞中感到自己被接納，嘗到成功的滋味，然後建
立自信，發展個人的動機及目標，學會更懂尊重他人，最終建立自律。在計劃中，我
們積極鼓勵學校及家長運用正面紀律手法，處理青少年使用網絡的問題，以建立良好
關係基礎下減少他們沉迷上網的機會。

圖2. 正面紀律實踐架構

自律

更懂得尊重他人

從被欣賞中感到被接納

動機及目標得以增強

初嘗成功滋味並建立自信

明白自己在校內角色

師生間的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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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的電子產品和互聯網的發展趨勢下，大部份的學生都擁有屬於自己的智能
電話，而且學生無論在做功課、溫習或搜集資料期間都有可能要利用電腦或互聯網作
輔助工具；因此，學校和家長們很難再使用嚴厲紀律和權威式管教手法去監控青少年
使用互聯網的時間及習慣。此外，青少年人亦可使用假名、偽造身份、甚至建立多過
一個的賬戶來參與網絡上的各種活動；再加上互聯網的世界是不受地域所限制，若果
學生發生網絡欺凌事件，一般的老師和家長亦較難追查事件。由此可見，我們認為青
少年的網絡行為必需由學校、教師、社工和家長等不同的層面作介入，並一致性運用
正面紀律的手法去教導他們，包括︰一般學生、高危學生或沉溺學生 (見圖3)，這樣才
可與發展迅速的互聯網世界競賽，幫助青少年健康地使用互聯網。

圖3. 不同層面的正面紀律手法

資料來源：屈偉豪，(2010)，《網絡沉溺－家長救兒手冊》，香港：Net work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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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正面紀律手法的基礎下，學校、家長、社工和朋輩的共同參與及支援，可
循序漸進地從不同層面去幫助青少年自律地使用互聯網，並有助整個教育界共同建立
正面的網絡文化 (見圖4)。

第一，我們認為學校層面可提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建立和諧校園文化，例
如︰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參與、提昇師生的關係等；此外，學校應引入教導學生
使用互聯網的品格課程，讓學生明辨使用互聯網的利與弊，以謹慎的態度過濾互聯網
的資訊。

第二，從家庭層面方面，我們建議家長應以身作則地使用互聯網，並以正面紀律
的管教手法教導子女並保持良好的溝通和關係，建立子女以盡責和節制的品格使用互
聯網。

第三，從社工的介入層面，可為家長及教師提供支援，協助處理邊緣及高危的學
生；此外，社工亦可提供治療小組予有需要的學生，改善他們的社交及生活技能，避
免參與及處理網絡欺凌的問題等。同時，社工亦需要為全校學生舉辦預防及教育性的
活動，減少及避免學生墜入網絡沉迷的危機當中。

第四，從朋輩層面方面，我們建議青少年要有良好的同儕支援網絡，以免他們因
被排擠或欠缺朋友而倚賴社交網絡；而學兄學姐及風紀亦要學習處理朋輩衝突，從而
協助同儕化解輕微的衝突，減少事件惡化及演變成網絡欺凌。總括而言，我們認為多
方面的介入及支援，能有效提昇學生的保護因素，如︰和諧的家庭、良好的師友；減
少學生對互聯網的倚賴，才能抵禦千變萬化的互聯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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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發展學生支援網絡的進程
由首年招募5所核心學校起，我們每年都會招募新的學校參與此計劃。截至2016

至2017年度，總共有47所參與計劃的中、小學校。我們招募學校參與計劃時，並非
只單方面為學校提供服務及支援，更同時將不同的學校聯繫，營造互相支援的學校網
絡。在這個網絡中，核心學校可以與夥伴學校分享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的經驗，而計劃
亦提供定期的分享會，讓所有學校分享各種有關推行正面網絡文化及青少年網絡現況
的資訊。

我們整個計劃團隊亦由最初3位同事推行，本年度已發展成為7位同事的團隊。我
們在推行計劃期間，透過累積前線工作的經驗、了解學校在網絡文化的處理及問題、
蒐集不同專家的工作手法及與熟悉網絡的各界人士合作，得以確立以正面紀律為原則
的工作方針及手法，繼而運用以上的學校網絡將正面網絡文化傳播。

2011 - 2012
5所核心學校

2012 - 2013
7所核心學校
7所夥伴學校

2013 - 2014
8所核心學校
13所夥伴學校

2014 - 2015
11所核心學校
21所夥伴學校

2015 - 2016
12所核心學校
27所夥伴學校

2016 - 2017
12所核心學校
24所夥伴學校
11所參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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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計劃回顧及重點活動

• 招募5所核心學校開展此計劃
• 計劃為學校提供一系列活動，包括：

- 教授正面紀律及處理朋輩衝突手法的學生領袖訓練
- 以網絡沉迷及網絡欺凌為題的學生講座
- 講解以正面紀律管教子女的家長講座
- 講解以正面紀律創建和諧校園的教師培訓

• 出版《校園生活與網絡行為調查研究報告》（圖1）

• 舉行「塑造優質網絡文化與方向研討會」 （圖2）

2012 - 2013年度

• 增長至7所核心學校及7所夥伴學校
• 在支援學校的服務加入學生治療小組，以支援3種類型的學生：潛在欺凌者、潛在

受害者及長時間上網的學生
• 推出《至正網絡課程教材套(初中版)》，並為主持課程的教師提供支援及試教 （圖3）

• 推出《正面紀律風紀手冊》，集結學生領袖訓練的內容及學生分享 （圖4）

• 推出《Smart瘋新一代 - 家長錦囊》，向全港家長推廣以正面紀律管教子女及處理
網絡使用問題的手法 （圖5）

• 舉行「建立正面青少年網絡文化分享會」

2011 - 2012年度

（圖1）

（圖4） （圖5）（圖3）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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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 2014年度
• 增長至8所核心學校及13所夥伴學校
• 在支援學校的服務加入「至『IN』大使」及「『CARE』大使」，以培訓學生領袖

協助宣傳正面網絡文化
• 推行全港性聯校家長講座，講解有關網絡現況及青少年的網絡沉迷的處理方法
• 推行聯校親子同樂營，教導學生沉迷網絡的影響，同時強化家長的管教技巧及認識

網絡現況
• 推出《至正網絡課程(小學版)》，以八大品格教育小學生正確使用網絡（圖6）

• 推出《上網必殺技　– 培養網絡品格小冊子》，向小學生宣傳正確使用網絡的八大
品（圖7）

• 舉行「網絡行為的預防教育工作 ﹣挑戰與對策」分享會
• 舉行「至『正』網絡嘉年華暨『無網一小時』起動日」，向公眾宣傳多與身邊的人

溝通，節制上網的好習慣

（圖6）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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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至11所核心學校及21所夥伴學校
• 推行「至正網絡校園獎勵計劃」，鼓勵學校推行有關正面網絡文化的活動
• 推出「手機停泊卡」供家長使用，鼓勵家長與子女每天抽出時間放下手機，互相溝通

（圖8）

• 推出《網絡欺凌 – 預防及處理教師指引》，為教師提供處理學生網絡欺凌的方法及預
防措施 （圖9）

• 推出「八大品格海報」(小學)及「反欺凌海報」(中學)，在全港中、小學推廣正面網
絡文化（圖10）

• 啟動網上平台：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 教學資訊庫，為教師及社工提供正面網絡教育的
各種資源 (網址：www.std-support.net)（圖11）

