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絡沉溺定義和主因 

網開新一面 
阿熙 



網開新一面 – 網絡沉溺輔導中心 

2005年試行，2006年正式獲公益金贊助，2010年正
名為「網開新一面 – 網絡沉溺輔導中心」 

處理累積超過1000個個案 
由上門直接介入青年，到近年介入整個家庭系統 
 



網開新一面 

在2009年時…… 



時間 

40小時以上 



•上網成癮者無論在「成功感」、「人際關係」、「生活樂趣」和「家人
關係」的分數，均比非上網成癮者低。其中隱含上網成癮者上網背後，
很有可能是因為一些成長上的缺失，故向上網世界尋求滿足 (2009) 

上網成癮者 非上網成癮者 
成功感   平均分 2.49分 2.87分 
人際關係 平均分  2.76分 3.21分 
生活樂趣 平均分  2.65分 2.97分 
家人關係 平均分 2.56分 2.86分 



成功感 上網成癮者 非上網成癮者 

我的學業成績非常差* 56.9% 29.9% 

我在課外活動中有出色的表現* 50.0% 61.2% 

無論我如何努力，做什麼事也不會做得好* 43.1% 18.4% 

人際關係 上網成癮者 非上網成癮者 

我不喜歡與人相處* 33.0% 10.0% 

我沒有一些關心我的朋友* 35.6% 11.1% 

一般人都喜歡我* 60.1% 68.5% 

生活樂趣 上網成癮者 非上網成癮者 

除了使用電腦外，我經常參與其他興趣和活動* 54.3% 72.0% 

參與電腦以外的興趣活動使我感到滿足* 63.8% 75.2% 

*代表兩者相差在統計學上有明顯分別 



家人關係 上網 
成癮者 

非上網 
成癮者 

我的父母(或主要管教者)懂得使用電腦 51.3% 53.9% 

我與家人相處融洽* 61.4% 79.7% 

我的父母(或主要管教者)明白我使用電腦的需要* 45.5% 66.9% 

父母(或主要管教者)會鼓勵我參與電腦以外的活動* 59.8% 71.5% 

*代表兩者相差在統計學上有明顯分別 

家長的資訊科技能力高低未必與子女沉迷上網有關，但
家人相處融洽及家長明白子女使用電腦的需要卻有助子

女遠離網癮。 



40小時以上 
( 生活規律已可預見其他系統崩潰的可能性) 

成功感 
人際關係 
生活樂趣 
家庭關係 
以上系統失去功能，定義為網絡沉溺。 



主因 



科技爆炸的年代  

何謂道理？？ 



再沒有預定次序的學習 

吸收範圍無限擴闊 
消化能力沒變 
 
容易吃膩 
同時 
識得分辦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而有可能找不到出路 
 總結﹕易與各系統發生衝突 /不能於系統中滿足需要 



內心的暴風 

網絡是最遼闊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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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相信青少年的能力 
讓青少年相信自己的能力 

讓網絡變回資訊科技，而不是安慰劑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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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核心需要 (core factor) 
友伴需要 
家庭關愛 
自我形象確立  ,etc.  

解決核心問題 (core problem) 
校園欺凌 
學業適應問題 
家庭發生突變(如離婚、照顧者離世) 
為成績放棄所愛(別少看興趣的影響力！) 



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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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小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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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家長小組的信念 

    我們相信: 
以曲線介入沉迷上網的青年，透過不同家長的個案，共同發掘子

女的真正需要，能夠解除對家長對網絡沉溺的迷思。 
 
親子的關係及溝通的改善，有助協助親子間滿足不同的需要，以

改善子女的網癮問題，同時改善家長的情緒問題。 
 
當家長個人需要得以抒發及被認同，情緒得以支援，於管教的有

能感會增強，亦更願意積極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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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易徑」家長小組 

 於2011年1月至3月期間，本中心共舉行11個家長小組，提供服
務予59位家長。本中心有幸邀請了曾家達教授為顧問，並為
中心同工提供訓練。 

 

小組目標: 
 
提升家長對子女需要的了解 
 
協助家長建立更具成效的介入策略和技巧， 

使家庭重新發揮功能 
 
提升家長的能力感及生活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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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流程 

1. 電話接觸及組前面見 

 

2. 第一至第四節小組  

[認清需要，重構子女上網沉溺問題] 

『佢打機係因為佢成績差，冇咩自信心…』 

 

3. 第五至第七節小組 

[制定策略，精練技巧及實況應用]  

『嘗試關心佢，同佢談天說地，再讚賞佢』+ 角色扮演練習 

 

4. 組後跟進 



* 3C: 處境Circumstances, 能力Capacity, 特性Characteristic 



技巧分享 

聆聽未必是王道 
但總會為我們帶來驚喜 



3 Levels Listening Skills  

-Factual Information (表達者的內容) 

-Emotion (情緒內容) 

-Needs, Wishes, Intention  
(個人想要、需要及期盼的東西) 

 

 
 

要仔細了解:  
青年的行為/說話背後的需要 

 



3-D Appreciation Skills 

Discover (發現) 
- Positive response towards you or other people 
- Any positive quality of the subject 
 
Document (記錄) 
- Keep a record of what you have discovered 
 
Display (表現) 
-        Direct feedback 
-        Open acknowle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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