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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提昇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和青少年問題的預防及介入，都是本中心的工作重點。隨著千變萬

化的社會變遷、青少年的問題、家長與青少年的衝突亦變得層出不窮。現今科技發達，青少年能隨

時隨地接觸網上世界，衍生出網上欺凌及網絡沉迷之情況。另外，因著物質比從前充裕，漸漸出現

了「港孩」現象。於家庭方面，面對社會轉變，亦為家長帶來壓力與擔憂，亦間接引致親子間之衝

突。面對以上種種議題，本中心一直在不同層面作出介入及進行教育工作。期望透過於本期會訊，

與各教育工作者分享經驗，帶來工作上的反思。

本期會訊內容包括：學生支援網絡計劃校園生活與網絡行為調查（下）、「港孩」現象之探討

及家庭關係影響孩子於校內表現之個案分享等。

上 期 會 訊 中 ， 我 們

已了解過「青少年使用互

聯網的現象」及「網絡欺

凌的問題」；今期，我們

將探討有關「青少年沉迷

上網的現象」和「校園生

活與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

關係」。

沉迷上網的現象及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有一成受訪者表示每天會花六小

時或以上到「社交網站」（11.4%）及「上網打機」

（10%），也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同「和剛使用手機

或電腦上網時比起來，現在每天上網的時間已經增加

很多」（54%）及接近一半受訪者表示「如果突然無

法上網，或是突然被限制不能上網，會覺得很難受」

（49.3%）。由此可見，青少年沉迷網絡的問題也算

嚴重；但由於本土及外國均未有一套評估網絡成癮的

指標，因此我們很難確定他們是否已經出現病態性的

沉溺行為。雖然如此，有不少受訪者亦表示上網行為

已影響著與他人之關係，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同

學及朋友等；他們會為了上網而放棄和朋友或家人相

處的機會。再加上，超過三成受訪者亦表示使用手機

或電腦上網已經影響自己學業成績，及有兩成受訪者

知道使用手機或電腦會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問題。縱

使我們很難確定受訪者是否有成癮問題，但我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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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與網絡行為調查（下）



否認使用互聯網已經影響了青少年與家人關係、朋輩

社交、學業成功及身心健康等各方面生活。

報告指出，由於互聯網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

因此我們不能單憑時間的長短或其影響性去評估問

題的成因，繼而訂定有關的介入手法。所以，作為教

師、社工及家長，我們要先認清沉迷的定義及其行為

背後的原因，才能找出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協助

青少年避免沉迷網絡。

校園生活與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

關係
研究報告中亦顯示受訪者的上網時間、上網習慣

及網絡欺凌行為均與學校歸屬感、和諧校園及和諧家

庭有密切的關係。其次，受訪者的上網行為亦與接觸

暴力及色情文化程度、自我效能感及心理健康指數亦

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性。由此可見，受訪者的校園生活

質素、接觸暴力及色情文化程度及受訪者的個人效能

和心理健康等，均影響著受訪者上網的行為和習慣。

因此，報告中建議要處理青少年的網絡行為，可從改

善校園生活入手，提倡一系列改善學校歸屬感及和諧

校園的指數，提昇青少年自我規律的行為。

報告中亦建議學校使用「正面紀律」作為校內之

訓育方針。「正面紀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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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對己對人都有好處的行為。換

言之，要建立青少年自律行為，家庭及校園必須建立

一套促進和諧及鼓勵自強不息的文化，讓青少年享受

愉快的學習環境。現今大部分青少年都擁有自己的電

腦或手機，與其要經常監控他們的網絡行為，倒不如

提昇他們自我規律的行為和習慣，讓他們學習以自主

自決的能力，塑造健康、正面的網絡文化。

總結
從是次研究結果和現時的社會現象中，我們已看

見網絡科技的發展，快過於道德品格之建立。因此，

我們有需要及早教育青少年有關正確使用互聯網的態

度及習慣，強化校園和諧共融的氣氛。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已於2011年成立，現有15所

中、小學校成為計劃的合作夥伴，而各項活動已紛紛

在學校進行之中。我們期望集結各學校的經驗及製作

教材套等，向全港學校分享我們的成果，協助青少年

愉快健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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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張詠茵姑娘（註冊社工） 