• 推行「網絡聯盟」班級活動，讓學生以班本形式進行與八大品格相關的活動，學習正
確使用網絡的八大品格（圖12）

• 舉行「網絡行為的預防教育工作 – 挑戰與對策」分享會

2014 - 2015年度

（圖8） （圖9）

（圖10）

（圖11）

（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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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6年度
• 增長至12所核心學校及27所夥伴學校
• 舉行「親子『玩』法大募集」活動，收集全港小學家庭的親子遊戲，推廣以親子遊

戲促進家庭和諧及減低孩子沉迷上網的機會 （圖13）

• 舉行「正面網絡文化 - 微電影大賽」，以鼓勵中學生以拍片途徑發放正面網絡文化
資訊（圖14）

• 推出「暢談飯局 – 親子溝通小貼士」餐牌，提供親子溝通的「小貼士」（圖15）

• 出版《青少年網絡欺凌及校園欺凌行為研究報告》
• 啟動本計劃的Facebook專頁，定時向教師及家長發放有關網絡的最新資訊及活動

成果(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tdsupportnet/) （圖16）

• 舉行了「新媒體對學校的衝擊與挑戰 – 校長高峰會2016」，共同探討網絡世界及
文化為學校帶來的影響，以及學校應該如何作好準備及回應

• 舉行了「網絡中的機遇 - 從網絡中人看『世界』教師交流論壇2016」，邀請了香港
學生電子競技總會代表、「YouTuber」和浸信會天虹小學的朱子穎校長作分享，
帶出網絡為青少年創造的機遇（圖17）

（圖13）

（圖15） （圖17）

（圖14）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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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長至12所核心學校、24 所夥伴學校及11所參與學校
• 製作宣傳正面網絡文化的短片及圖片，以鼓勵學生正確使用網絡
• 製作有關青少年網絡沉迷及網絡欺凌的短片，讓全港教師對以上問題及處理手法有

更清晰的了解
• 舉行4次全港性計劃推廣講座，將此計劃的成果及心得向外界分享
• 出版《「機」不可失 - 沉迷網絡學生治療小組分享集》，向外界分享計劃中舉行學

生治療小組的經驗
• 出版《「CARE大使」小組訓練指引》，向外界分享訓練學生網絡大使的流程及方

法
• 舉行「和諧校園及預防欺欺凌策略：挪威及香港經驗的異同」，邀請了挪威的學者

及黃成榮教授於香港城市大學分享挪威處理及預防校園欺凌的經驗（圖18）

• 舉行了「『學生支援網絡計劃』成果分享會 – 從網絡文化中建立正面影響」，並同
時發佈《校園生活與網絡行為及校園欺凌研究報告》結果 （圖19）

2016 - 2017年度

（圖18）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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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成效、檢討及建議

2.1 各層面活動的評估方法
1.    收集問卷方法

計劃推行期間，在每一個活動完結前，我們都會使用問卷收集參加者對該活動的
評分、得著及意見。所有問卷都以即日派發，即日收回的原則收集。

2.    活動評估的成效指標
計劃評估會就每個層面推行的活動統計「我認為導師 / 講員能夠幫助我」、「活

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及「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3條題目的數據。有7成
以上參加者對以上所有3條題目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即表示該活動的成效達
標。

至於其中一項「聯校教師分享會」，由於活動問卷的形式與其他活動的有所分
別，因此我們會統計「活動的目標可以達到」、「活動內容切合主題」及「講者的整
體表現有效」3條題目的數據。有七成以上參加者對以上所有3條題目表示「同意」或
「非常同意」，即表示該活動的成效達標。

3.    活動參加者的意見
計劃評估會就每個層面推行的活動歸納參加者的意見數目及內容。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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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層面活動的成效
1.    學生層面活動成效：治療小組

在治療小組方面，我們統合了中、小學的網絡沉迷治療小組和社交技巧訓練小組
的所有數據。

網絡沉迷治療小組主要針對長時間使用網絡的學生。小組主要在8節的小組當中運
用改變輪(Stages of Change)的介入模式，以提昇他們檢視自己上網習慣的意識和引
發他們改善上網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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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ing)和尋解
導向治療(Solution Focused Therapy)來促進學生經歷整個改變輪。

社交技巧訓練小組主要針對社交技巧稍遜、有潛在參與欺凌或被人欺凌的學生，
以8節小組的時間，透過認知行為治療手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提升他們
的社交技巧和感同身受的能力，減低他們牽涉傳統欺凌及網絡欺凌的機會。

在數據上，超過八成學生認為導師能夠幫助他們(81.6%)。此外，超過七成半的
學生認為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79.5%)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76.3%)。就
以上3條題目，均有超過七成學生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治療小組的成效是達標
的。(詳見表1)

參考自：Prochaska ,  Norcross ,  & Dic lemente .  (2013).  Apply ing the s t ages of change.   Ps ychologis t s’ desk ref-
erence ,   p17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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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治療小組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0.8 1.7 15.9 26.5 55.1 4.3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0.8 1.7 18.1 29.9 49.6 4.3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1.7 2.5 19.6 27.0 49.3 4.2

在參加者意見方面，有大部分學生均表示參與小組後願意減少上網時間、重整生活作
息時間和學習到正確使用網絡的原則(N=134)。此外，大部分參與社交小組的學生表
示他們能夠學習到與朋友相處的正確技巧和態度，包括：如何如朋友溝通和尊重他人
(N=61)。

另一方面，有部分學生表示希望小組的時間或次數可以增加(N=36)，當中亦反映出不
少學生有較強的動機作出改變，願意透過參與小組改善沉迷上網或個人社交技巧。

好處
從數據上和學生的意見反映，治療小組是有效促使學生正確使用網絡及社交技巧。不
少學校的老師也表示學校有需要持續地開展治療小組。事實上，現今世代科技不停發
展及普及，長時間使用網絡的學生只會越來越多，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日子，治療小組
有其持續開展的必要性。

限制及建議
我們亦發現推行治療小組時有一些限制。其中一個限制是參與小組的學生在課後有其
他活動或需要留堂處理違規事件，以致未能每次出席小組。缺席的情況會阻礙個別學
生在治療上的進程。因此，我們也嘗試在午休時段或試後舉行小組，盡可能讓學生出
席每一次小組。

此外，我們也發現治療小組未能完全協助一些有家庭問題的學生，例如：家長長時間
工作而缺乏時間關心子女、家長在子女使用網絡上沒有作出管教，或管教方式太過強
硬而引起子女的反叛等情況，以致學生缺少動機維持正面的上網習慣。因此我們同時
以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教育家長，並與學校老師及社工緊密聯絡，盡力地全面支援有需
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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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層面活動成效：學生領袖訓練

學生領袖訓練為其中一項預防性活動，分為中、小學版本。中學版本主要為學校領袖
生提供團隊合作及處理人際衝突的訓練，以鼓勵領袖生以團隊形式提昇和諧校園之氣
氛；小學版本以「溝通」、「接納」、「尊重」及「同理心」四大使用網絡的品格為
主題，訓練學生大使於校內宣揚以上正確使用網絡的良好品格。

在數據上，超過八成半學生認為導師能夠幫助他們(89.3%)、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89.2%)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87.2%)。就以上3條題目，均有超過七成學生
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學生領袖訓練的成效是達標的。(詳見表2)

