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下青少年「追phone」「低頭」
「沉溺」一族？ 



你曾聽：「我的朋友和同學喜歡分享至新、至潮
又好玩的apps，如果我沒有智能手機，就很難和
他們溝通。」？ 

時代周刊〝 The Me Me Me Generation 〞
9/5/2013封面形容80-00s是機不離手，缺
乏溝通，過份自迷自戀及自我中心。  



何謂沈溺？ 
過度沉迷於某一種事物或活動中，不能自控適度退
出的後果往往佔據了整個人生活，長期沉迷致使成
癮，嚴重影響工作、學習、社交及家庭關係。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夏佛
(Shaffer,1999) 以3C辨別「成癮指標」 
1. 強烈渴望(Craving) 
2. 失去自控(Loss of Control) 
3. 不顧後果(Continued Act) 



時間並非唯一標準 
考慮青少年的心理因素(遇到壓力時會加強既有網絡沉迷習慣而逃避其他責任) 

及對其生活主要範疇，包括學業、家庭關係、社交關係
及健康等有否構成影響。 

網絡成癮的症狀 (過半可初定成癮現象) 
•根據美國心理學家 Dr. Kimberly S. Young (The Cente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2.不間斷增加時間在網絡/打機上才感到滿足需 
  要逐漸增加上網時間才感到滿足 

3.嘗試控制或減少使用網絡/打機，但失敗  

4.嘗試減少上網/打機時，感到苦悶和焦慮、情緒化、 
  憂鬱或急躁 

1.時刻想著網上/打機的內容 

5.上網/打機時間比預計的長 

6.寧願冒著失去重要家庭、社交關係、工作、健康或學 
  業的風險而繼續上網 

7.向別人隱瞞自上網程度 

8.為了逃避責任和舒緩負面情緒 



沉溺網絡 

錯誤分配時間 

網上誤交 

不明友 

網上欺凌 

色情資訊 

家長的擔心 



現況解說 



青協(2013)「智能手機與我」訪問500多名10至 
24歲青少年： 

• 49.5%青年認為不帶手機比不帶錢更缺乏安全感 

• 67.3%受訪青年均3.5小時在手機上 

首三位使用程式類別  

1. 即時通訊(75.8%) –  

   在學青年每日收發241個即時訊息，在職青年162個。 

2. 社交網絡（42.2%）  

3. 遊戲（41.1%）  



一學校(2013) 訪查F1-6學生： 
65%認為看手機上網會影響到時間分配，
40%已達到不能自控的地步； 

(星島日報,2013-07-24 ) 一項對6100名11至18歲青少年 

調查，26%被列入為上網成癮，反映潛在心理問題：抑 

鬱症及焦慮症等，並附帶不當飲食習慣。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2013)「手機及網絡遊戲
對青少年影響調查」訪問了667位11-24歲青少年： 

• 近四成青少年不能忍受超過六小時停用手機即時通訊 

• 44%人日玩超過三小時網絡遊戲，5%人日玩超過九小
時網絡遊戲 

• 一成三受訪者曾傳/收包含性意味的照片及影片，主
角是朋友(43.9%)、網上資訊(42.68%)及自己(23.17%) 

• 3.64%受訪者接受向陌生人透露住址 

• 6.05%受訪者接受與網友發生性關係 



外國青少年趨勢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31229/18570523


恐長輩監視 青年改玩Twitter WhatsApp    
facebook「基本已死」 

• WhatsApp漸進取代fb，成為最方便以聯絡名單為本的發訊
息工具；Twitter, Line則成為陌生人或追隨者發佈訊息
的工具 

 

 

• Snapchat迅速冒起，「自我摧毀」相片功能能在發送後設
定時間內會從伺服器徹底刪除 



隱蔽青年/宅男宅女(Hikikomori)  

自我封鎖，不願溝通，目光姿態退縮，
聲量少，往往自閉在家、拒絕往外接觸、
不肯不敢進行社交/群體活動 



而「LINE」 等不同程式，尋找附近有意「合眼緣」
與陌生人認識相約，進一步的發展被要脅，怕親密照
被廣傳，被人控制，甚至不願意的下一步。 

無限/低廉流動上網是「殺時間」（killtime）的幫
手，也是網絡沉溺的間接的引線。 
即時通訊內訊息即時傳來傳去，社交網絡不斷短速更
新，長時間建構參與附資產價值的遊戲，促使花時及
急速反應。 