達 仔 是 一 名 小 三 男 同 學 ， 小 一 起 他 已 成 為 學 校 的 「 名

人」，每當遇到不開心或不順心意的時候，他會躲在枱底哭泣，

時間可達個多小時，有時他更會未能控制情緒而出手打同學。達

仔與父親及後母同住，但他們需要長時間外出工作而甚少與他傾

談，主要把達仔送到姨媽的補習社照顧。父親自身的情緒亦較易

波動，有時會把自己的情緒發洩在達仔身上，對達仔亦會以打罵

作為管教的方式。長期缺乏父母關顧及不恰當的管教令達仔欠缺

安全感，以致他遇到不如意時就會大發脾氣。我與老師共同傾談

有關協助達仔的方法及策略，與他進行獎勵計劃，教導他處理情

緒的方法。即使情況時有反覆，但當達仔出現情緒的時候，已較

之前冷靜，我亦和達仔建立了信任的關係。

「家」

「暴力背後」的達仔

「家」可以是一個避風港，是一個溫暖的地方，當我們面對困惑、不安、受傷的時候，「家」讓我們感到安全

及依靠。在小孩眼中，「家」更是最先讓他們學習的地方，在充滿「愛」及「保護」的家庭裡成長的小孩，他們大多

會有安全感及自信心。反之，如果小孩生活在複雜的家庭環境裡，父母關係惡劣，長期受到負面的責備，他會怎樣成

長呢？

當小學社工的經驗裡，曾遇到不少被認為是「問題」學生，包括發脾氣、不做功課、偷竊、欺凌等。其實，他

是「問題」學生或是他有「問題」呢？「問題」的出現往往是基於其動機及學生自身的原因，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

學生的違規行為，未能理解搗蛋背後的動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更只能換來「勞氣」，我們更容易把人標

籤為問題，把視為有問題的人「問題化」吧！學生在成長路途上，經常在十字路口，不知如何是好，但只要我們循循

善誘，他們定能夠解決不少成長難題。

現希望透過分享達仔的個案，讓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影響小孩的成長。作為教育工作者可以怎樣處理，幫助學生

在愛裡健康成長呢？

前言：「問題」學生 vs 學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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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困境，達仔的一句說話令我明白到我們不斷要求他做