 表2：學生領袖訓練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0.6 1.2 9.1 37.6 51.7 4.4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1.2 0.6 9.1 40.4 48.8 4.4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0.9 3.5 8.5 39.1 48.1 4.3

在參加者意見方面，不少學生表示在訓練中學習到處理衝突的方法(N=64)、溝通技巧
(N=64)、同理心(N=56)、尊重(N=48)、團隊合作(N=43)及正面紀律之運用(N=43)。
以上參加者的意見反映他們切實地學習到訓練當中的重點。

好處
不少學校反映領袖生和學生大使在校內宣傳正面網絡品格上大有幫助，例如：在早會
或週會向學生講解正面網絡品格的信息、在小息或午休時舉行與網絡使用的攤位予學
生參與、製作宣傳短片或展板及與家長合作在家長日舉行攤位等。

建議
就以上成效所見，與網絡有關的學生領袖訓練是值得學校持續推行。唯學校若希望領
袖能夠發揮訓練中所學習到的技巧和品格，必需構思和準備訓練後有充足的實踐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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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層面活動成效：至IN大使訓練

至IN大使為一個預防性的教育活動，主要內容是訓練學生以話劇形式宣傳正面網絡
文化。學生在活動當中需要創作劇本、自製道具及排練。最後學生於校內公開演出，
以宣揚不同的正面網絡文化，包括避免網絡沉迷、拒絕網絡欺凌和注意網絡安全等信
息。

在數據上，超過八成半學生認為導師能夠幫助他們(87.4%)。另外，超過八成的學生認
為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84.9%)。同時，接近八成的學生認為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
常生活中(79.8%)。就以上3條題目，均有超過七成學生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至
IN大使的成效是達標的。(詳見表3)

表3：至In大使訓練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 / 12.6 47.9 39.5 4.3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 / 15.1 47.9 37.0 4.2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0.8 0.8 18.5 47.9 31.9 4.1

在參加者意見方面，最多學生表示他們在活動中學習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N=22)。部
分參加者能夠表示他們在活動中學習了網絡欺凌的禍害(N=14)及如何避免網絡沉迷。
由此可見，學生製作及表演話劇，推動了全校推廣正面網絡文化外，學生本身亦深刻
地了解及同意話劇當中的信息，例如：沉迷網絡遊戲而破壞學業、與家人和朋友的
關係；參與「改圖」和「惡意中傷」等網絡欺凌的行為，會對他人造成難以補救的傷
害。

好處
我們發現以話劇形式宣傳正面網絡文化，不論是參與小組的學生或台下欣賞話劇的學
生，他們的參與投入度相對一般學生講座為高。其中學生運用富創意和緊貼學生的生
活事例來製作話劇，大大吸引全校學生的注意和共嗚。

限制及建議
我們亦曾遇過學校缺乏熱衷或善於表演話劇的學生。因此，我們嘗試改為製作廣播
劇，降低對學生演技的要求。在安排上，部分學校亦認為廣播劇相對較方便，學生在
課室便能欣賞同學創作的廣播劇。此外，我們也建議學校在話劇後加插簡單的短講，
收集學生的反應以作反思之外，亦以此強化學生對話劇信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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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層面活動成效：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包括了兩種形式的推行：為每所參與計劃學校的校本性的家長講座及在全港
推廣的家長講座。講座的內容環繞青少年使用網絡的現況、心態及危機，加上以正
面紀律為本的親子管教技巧。全港推廣的家長講座也加插了網絡欺凌和網絡危機等主
題。透過講解以上內容，我們希望家長可以運用更有效的方法與子女建立良好關係，
預防子女因妄用網絡而出現的各種問題。

在數據上，超過九成家長認為講員能夠幫助他們(92.5%)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
中(91.4%)。另外，超過八成半家長認為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89.0%)。就以上3條題
目，均有超過七成家長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家長講座的成效是達標的。(詳見表
2.3.4)

表2.3.4 家長講座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0.2 0.4 6.8 55.2 37.3 4.3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0.1 0.6 10.2 55.7 33.3 4.2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0.2 0.4 8.0 56.2 35.2 4.3

在參加者意見方面，最多家長表示希望講座的時間可以更長(N=45)，當中反映家長願
意更進一步了解網絡現況及相關的應對方法。此外，亦有家長表示對講座滿意及讚賞
(N=29)及有所幫助(N=24)。

好處
就預防及處理青少年出現網絡沉迷、網絡欺凌或墜入網絡危機，家長的教育工作是不
可或缺的。在推行各項學生活動的同時，必需有家長的配合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成效。
另外我們發現當網絡問題已經在青少年身上呈現時，即使運用治療性或危機處理等手
法介入並非上策。相比之下，我們認為透過有效的家長管教，可以成為多一重預防青
少年網絡沉迷的重要支援，在家庭中建立正面網絡文化才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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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及建議
在推行家長講座上，我們發現推行聯校家長講座有較大的限制。我們在2013至2016
年度舉行9次的聯校家長講座，先後以網上宣傳、海報和信件向全港中、小學宣傳、與
參與計劃學校合作招募家長和借用場地，及嘗試在不同時段舉行以顧及不同家長的需
要，唯參與人數依然偏低。當中也涉及一些環境的因素，例如：有2場家長講座的舉行
時正值暴雨，因此大大減低了家長的出席率。

縱然看似聯校家長講座的成效稍遜，但我們相信社區性的家長教育是不可或缺的。甚
至計劃督導委員會亦支持及提倡舉行社區性的家長教育。反而觀之，校本的家長講座
反應相對熱烈，更有不少家長希望加長講座時間，可見家長對處理子女網絡問題有一
定的需要。就此，我們有以下的建議及措施：
1. 在社區層面，由學校主導舉行聯校家長講座，集合不同學校的網絡及資料，有機會

焦聚更多的家長出席參與；
2. 為方便不同的家長，我們已經將有關青少年使用網絡的現況、家長管教的小貼士和

資源上載至本計劃的網頁及Facebook專頁，強化正面網絡文化的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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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親子層面活動成效：聯校親子同樂營

聯校親子同樂營是一個教育性的活動。我們透過學校招募有長時間上網習慣的學生及
其家長參與，藉營會加強他們之間親子關係及溝通，讓家長與子女可以在家中合作營
造正面網絡文化。營會包括不同的親子合作活動，亦有安排學生及家長分開進行正面
網絡的教育活動。我們會教導學生沉迷網絡的影響，同時以短講強化家長的管教技巧
及認識網絡現況。最後，我們也讓親子商議及訂立上網家庭約章。

5.1 聯校親子同樂營(學生)
在數據上，超過七成半學生認為導師能夠幫助他們(78.8%)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
活中(76.8%)。此外，超過七成的學生認為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73.5%)。就以上3
條題目，均有超過七成學生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聯校親子同樂營的成效是達標
的。(詳見表5.1)

表5.1：聯校親子同樂營(學生)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1.6 4.1 15.5 40.0 38.8 4.1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2.0 3.7 20.8 38.4 35.1 4.0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2.4 2.4 18.3 31.3 45.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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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聯校親子同樂營(家長)
在數據上，超過九成家長認為導師能夠幫助他們(93.9%)及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
中(93.1%)。此外，超過八成半家長認為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87.4%)。就以上3條題
目，均有超過七成家長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聯校親子同樂營的成效是達標的。
(詳見表2.3.6)