應該DOs & 不應該Don’ts? 
應該 
Dos 

不應該 
Don’ts 

父母若有幸在社網成為朋友的話，隨便公開留言批評子女的不是 

聽取子女對網上交友而引發安全問題的看法，了解子女的自我保護方 
法。 

監察不等於侵犯私隱與自由，適度監察是需要的，共同議訂共有 
密碼，方便查閱 (甚至子女不在時)。 

家長應避免子女過早使用手機，並留意其使用情況，若懷疑沉溺 
問題，應繼續尊重私穩及使用自由，不應向外專業人員透露情況 
及尋求協助。 

互相尊重，一齊講，一齊聽，有商有量，共同協議合理的使用時 
段，若愈時可強行關機或沒收。 

我們可主動分享報導如網癮、網友騙案、網上欺凌及不良網站 
等，提高子女的警覺性及分析能力，預防問題的發生。 

子女受網友於網上侵犯及欺凌，先嚴查問究竟，警告其嚴重性。 



應該DOs & 不應該Don’ts? 
應該 
Dos 

不應該 
Don’ts 

父母若有幸在社網成為朋友的話，隨便公開留言批評子女的不是 

聽取子女對網上交友而引發安全問題的看法，了解子女的自我保護方 
法。 

監察不等於侵犯私隱與自由，適度監察是需要的，共同議訂共有 
密碼，方便查閱 (甚至子女不在時)。 

家長應避免子女過早使用手機，並留意其使用情況，若懷疑沉溺 
問題，應繼續尊重私穩及使用自由，不應向外專業人員透露情況 
及尋求協助。 

互相尊重，一齊講，一齊聽，有商有量，共同協議合理的使用時 
段，若愈時可強行關機或沒收。 

我們可主動分享報導如網癮、網友騙案、網上欺凌及不良網站 
等，提高子女的警覺性及分析能力，預防問題的發生。 

子女受網友於網上侵犯及欺凌，先嚴查問究竟，警告其嚴重性。 



安設過濾/監察軟件 

例如McAfee, Norton, AVG, Bsecure, Social  

Shield, NetNanny等，避免兒童接觸不良資訊。 

開啟YouTube Safety Mode 及 Google Safe Search。  



檢視『私隱設定』 

確保子女在社交網絡上載的內容只供朋友瀏覽，而非公 

開。提點子女不要公開詳細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 

等個人資料。 

 

確保子女沒有在社交網絡公開所在地，關閉Facebook  

Places, photo geo-tagging 等。  



小結  

• 經濟封鎖，沒收、強制關機絕對不是一個
解決方法 

• 治療沉溺使用不等於完全不可以使用 



積極參與，以身作則 

父母以身作則，除了樹立榜樣外， 也可要求成 

為網絡朋友，引動共同話題，了解子女心態，共 

同探討健康的使用智能手機習慣。雙重標準的對 

待是難以受教。 



事先聲明，尊重空間 

監察不等於侵犯私隱與自由，是重於保護， 

適度監管讓其預先明白和接受父母的角色及 

好意，使其有安全感，避免事後過激。 

及時介入 
一學校調查發現，若父母勸導，83%學生會在半 

小時內或即時停止再玩手機及上網。 



多想感受，樂於協助 
發現網上沉溺，行為有異，以關心代替責罵，鼓 
勵培養其他興趣，減少依賴網絡。父母在孩子最 
需要幫助時給予關懷，共同想想解決方法，或陪 
伴尋求專業意見，這才強化子女內在被愛感，有 
助勇敢面對。 
 
 
 
不幸受網友侵犯及欺凌，重要是冷靜理解始末及疏導情 
緒。身為受害者仍被責備，只會加深傷害及破壞親子關 
係。 



灌輸保護意識及網絡道德 

加強青少年的自我保護意識外；教導其若然隨意 

發放及下載色情影畫有機會觸犯《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平衡兼備，正面使用 

青少年適當分配時間，善用資訊科技發達及保持 

平衡的生活兼備，避免過度依賴手機，以及缺乏 

與面對面的直接溝通。 



假設及個案 – 齊思考、齊討論 



當你要孩子停機去完成功課時… 
• A -威脅式: 我警告你而家立即停機，你再唔做功課，
以後就不准你再用，我會沒收/唔幫你比電話費 

 

• B -賄賂式: 如果你唔再打/暫停使用去做功課的話，
媽咪就買對新波鞋給你 

 

• C –代替式: 我知你好想打/使用，但若暫且震機及遠
離，可讓集中精神完成功課，完成後我明白你會使用
一會兒而不會影響休息，可以的話大家分享使用心得 

 

那一個是給予孩子一些選擇權? 



溝通分享，加強應變 
• 共同溝通假設，預先引導他們什麼是可做與不可做的 

 

加強其處事應變力，情景思考：網友邀約時，你 

會應約嗎？有否潛在的危險？ 

 

假如受到同學和朋友在網上中傷，遭到洗版式的 

留言轟炸，你會怎樣處理？ 

 

別人給你色情網頁或其他朋友的涉及性的私隱照 

片？你會觀看以至上載/轉發嗎？ 



為•••少女甘願援交  
    小紅得知學界以援交形式賺錢，認為只是逛 

街、看戲、karaoke 一般娛樂陪伴，為了••• 

心想嘗試，但當她手機網絡約見陌生人時，對方 

直接提出在某時鐘酒店交易•••，她很擔心， 

於是告訴好朋友及你。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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