正面行為的時候，我們有否真正了解他的需要呢？記得他在課室發脾

氣被抽離至社工室，他哭泣著說道：「你地個個都唔鍾意我！」這句

說話深入我內心處。孩子的行為問題其實是一個方法告知別人他的需

要及缺乏。與達仔傾談下，我知道他的父母現正處理離婚事宜，他們

在家中經常吵架，甚至有動手的情況。另外，達仔亦是這段時間被告

知一直照顧他的母親不是親生媽媽而是後母，父母分別亦向達仔責罵

對方的不是。家庭生活的突變令達仔無所適從，在家中一直都被忽視

及缺乏愛，在學校裡做出的行為正反映著他脆弱的心，不知所措的他

只好以具攻擊性的方法來發洩情緒，表達他的無助。

對於達仔的情況，大家多了一份關注及明白，老師

亦對他多加包容。為了減低達仔的負面情緒，我透過

繪畫及遊戲讓他作為抒發的渠道，他的情緒亦稍為

有改善。惟「解鈴還須繫鈴人」，不穩定的家庭環

境是引致達仔激烈情緒的主因，於是我把達仔父母

的情況轉介至家庭服務中心跟進，處理他們的婚姻

問題，我建議達仔參加「短期適應課程」，到群育

學校寄宿，一方面可以學習情緒管理，改善其行為表

現，另一方面可以暫時遠離家中，避免成為父母的磨心，

減少對達仔的剌激。達仔在群育學校後，他的表現頗為理

想，規律的生活增加達仔的安全感，而當他遇到不開心的時

候，亦會嘗試控制自己，其攻擊性行為已經相對地減少。

當達仔升上小三時，他的情況急轉直下，打同學及

發脾氣的情況亦愈見嚴重，由初時躲在枱底哭泣到弄翻

桌子及椅子，及後甚至打老師及說粗言穢語。儘管在出

現情緒後達仔總要面對老師嚴厲的訓示及懲罰，但他都

沒有絲毫畏懼，依然固我。作為社工的我，當時亦有所

迷失，之前與達仔共同協定的計劃似是全無作用，面對

老師對達仔的投訴越來越嚴重，自己亦開始失去方寸，

獎勵及懲罰皆對達仔起不到其作用，他是否真的無藥可

救呢？

後
母

你
地
個
個
都
唔
鍾
意
我
！

吵
架

離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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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反叛背後的故事

2) 重覆的反思

當我們面對相類似的學生問題而沒有突破時，停下來反思一下工作路向也許為我們帶來出路。我們可嘗試給

自己留多一點空間，放下自己對問題的前設，把問題重新整理，或許能夠思考另一個策略。

達仔的核心問題是基於家庭情況，困擾令他不知所措，不停的指責只會為他帶來更負面的情緒。真誠的關顧

及接納反而為達仔帶來一點兒的安全感，減低其情緒失控的情況。

3) 堅持信念

面對「人」的工作，往往是最費心力，鼓勵我們繼續前行的也許是我們的信念吧！「人是可以改變」提醒我

們不要放棄及氣餒，只要把「問題」帶離學生，他們是可以有轉變的。

達仔被安排到群育學校裡讀書，減少了家庭不穩定對他的影響，功課量減少及情意活動的增加，對於他的成

長亦有所幫助。

結語：拾海星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年輕人在美麗的海灘散步，遠望看見一個老伯伯不斷把沙

灘上的東西擲向海中，在好奇驅使下，他走近老伯伯了解，發現那個老伯伯正

把被海水沖上岸，被曬得奄奄一息的海星逐一丟回海中。年輕人感到很疑惑，

於是詢問老伯伯為什麼要把海星丟回海中，老伯伯回答稱牠們被海浪沖到岸

上，如果不把牠們丟回海裡，牠們就會被太陽曬死。年輕人聽後覺得很可笑，

因為海灘上有成千上萬的海星，老伯伯一人是不可能把牠們全部丟回海中，不

能帶來什麼改變。老伯伯以微笑來回應年輕人，繼續彎下腰拾起一隻海星把牠

丟回海中，同時說：『看！至少對這海星來說有很大的分別吧！』年輕人聽後

覺得很感動，不發一聲與老伯伯把海星一隻一隻丟回海裡。」

無論我們所作的事情是多麼微不足道，而我們要面對的困難及情況是多

麼嚴重，只要願意付出，即使未能夠看到即時成效，「點滴作用」已經出現

了。同時，你的付出亦會感染身邊的人，反映「生命影響生命」。日常疲於奔

命的工作真的令我們喘不過氣來，彼此的分享及支持會為大家打了一支「強心

針」，但願大家繼續努力，共同為新一代建立健康及愉快的童年。

達仔的個案令我反思家庭環境對於小孩成長的重要性，是達仔本身「有問題」或是他正「被問題所困

擾」呢？反叛背後的故事往往是容易被我們忽略，當我們遇到被稱為「問題學生」的時候，以下有幾點希

望可以給予大家少少反思，讓大家的工作更順利。

1) 事出必有因

行為的出現，是基於某些原因及價值觀。當學生出現行為問題的時候，如果我們只強制阻止學生的負面行

為，而未能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往往只對學生造成壓抑，引致擴大該行為的嚴重性，未能解決其核心問題。我