表5.2：聯校親子同樂營(家長)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 0.4 5.7 51.2 42.7 4.4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 0.4 12.1 53.8 33.6 4.2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0.4 / 6.5 52.7 40.4 4.3

參加者意見
參加者意見方面，大部分學生(N=150)及家長(N=58)表示從活動中學習到正確使用網
絡的態度，包括節制上網、了解沉迷上網的影響及在網上實踐「尊重」和「堅忍」的
良好品格。同時，大部分家長(N=59)及部分學生(N=16)表示在活動中學習到和促進了
親子關係及溝通的方法和技巧。

好處
聯校親子日營不但提供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品格教育，同時提供了親子互動的機會。特
別在親子商議及訂立上網家庭約章時，學生和家長可以開放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及
透過聆聽了解對方的期望，預防親子之間因使用網絡而發生的衝突，同時讓家長明白
良好的親子時間能夠減少子女沉迷上網的機會。

限制及建議
計劃以聯校形式舉行親子日營，發現在協調不同學校的行事曆並非容易，以致安排舉
行日期上會有較多限制。

不過，我們仍建議學校以日營方式推行與網絡教育有關的活動。此形式較一般校內小
組或講座更富趣味，可以增加學生參與的動機，從而讓網絡教育更有效地在這班學生
及家長身上推行。如學校的資源不足，我們建議在學校進行半日的教育活動，也能夠
達到活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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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層面活動成效：校本教師培訓

校本教師培訓以正面紀律為主題，主要讓教師了解青少年沉迷網絡的心態及影響，然
後講解正面紀律理念和復和提問技巧作為處理手法，以幫助教師在處理學生的網絡使
用問題時，同時能夠維持良好及互信的師生關係。

在數據上，超過八成半教師認為講員能夠幫助他們(87.3%)。另外，超過八成教師表示
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84.3%)及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83.6%)。就以上3條題
目，均有超過七成教師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教師培訓的成效是達標的。(詳見表
2.3.7)

表6：教師培訓成效

在參加者意見方面，最多教師表示滿意講員的表現(N=55)，其次對培訓內容感到滿意
及有幫助(N=32)。同時，亦有部分教師希望培訓可加入更多實例(N=15)，以協助他們
處理學生的網絡使用問題，同時也有教師表示希望加長培訓的時間(N=15)，以獲取更
多資訊。

好處
從計劃開始至今，我們每年度也會提供校本的教師培訓。我們堅持推行教師培訓，因
我們深信正面紀律和復和提問技巧是非常有效的介入手法，幫助教師處理學生各樣網
絡使用的問題。透過培訓，我們也樂見教師們對青少年使用網絡有新的看法，不再視
之為「洪水猛獸」，並以更開放的態度與學生探討如何正確使用網絡。

限制及建議
對於部分教師表示培訓的時間不足及需要更多實例支持，我們一直努力累積及分享在
計劃上的經驗，唯時間安排上確實需要努力與各校配合。此外，我們推出的《網絡欺
凌預防及處理》、《「機」不可失 – 沉迷網絡學生治療小組分享集》和《「CARE大
使」小組訓練指引》也收錄了不少的實例和計劃工作經驗，以及在計劃Facebook專頁
分享不同國家的工作經驗，相信也可以在某程度上支援教師的需要。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0.2 1.6 11.0 57.5 29.8 4.2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0.5 1.8 14.2 56.4 27.2 4.1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0.3 1.7 13.7 58.1 26.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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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層面活動成效：聯校教師分享會及大型研討會

聯校教師分享會的主題相對豐富，除網絡沉迷外，也包括網絡欺凌、網絡發展與機
遇、學校如何應對新媒體、青少年動漫文化及網絡與生涯規劃等主題。我們希望透過
多元化的主題，更全面地協助教師應對現今之網絡文化。

在數據上，超過九成半教師認為講者的整體表現有效(96.3%)及活動內容切合主題
(95.5%)。另外，超過九成教師表示活動的目標可以達到(94.2%)。就以上3條題目，均
有超過七成家長表示認同及非常認同，因此聯校教師分享會的成效是達標的。(詳見表
2.3.8)

表7：聯校教師分享會成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平
均
值

達
標

百份比(%) 最高5分 或

1.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 / 0.2 5.6 52.7 41.5 4.4

2.活動中所教的知識有用 / 0.5 4.0 46.1 49.4 4.4

3.我會試用有關知識於日常生活中 / 0.3 3.4 46.9 49.4 4.5

參加者意見方面，部分教師表示講員表現很好(N=12)及培訓的內容有用(N=6)及有啟
發性(N=4)，顯示培訓有其正面評價。

好處
為了讓教師真正了解現今的網絡文化，我們盡力設計緊貼現況的主題，例如該時段有
學校的校內狀況被網上公開評論時，我們便設計了學校如何應對新媒體的主題，邀
請熟悉傳媒的嘉賓分享處理心得。當中亦有主題是坊間較少有推行的，例如是邀請
「YouTuber」、香港學生電子競技總會的成員及投身製作網絡短片事業的青年人分享
青少年參與網上新興活動的現況及經驗。

限制及建議
推行過程中，我們也遇上過一些限制。其中一個限制為教師教務繁忙，即使培訓主題
適合卻未必能夠經常抽空出席。為此，我們在培訓中作錄影及以Facebook做直播，以
惠及未能出席的教師及公眾人士。此外，我們亦與製作公司合作，製作多部有關網絡
沉迷及網絡欺凌的短片，將相關的資訊向公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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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劃的網絡學校推行
正面網絡文化之經驗分享

本計劃除了提供各類型的支援服務，同時亦提供了撥款予核心及夥伴學校，讓他們可
以因應學校的需要及特性，舉行相關的活動及實行各式各樣的發展計劃。以下我們節
錄了各間參與計劃之學校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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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宣道會陳元喜小學
(2016-17年度獲得「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金獎)

理念：
學校以自律守規為宗旨，從校政、家長、教師及學生四方面建立校園之正面網絡文
化，培養學生正確使用網絡的良好品格。

校政層面：
學校對學生在校內使用互聯網及電子產品有清晰的指引及規範，如遇學生濫用或不正
確使用網絡，校方會給予勸導，並與家長及老師緊密溝通，家校互相配合，令學生明
白正確使用網絡的重要性。

2013/14年度期間，學校新增設之「電子學習天地」正式啟用，鼓勵學生善用網絡作
正面交流及分享學習成果。此外，學校亦會善用ipad作教學用途，如數學遊蹤活動、
設計三十周年校慶吉祥物等，讓學生體驗如何正面地使用電子工具及網絡，同時增加
學習的趣味。

學校網頁內亦設多個學習平台及遊戲，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亦可使用網絡有趣地學
習。同時，學校之全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目標亦以「律己」及「責任」為題，配合學生
之早會、周會、成長課等，宣揚自律地使用網絡的訊息

課外活動層面：
在學生方面，學校除了積極參與學生支援網絡計劃歷年來的各項活動， 校內也定期舉
辦有關正面使用互聯網之學生講座。本校曾邀請警民關係科到校舉辦有關網絡欺凌之
講座，讓學生認識什麼是網絡欺凌，預防相關情況出現。於2014/15年度，本校舉行
「互動劇場--尊重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提醒學生如何正確使用互聯網，同時避免
違法使用網絡資源，尊重互聯網上的知識產權。於2016/17年度再次邀請機構到校舉
行「正確使用互聯網講座」。本校亦於周會時宣揚使用電子學習時應遵守規則，才能
夠既開心又有效地學習。