們可先與學生傾談，以關懷的角度了解他背後的原因及遇到的困難，再作出跟進和處理。

達仔情緒不穩定的原因是由於受到父親情緒的感染及家庭的轉變，故此，針對處理達仔自身情緒問題未必能

夠根治其行為，集中處理達仔的家庭狀況才是首要的事情。



專題探討

港孩自理多面睇

家校配合最有計
 張汶禮先生（註冊社工）

古時，「公主」及「王子」是一種崇高及受萬人

尊重的稱呼。現代中，「公主」、「王子」的稱號卻

漸漸成為了社會上令人擔心的新一代。近年來有不少

的電視或報章都提及到現代「公主」與「王子」正面

對生活上的挑戰，但究竟他們與青少年又有什麼特徵

上的差異呢？作為社福界及教育人士，又怎樣協助他

們面對社會上的不同挑戰呢？

「公主」、「王子」，甚至是「港孩」都只是一

種代表性的稱號，實際上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就

是缺乏「自理能力」。有報章曾講述一名小六男生家

有傭工照顧起居飲食，導致打校呔及綁鞋帶也不懂，

甚至洗澡也需要由父親協助（東方日報，2010年7月

20日）；亦有一名十三歲中一學生用餐時，需要傭

工為他剪碎菜肉才能進食（東方日報，2010年5月23

日）。可見他們不但在生活習慣上缺乏管理能力，甚

至在心態上亦出現「假手於人」的情況，亦有部分學

生在校園中缺乏適應生活之技能，包括未能按時間表

執拾課本、未能紀錄每天家課等。正因傳媒對「港

孩」的報道增加，社會各界逐漸關注小學生的「自

理能力」，希望了解社會上新一代的「自理能力」實

況，嘗試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支援。

香港明愛於2005年為小學生自我照顧能力進行調

查，結果顯示，只有60%受訪小一學生能自己洗澡，

而洗頭方面更只有40%受訪學生能夠自己處理；另

外，只有半成或少於半成的受訪學生能自行綁鞋帶、

收拾床舖、收拾衣服鞋襪等。此外，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於2012年亦曾作相類似研究，研究對象是在小

三至小六兒童及育有上述年級子女之家長。結果顯示

約有10%的兒童未能掌握基本生活技能的自我照顧能

力，自理能力落後於兒童正常發展階段指標。兩份報

告均反映出社會上的確有部分學生對掌握自我照顧能

力上較弱。

無疑，學生的家庭生活佔每天的三分之二，要提

升「公主」、「王子」的自理能力，家長的角色尤為

重要，更可說是責無旁貸。由於要提升學童對自我照

顧能力的學習動機或態度，並非短時間能做到，故此

家長實在需要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提供一個環境

及充足的時間讓孩子學習。然而，當今家長往往會認

為學業成績、專業技能對子女成長最為重要，至於其

他的生活技能、解難或抗逆能力郤放在一旁。他們寧

願子女集中精神學習不同技能或到補習社補習，也不

用子女為著打理自己日常的生活事而動手，取而代之

便是父母自己及家傭雙手。慢慢地，「公主」、「王

子」之現象便應運而生。

作為教育界的一份子，我們深明家長教育實為重

要，然而要抗衡這些文化及消弭這現象是否無從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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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是否只是眼巴巴看著學生連基本的自理也做不