25

家長教育層面：
學校鼓勵家長參與「學生支援網絡計劃」之親子同樂營及各個講座，了解子女使用
網絡的情況及學習如何引導子女正確使用網絡。同時透過營會內各項活動，促進親
子關係，鼓勵親子之間多嘗試正面溝通及相處。另外，學校亦鼓勵家長及學生參加
2015/16年度舉辦之「親子『玩』法大募集」中，讓參與的同學和家長明白除了網絡
遊戲外，仍有很多毋須耗費金錢而且有趣的益智遊戲。

除此之外，學校亦設相關的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教導家長管教子女行為，建立子女正
確使用網絡之觀念。本校亦推介家長參加由復和綜合服務中心舉辦的各場家長講座及
工作坊，如2016/17年度舉行之「網絡沉迷的對策」 - 家長工作坊，為家長提供全面
及最新的相關網絡資訊，同時提供管教有沉迷傾向的子女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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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2014-15年度獲得「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金獎)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利用「CARE」 作為建立正面網絡文化的框架，透過網絡安全大使在早會上的分
享及角色扮演、問答遊戲等；並與不同科組合作，如電腦科(2016-17「資訊素養你要
識」、中文科(2015-16 網絡安全小故事)，把有關訊息及理念融入學生的日常生活中。

課外活動層面：
1. 成立網絡安全大使

成立一隊由學生組成的「網絡安全大使」，以推動校內的正面網絡文化及應有的資
訊素養。

2.   拓展學生的生活範疇
訓輔組利用撥款，建立了以棋盤遊戲為主的遊戲天地，讓學生體會與人面對面的相
處和遊戲是同樣有趣及重要。

家長教育層面：
於2014/15及15/16的家教會親子旅行中推行「無手機日」，鼓勵親子多接觸、多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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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馬鞍山靈糧小學

學生課程層面：
1. 訓練學生大使

• 網絡安全學生大使：以學習有關安全使用互聯網絡的知識，並以短劇將有關訊  
息與同學們分享，倡導「有品網絡使用」；

• 關愛學生大使：學習同理心和關心別人的技巧，將正能量分享予身邊的同學與
家人；

• 遊戲學生大使：學習不同的boardgame，並於導修課時教授同學玩耍各類   
boardgame，分享快樂時光；

• 好心情學生大使：學習有關精神健康的知識及分享有關好心情方法，教授同學
活力操。

2.   舞出真我啦啦隊
學校為了支援一些有沉迷網絡傾向及自信心較低的女同學，成立了舞出真我啦啦
隊。活動中提供訓練及小組聚會，讓學生從新認識自己及發掘自己的優點；並鼓勵
他們參與地區不同的表演及比賽，嘗試不同的挑戰，並協助他們於過程中建立新的
社交互助平台，減少沉迷網絡世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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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IPHOP小子 及 遊戲達人
HIPHOP小子及遊戲達人兩個小組主要針對一批成績平平、經常沉迷打機、不善社
交的同學而設的，透過HIPHOP及學習不同的集體遊戲及BOARDGAME，並於校
內進行表演及遊戲示範，讓他們有更多機會與群體互動，及讓他們帶領低年級同學
進行活動，藉以增加他們在校園生活中得成功感。

4.   敬師甜在心 及 甜心行動
舉辦敬師甜在心及甜心行動，增進學生與老師的關係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學校
先舉辦甜點工作坊讓學生掌握製作甜點之技巧，然後透過甜心行動讓學生親自製作
甜品並將此作為敬師禮物送贈給師長。

家長教育層面：
網絡尋「謎」家長工作坊
以工作坊形式提供有關如何避免接觸網上不良資訊的技巧，及協助家長指導子女上
網，以減少子女沉迷上網、接觸色情、暴力、賭博、不正確價值觀或過份依賴網絡來
建立人際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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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為每級學生設計為期一個月的專題活動，其中包括在電腦課推行資訊素養課程。

一年級：
主要教導學生學習分配及善用時間，為自己定立時間表，例如分配做功課、溫習和使
用電腦的時間。同時，學生需要簽署上網承諾書，並請家長見證，承諾由小開始培養
良好的上網習慣。此外，教師亦於課堂上分享與個人私隱有關的情景故事，讓學生辨
識正確觀念，學習個人資料的私隱性及尊重知識版權，並加強學生使用網絡的態度和
其資訊素養。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嘉諾撒聖瑪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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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教導學生認識個人資料、私隱和知識版權的重要性，並配以情景故事讓學生辨識何謂
侵犯私隱或版權。

三年級：
以短片及遊戲讓學生建立守法、負責任、慎言慎行及自律的網上態度。

四至六年級
學校在高年級的內容設計上，採用了本計劃的教材套。當中的課題則集中在網絡欺凌
及網絡安全等較高層面，教師利用情景、短片、小組討論等形式加強學生對網絡陷阱
的危機感，得以防範未然。

採用的主題包括：
四年級：培養學生「節制」的品格，明白過度上網對個人生活的影響。
五年級：培養學生「尊重」的品格，學習如何在網絡上彼此尊重。
六年級：培養學生「純潔」的品格，了解接觸色情資訊的不良影響及學習遠離網上色   
情資訊的方法。

推行以上策略的成果及成效：
在校園生活裡，教師觀察到學生懂得分辨及保護個人資料，不會隨便向別人透露或在
社交平台上發放；學生亦懂得在功課、小組報告或專題研習上，引用網上資料後列明
出處，尊重知識版權；同學之間亦能互相尊重大家的作品，不會故亂抄襲；網絡欺凌
事件則鮮有發生在本校學生身上，學生都懂得互相尊重和保護，這實有賴學生積極學
習和教師循循善誘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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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層面：
建立學生網絡平台
為了讓學生學習如何正確地運用資訊科技，學校購買了有關培養學生資訊素養的網上
平台服務。在日常課節中，學校配合電腦課，將資訊素養的原則向學生講解後，再使
用網上學習平台的動畫故事，討論如何將資訊素養運用於日常生活。最後，學生需要
完成網上問答題，鞏固已學習的知識。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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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在日常課程，利用電子學習的教學，讓學生認識如何健康使用網絡自學的方法，
預防網絡欺凌及網絡陷阱

課外活動層面：
1.   推行「愛心大使」計劃

訓練高年級學生成為「愛心大使」，教導初小同學認識正確使用電腦的方法。

2.   推行「IT大使」計劃
訓練高年級同學成為「IT大使」，協助同學在午息時使用電腦室，以及在早會宣傳
健康上網的訊息。

3.    透過學生議會，各班代表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健康使用網絡的情況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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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運用計劃提供之「至正網絡課程」教材套，將有關課程融入四至六年級個人成長
課課程中，以培養學生使用網絡的正確態度及提升學生使用網絡的安全意識。由於課
程內容貼近潮流，大大提升學生參與課堂的動機；其次課程設計生動，透過分組遊戲
及討論帶出網絡危機，適合不同年級的學習程度，使他們有效地理解相關內容。

課外活動層面：
學校主要運用津貼舉辦領袖訓練日營及家長講座等，一方面透過日營訓練讓學生從網
絡外尋找個人成功經驗，以建立自信心，另一方面透過講座讓家長學習正面的管教文
化，以有效的方式處理子女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

推行以上策略的成果及成效：
經過多年來推行相關計劃後，觀察到學生對於使用電子產品的安全意識有顯注提升，
包括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管理、使用電子產品的觀看姿勢及距離及使用網絡的危機意
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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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課外活動層面：
訓練學生大使
學校在本計劃的「Care大使」訓練後，邀請參與小組的學生在小息時間負責與「正確使
用互聯網」有關的攤位遊戲，由他們藉著攤位遊戲的過程及講解向全校學生灌輸「正確
使用互聯網」的訊息；
學校亦安排學生參與網絡安全大使培訓計劃，讓他們知道如何成為有良心的網絡使用
者。

家長教育層面：
學校與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及其他社福合作，為全校家長舉行不同的家長講
座，教導家長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訊，同時促進親子間善用網絡增強彼此關係。

2.   學習編製智能電話軟件
學校安排部分高年級學生參與「MIT編程課」，讓學生初步了解如何編製電話
APP。希望藉此讓學生知道善用電子產品及互聯網能帶給我們很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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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保良局志豪小學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運用本計劃的教材套，並訂為恆常課程，每年也安排於三至六年級於上學期進
行，亦由班主任親自教導；亦安排了訓導老師專門負責檢討，制定能更配合不斷變化
的社會需要，以及適合低年級同學的課題。

課外活動層面：
1. 推廣桌上遊戲

• 學校運用撥款，購買適合一至六年級學生的桌上遊戲，設立課室遊戲箱，供學
生於小息、午息或餘暇與同學一邊玩樂，一邊學習與人相處的規則及實際經
驗，提昇同學間合作、守規的文化；

• 培訓課室遊戲大使，推廣及管理課室的桌上遊戲；
• 在學期初各級家長會上亦鼓勵家長在家中多與子女一起玩桌上遊戲，讓子女離

開電腦遊戲，不沉迷其中。

2.   攝影達人
學校購買了十二部遙控攝影機，挑選二十位潛在沉迷上網的學生成為「攝影達人」，
透過結合電腦及實際的操作、剪片，培養學生正確使用電腦及上網的正面態度

推行以上策略的成果及成效：
1. 課程教材套能加強學生相關的認知，更審慎處理網上行為，效果理想。
2. 桌上遊戲極受歡迎，延續性強，玩樂中除帶來歡笑，雖引起不少紛爭，亦讓學

生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3. 學生參與「攝影達人」的興趣和動機很大，唯操縱航拍機對小學生十分困難，

需投放的時間較長，建議用恆常小組的方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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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課外活動層面：
1.   設立多元的課外活動

• 學校善用課前時間，開放不同的活動予學生參與，建立不同的興趣；
• 運動區設有投球和呼拉圈練習，由體育大使協助運作；
• 閱讀區內設有圖書及雜誌。圖書館主任會不定時更新區內書籍；
• 遊戲區每天以流動形式把遊戲陳展。學生可向服務生借用遊戲，並依時歸還。

2.   電子學習活動
• 在日常學校課堂當中讓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
• 挑選部份學生學習操作航拍機、飛行守則(香港法例)及注意事項，然後讓他們

於學校活動中拍攝片段/相片。



37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禾輋信義學校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自參與計劃後，便運用本計劃的的教材套，將有關課程於小三至小六的成長課中
進行。

課外活動層面：
1.   「唔打機，做咩好？」小息攤位推廣
學校與「桌樂無限」合作，安排boardgame世界比賽級高手於試後活動時間(2016年6
月)到校與大使進行桌上遊戲，並於活動後向機構購入各種適合高、低年級同學程度之
遊戲，以便於小息進行(2016年7月至2017年7月)推廣，向同學提供打機以外好玩又新
奇的活動，開發新的餘暇興趣，從而減少上網打機的吸引力。

2.   舉行全校性攤位活動
學校於2016-2017引入外間資源，邀請社福機構到校進行攤位遊戲，讓同學於玩樂中
進一步認識網絡相關主題，包括：手機與上網成癮、網上交友及避免接觸不良資訊。

推行以上策略的成果及成效：
1. 同學對網絡成癮及網絡陷阱的意識有所提升。
2.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鼓勵本校引入更多相關網絡教育的機構，更全面協助全校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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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聖公會基愛小學

課外活動層面：
全校性生命教育
學校為了減少學生沉迷上網及網絡欺凌的情況，希望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尋
找生命的意義，對生活重燃興趣及尊重他人，包括：

一年級 : 以典禮形式鼓
勵學生積極開展新的學
校生活。

二年級 : 以校內體驗活
動感受被歧視的感受，
從而認識尊重他人。

三年級 : 以「報親恩」
活動，讓學生為父母洗
腳，報答父母照顧家庭
的辛勞。

四年級 : 與社福機構合
作，體驗殘疾人士在生
活上的狀況，明白與人
相處時需要互相體諒、
接納和照顧。

五年級 : 舉行「貧富
宴」活動，讓學生學習
珍惜及關心貧窮人士。

六年級 : 以成長禮勉勵
學生畢業後繼續努力成
長，同時讓畢業生囑咐
五年級學生照顧學弟及
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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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小學)：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課外活動層面：
1.   活用電子教學
學校在中、英、數、常四科推動運用電子學習資源於學與教，提升教師及學生的教學
及學習效能。

2.   舉行多元化的活動
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桌上遊戲和攻防戰等，讓學生之間同學增加相處的機
會。同時，「遊戲」也讓學生發揮個人不同的才能，例如﹕領袖才能和體藝發展等。

3.   品格教育
學校運用坊間的繪本圖書推行正面品格教育，例如：「尊重」、「節制」等的品格。
學生建立個人良好品格後，能夠將這些品格應用在使用網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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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2014-15、15-16及16-17年度

獲得「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金獎)

理念：
學校早於2008年已成立「電腦系統與資訊科技教育委員會」，負責撰寫健康網絡推廣
計劃書、培訓「資訊科技領袖生」以統籌、推行各項活動及安排「資訊科技領袖生」
參加相關的影片製作比賽。目的除了在知識和技能兩方面不斷提升學生的資訊科技素
養外，更關注培養健康、正面的態度，透過課堂教學及課餘活動來提升「網絡安全」
的意識。

同時，學校透過正規課程和不同類型的活動以加強預防工作；委員會亦與訓輔導組及
社工合作，透過小組活動形式矯正沉迷上網學生的習慣，並努力對服務對象由學生擴
展至老師、家長及整個社區。

校政層面：
學校制訂網絡素養「教師篇」，內容包括教師在網上發表言論、分享個人資訊及與學
生網上交談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每年校長及全體教師均簽署「承諾注重網絡素
養」同意書，並以身作則，教導同學。

另外，針對「勒索病毒」及「勒索病毒」日益猖獗的問題，我們為老師舉辦多場工作
坊，講解「勒索病毒」的具體運作、提醒老師對來歷不明的電郵保持警覺性，並為老
師製訂「感染電腦病毒的即時應變措施」，協助老師在不幸被病毒入侵時將損害程度
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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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層面：
1. 中一級：電腦科與圖書館進行協作學習，培訓學生資訊素養，課堂內容包括運用網

絡搜尋器，蒐集、理解及運用資料。
2. 中二級：電腦科與「香港青年協會」合作推行「Be Net Wise 新媒體素養計劃」

，每班各安排七節課堂及一次大型周會活動，教授同學接觸大量媒體資訊時應懂得
批判思考，認清新媒體所傳遞的訊息以及於建立或分享新媒體訊息時，應持秉正態
度，成為具操守的網絡使用者，全級學生更集體簽署「反網絡欺凌承諾書」。