到，而自己只是坐以待斃？答案是「不」。學生在校

園生活亦並非一個短時間，故此校園中的時間、活動

及學習機會絕對不能輕視。正因如此，學校的行政配

合、校內活動推廣以及老師對學生所灌輸的正面學習

意識等，都能有助學生進一步提升自理能力。

首先在學校行政方面，過往學校都會為提升學

生的自理能力的學習動機，而舉行單次性的教育活

動，如：講座、校內班際比賽、工作坊等，然而這些

單次性的活動卻未能完全有效發揮其功能。學校無

論在課程設計、課堂安排及學校政策等，皆宜針對性

及有系統地在校內推行，並以此為校內每年的常規目

標。如：將此學習範疇加入在成長課程中或在班內設

立各類型的職務，如：班長、科長、膳食大使或清潔

大使等，學生能透過委任工作而提升管理、社交及責

任心，無形中也是提升他們對不同範疇的重視程度。

此時，學生不但能從不同的崗位中訓練他們的自理能

力技巧，更能透過與其他同學的互動，從而改變他們

對自理的看法。另外，在午膳期間讓學生擔任膳食幹

事、自備餐具、自行分類廚餘和飯盒，以及自行清潔

餐具，各項的職責也能加強學生的責任感及自我管理

能力，從小培養他們「親力親為」，讓他們從生活經

驗中明白學習自理的重要，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

此外，於校內推廣活動也是良好的介入方向，

如：有些學校每年都設有常規活動，讓高年級的同學

教授低年級同學的正確刷牙技巧和培養刷牙習慣，讓

初小學生能在輕鬆及具鼓勵的環境下學習自理，提升

學習動機。同時，高小學生亦能透過扶幼的過程，讓

他們反思自己在自理方面有否需要提升。

當然，老師對學生所灌輸的正面學習意識亦甚為

重要。在家中，學生較常由家中的照顧者協助或處理

這些未能處理的自我照顧項目。正因如此，當他們需

要處理問題及學習新的技能時，他們便輕易放棄及感

到自卑。然而，倘若老師能透過日常生活，多給予機

會及鼓勵他們自強不息地學習，老師在旁加以指導及

給予空間及機會予學生，這樣他們便能在一個富鼓勵

及具成功感的環境下學習，一步一步地邁向成功。

要令我們的新一代能懂得照顧自己，獨立處事，

可透過學校的多方面配合，為學生營造一個學習環

境，從校園生活經驗中培養自理能力的意識和習慣，

並將所得的經驗在家中實踐。若家長能配合給予孩子

獨立嘗試的機會，同時亦提升孩子對掌握自理能力的

重視性，這樣便能讓他們成長為獨立自主、受人尊重

的「公主」、「王子」。

參考書目及報章

1.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2005），「小學生自我

    照顧能力初探調查報告」

2.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知識管理及策劃科（2012），

 「香港兒童自我照顧能力調查研究報告」

3. 東方日報（23.05.2010），「唔識綁鞋帶，港孩堪憂」

4. 東方日報（20.07.2010），「王子公主變三低港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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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閣下願意與我們一同推廣「人際復和」的訊息，歡迎成為「復和之友」；請下載有關表格及填妥有關資料，

我們將盡快處理有關的申請。 註︰個人資料只作本中心與閣下聯絡之用，絕對保密。

1. 招攬一班願意與我們一同推廣「人際復和」訊息的朋友，將「復

和」精神推廣至社區每一個角落。

2. 透過參與及策劃不同類型的活動，讓「人際修和」、「復和公義」

等理念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支持，從而改善人際關係。

成立目的

1. 入會者只需填妥「復和之友」會員申請表，即可辦理入會手續。

2. 各入會者必須於表格清楚地填上各項內容。

3. 會員有權申請退出會籍，會員可直接致電（電話：2399-7776）或親臨本中心辦理有關手續。

入會須知

印刷數量：2,000份

設計及印刷公司：以勒創意設計

「和晴集」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出版的刊物，版權所有，欲轉載本通訊內容須先得到本中心同意。

編輯顧問：黃成榮教授

編輯委員會：李倩婷小姐、吳鳳雲小姐、吳志權先生、包彩珍小姐

我們希望藉著是次籌款工作，推廣「關愛家庭」教育服務。活

動目的透過不同層面，包括：學校、家庭及社區，讓公眾關注關愛

家庭的重要，學習親子溝通及相處技巧，從而提昇家庭功能。若有

家庭的紛爭，都能學習以復和技巧化解衝突，建立和諧及互愛的親

子關係。

是次賣旗日籌款目標為40萬，需2000名義工協助。惟至今義工

人數與目標相距甚遠，現向各界發出呼籲：誠邀大家鼎力支持是次

賣旗活動。

為鼓勵及多謝學校∕機構積極參與是次賣旗活動，所有參與賣旗之義工將獲發感謝狀，以及可按學校∕機構

需要安排旅遊巴接送義工往返。我們亦特設「愛心義工榜」頒發冠、亞、季獎項以表揚招募最多賣旗旗袋義工的團

體。此外，我們亦特設「愛心服務回饋計劃」，倘  學校∕機構有意推廣「關愛家庭」並派出25名或以上之賣旗旗

袋義工，本中心可免費提供有關講座或工作坊。

4月13日請支持
港島區

賣旗日（星期六）

資訊速遞
緊急呼籲

加入
成為

「復和
之友」

1. 入會費用全免。

2. 定期收到本中心的會訊 -《和晴集》及其他活動資料。

會員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