3. 中二級：承接「新媒體素養計劃」的培育，電腦科進一步配合「青協 Be Net 
Wise」，製作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推廣「新媒體素養」。

4. 中三級：於電腦科設影片製作課程，並設「健康網絡影片製作」專題研習；
5. 中四至中六級：明年將透過推行電子學習，設立「媒體及資訊素養自學平台」。

課外活動層面：
學校以三個向度作出推廣：
1. 透過參與各類相關比賽，提升同學對使用網絡應有的行為及態度的關注度。
2. 由服務隊伍代表簽署「承諾注重網絡素養」同意書。
3. 與訓輔導組合作推行小組活動，小組由「資訊科技領袖生」和「沉迷網上遊戲學

生」組成，除了舉行多次活動，更設有為期兩天的結業營，透過各類活動如舞台短
劇宣揚反網上欺凌訊息，鞏固正確使用網絡的基礎、提升學生網絡安全意識、建立
積極正面運用資訊科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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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層面：
1. 舉辦「過濾軟件工作坊」，教授家長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訊的方法。
2. 舉辦「家長如何使用學校Apps」及「家長如何預防子女受網絡欺凌」講座，加強

家長安全使用網絡的意識。
3. 與「香港教育城」合作舉辦「e世代．家長童行」系列活動，讓大埔及北區中學及

小學家長了解電子學習和網絡安全的實用知識，內容包括專家講座及電子課堂工作
坊。專家講座題目包括「媒體素養：面對 e 世代的挑戰」、「青少年面對的數碼生
活危機」及「防治 e 世代頸痛」，從不同方面照顧網絡使用者的需要。

社區教育層面：
學校以三個向度作出推廣：
1. 與家教會合作，邀請家長義工參與開放日，讓家長以攤位遊戲向區內小學生推廣健

康網絡訊息。
2. 連續舉辦兩屆「創造健康網絡世界」Minecraft 編程設計大賽，向區內小學生提供

專業培訓，除了培訓他們STEM及Minecraft操作技巧外，提升他們對資訊素養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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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學校為了讓學生以更正面地使用網絡及認識科技，設計了多元化的活動及工作坊：

• 一小時APPS 製作班；
• VR遊戲製作活動；
• 參與Microsoft Youth Spark X Project We Can的活動，當中有科技公司參

觀、行業講座及理論課及學生工作坊；
• 桌上電腦裝嵌培訓班；
• 推動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如：校際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比賽及黃大仙區校

際「無人機」障礙賽。

2.   向學生宣傳正面網絡文化
• 與社福機構合作舉辦網絡「危」與「機」學習攤位；
• 與本計劃合作，讓學生製作與網絡沉迷及網絡欺凌有關的廣播劇，並在早會播

放及講解。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2015-16年度獲得「至正網絡校園：健康使用互聯網」獎勵計劃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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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深培中學

課外活動層面：
1. 促進良好師生關係，建立正面網絡教育的基礎

• 推行「師友計劃」，讓全校老師，包括校長、副校長，與兩至三名中一或中二
的學生組成「師友」，老師、校長會定期約見學生，關心他們的學業、生活和
成長等情況，又會定期與學生共進午膳，使師生間的聯繫更緊密；

• 於全年不同月份舉行讓全校師生一同參與的「師生情濃活動」，。當中曾舉辦
的活動包括：師生行山樂、師生足球比賽、歌唱比賽師生合唱、師生棋藝樂、
師生競技活動等。學生及教師們彼此間建立了亦師亦友的感情；

• 每年一次於早會時段進行全校性的健康早餐活動。全校師生一同於早會時段參
與。活動除了提醒同學注意飲食健康，並懂得珍惜食物外，亦可協助師生間建
立良好的關係，學生對此類活動的反應良好。

2.   建立學生之間和諧關愛的文化
• 學校訓輔導組每年皆利用資助，購買加油卡及小禮物，讓學生多關懷身邊的同

學，並為同學送上鼓勵。此活動能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協助他們建立良
好的態度與習慣；

• 為初中學生舉行暑期班聚，讓學生於暑假指定日子回校參加以班為本的活動，
令同學於暑假期間仍能與同班同學及班主任聯繫，以維持師生關係。此活動令
老師及社工更能透過遊戲及分享活動等瞭解同學的暑期生活，於有需要時提供
支援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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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不同類型的學生活動
• 推行「疾風計劃」，讓部分未學懂守規的初中學生參與在全年舉行不同活動，

包括師生遠足及露營等，一方面感受教師們的關心，同時協助他們發掘自己的
興趣與潛能，並藉此協助學生建立自律、守規的態度及良好的生活習慣；

• 推行「桌上遊戲小組 GAME MASTER」活動，協助學生發掘除上網以外的其他
興趣，並學習與他人溝通、合作的社交能力。他們在學習下棋後亦會在校內教
導其他同學，或到小學教導小學生玩桌上遊戲。藉著此活動，他們亦會向校內
及校外的學生宣揚桌上遊戲的好處，協助同學遠離網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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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師生層面：
老師主動開放Facebook
老師開設FB與學生互動，最能緊貼學生的情況，並讓學生在網絡世界得到即時的支
援。

家長教育層面：
定期舉行講座，教導家長正面網絡文化，並協助家長在家庭建立良好網絡習慣。

此外，學校過往在處理學生的網絡欺凌問題的經驗上，亦值得大家學習：
1. 學校曾發現有學生的個人資料被一些Facebook專頁公開，並以不雅名字稱呼該學

生。學校得知消息後，迅速地在校內要求所有學生停止轉載相關消息，老師又以一
人一舉報的形式檢舉這個專頁，同時為該受害學生作出輔導。該專頁在事發的即日
晚上已被Facebook凍結。

2. 學校曾收到女同學的投訴，指有男同學在網上向她示愛，被拒後發放恐嚇訊息。學
校馬上聯絡兩人了解事件，揭發有其他人冒認該男同學發出有關訊息。最終學校認
為必須嚴肅地正視網上恐嚇的行為，決定通知警民關係科。

3. 學校亦曾收到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在Facebook發放死亡訊息。學生們發現訊息後，
在短時間內聯絡學校及該同學。學校亦迅速與該學生會面處理事件，與他分析自殺
念頭不能為他帶來更多朋友，反而主動與人分享負面情緒及尋求協助，才能得到別
人的關心。同時，事件中學生主動與老師聯絡及匯報網上情況，亦反映學校在推行
正面網絡文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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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天水圍香島中學

課外活動層面：
1. 以正確方式抒發學生的負面情緒，避免欺凌事件

• 向吹氣公仔拋波；
• 在紙上寫上不快的事，然後用碎紙機碎掉；
• 將不快的事情寫在紙飛機上，於樓層放飛。

2.   提高學生使用網絡的安全知識
• 舉行有關網絡安全的知識問答；
• 由學生表演有關網絡安全的話劇；
• 邀請學生把自己的負面情緒或想法寫在紙片上，同時必須附上自己的真名其他

學生可對不滿訊息加上牙籤，讓留言者知道其留言的影響；
• 帶領學生拍攝有關網絡安全短片，並向全校同學播放；
• 舉行以網絡安全及知識為題的攤位遊戲。

3.   建立校內正面的讚揚文化
• 舉行「大聲說聲好」，讓學生寫下好言好語，由輔導大使幫忙以大聲公說出
• 設置校園實體留言版，請老師和同學寫下讚揚同學老師的字句，其他同學可對

該留言貼上「Like」貼紙；
• 在Facebook開設群組「做好事、說好話」，讓同學在網上讚揚同學。

4.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及認識不同人士的差異
• 舉辦體驗殘疾人士生活的活動，學習以同理心待人；
• 讓同學學習烏爾都語中的讚賞言語，促進不同種族的學生互相交流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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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全校性推廣活動件

• 邀請話劇學會學生演出健康上網的原創話劇；
• 舉辦「機謹活動」，挑戰同學能否在某一天內關閉智能手機上網功能；
• 籌辦「100個不沉迷打機方法建議」有獎遊戲，學生反應踴躍；
• 於中一級開展午間桌上遊戲活動。

2.   學生小組
• 舉辦咖啡拉花班、暑假籃球班和雜耍小組等興趣小組；
• 為喜愛使用社交軟件的女學生舉辦「戀愛學堂」，促進學生建立健康的戀愛

觀，並提升她們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愛自尊感。

家長教育層面：
• 籌辦家長學堂，講解不同的課題，如：『搭通子女溝通線』、『打機「成癮」

之路』等等；
• 舉辨親子日營，促進各家庭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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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推行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 推行園藝治療活動，協助有社交及特別教育需要的中一建立社交網絡；
• 為活躍於電子網絡活動的學生提供歷奇活動，學習團體精神；
• 舉辦戶外種植及露營活動；
• 舉辦射擊訓練活動。

2.   義工活動
• 延伸自園藝治療活動，讓參加的學生創作愛心肥皂送贈區內獨居長者。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聖文德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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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學校在建立正面的網絡文化分為兩方面進行。首要在全校推行正面文化，與學生建立
良好的正向關係，讓同學建逐步建立正向價值觀。因學校相信正面網絡文化是整個正
面文化的一部份，若然同學能建立出正面文化，自然亦能建立出正面網絡文化。另一
方面，學校在電腦課堂及其他學習活動中滲入正面網絡文化的內容。

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在初中的電腦科課節中以本計劃的「至正網絡課程教材套」為藍本，加入培養正
面網絡文化的課程。

課外活動層面：
1. 領袖生培訓

• 舉辦不同的領袖生訓練活動，培養出具正面
思維及紀律的領袖生，繼而協助老師舉辦多
項提升正面紀律及提升師生關係的活動。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

2.   義工活動
• 每年均舉辦領袖生境外義工及文化考察團，

讓屬管理級領袖生同學參加，透過義教及探
訪國內受災的地區，建立學生正面積極及關
愛的價值觀。

3.   敬師活動
• 透過敬師卡、點唱活動和作文活動，讓學生

能親自向老師及同學表示謝意，藉此推廣及
提升正面的師生關係。

4.   學生獎勵計劃
• 舉辦課堂表現優異獎勵計劃，以獎勵取代懲

處及改善師生關係，實踐正面紀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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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支援長時間上網學生的活動

• 舉行校外遠足活動；
• 舉辦個別小組活動，例如：由沉迷打機的同學主動提議的大自然研習班，讓學

生進行有機種植和管理水族箱；開設動漫班，邀請主修美術的學生開班，教導
平日只愛打機同學繪畫動漫，開拓學生多元興趣；

• 為避免女學生濫用互聯網認識異性而開設的甜品班，由社工帶領同學認識戀愛
的真義和網絡交友的危險。

2.   全校性學生活動
• 安排學生義工在長者學苑教導長者使用電腦及如何善用互聯網。
• 邀請學生參加與「互聯網有關的短片比賽」：校園電視台組於2014-15年曾派

出學生參與短片比賽，短片主題為提醒青少年接收互聯網資訊時，要正確分析
對錯。

家長教育層面：
學校每年均會舉辦一次有關青少年使用網絡的講座，題目包括預防及處理網絡沉迷及
提防網絡陷阱等。

推行以上策略的成果及成效：
整體而言，推行計劃以後，學生沉迷上網的所引至的紀律問題及學業問題有緩和趨
勢，而部份學生更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發掘自我其他方面的興趣。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東華三院馮黃鳳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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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在中一至中三的成長課中，嘗試加入有關預防沉迷上網的課題。

學生課程層面：
1.    全校性推廣活動

• 學校會鼓勵學生在早會分享個人成長及學習經歷，藉此感染其他學生；
• 與本計劃合作舉辦「至IN大使」後，在校內及校外以話劇形式，推動及宣傳正

面網絡文化；
• 以正面紀律理念培訓領袖生團隊，以協助學校推行相關理念。

家長教育層面：
邀請社福機構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更了解青少年使用網絡的現況。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屯門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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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課程層面： 
學校各級透過專題研習，培養學生正確使用互聯網，如：
• 中一專題研習主題：「沉迷上網」；
• 中二圖像專題研習主題：「尊重版權」/「支持正版、鼓勵創意」/「合法複印」；
• 中三視像專題研習主題：「探討網絡成癮症」。

家長教育層面：： 
學校的家教會會聯同資訊科技科及電腦科，舉辦家長e-class工作坊，協助家長認識從
網上獲取學校資訊的方法，同時與家長交流如何教育、監察子女使用互聯網，並分享
當中遇到的困難及問題，以祈能互相支援。

課外活動層面：
1. 舉辦各級工作坊及講座

學校與不同社福機構合作，為每級學生舉辦不同的工作坊或講座，加強學生對網絡
沉迷及網絡欺凌的警覺性。

2.   成立資訊科技領袖生團隊
學校訓樂學生成為網絡大使，協助推動校內相關的教學活動，並向不正確使用互聯
網的學生推廣「正確使用互聯網」訊息。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聖母院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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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訓練領袖生

學校安排領袖生、輔導員及學生會幹事參與
「正面紀律領袖訓練課程」，加強他們管理
初中學弟學妹的技巧及同理心訓練

2.   全校性推廣活動
與本計劃合作舉辦「至IN大使」後，在校內
以話劇形式，推動及宣傳正面網絡文化。

3.   學長計劃
學校舉辦「九龍城學長支援計劃」，安排學長照顧學弟和學妹，建立尊重互愛的和
諧校園。

4.   推廣桌上遊戲
學校舉行「桌上遊戲領袖訓練課程」，讓學兄學姊在玩樂及分享之中與初中學生建
立關係，減少對互聯網的依賴，強化正面網絡文化。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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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層面：
1. 全校性推廣活動

• 舉行以使用網絡為題的心意卡設計比賽，鼓勵學生多思考網絡帶來的問題，帶
出共同建立正面網絡文化的訊息；

• 推行藝術治療活動「畫布上的聲音」，讓學生可以自由自在地用藝術表達自
己，避免獨處時只用手機的習慣。

2.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 購買桌上遊戲，讓學生可不定期舉行桌遊小組；
• 舉辦水上活動體驗日及密室逃脫遊戲，鼓勵學生外出活動，藉此讓學生走出網

絡世界。

3.   義工活動
舉辦探訪獨居長者的義工活動。

推行正面網絡文化經驗分享(中學)：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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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參與計劃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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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小學

沙田循道衛理中學 聖公會偉倫小學

麗澤中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青松侯寶垣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紀念小學

伊利沙伯中學 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黃埔宣道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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