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今時今日，使用網絡已經成為
生活習慣，尤其疫情爆發之
後，使用手機、電腦上班上
學已成主流。加上在香港，不
少人生活壓力大，為了紓緩壓
力，玩手機遊戲、看影片、瀏
覽社交平台，更成為了生活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有調查指出
本港學生網絡成癮情況嚴重，
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今期通訊將會與大家一起探討
上網對我們的影響，認識何謂
「網絡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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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e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哥林多前書6章12節



封面提到本港學生網絡成癮情況嚴重，有2022年調查顯示逾六成半學
生有輕度或以上網絡成癮現象，近六成(65.6%)學生表示因上網而影響
情緒，曾與家人發生衝突；逾一半(51.8%)學生每日花四小時或以上時

間上網，其中有一成多學生
( 1 3 . 9 % )更花高達七小時或
以上 [1]，即接近整天的三分
一時間。由此可見，學生十
分依賴網絡，其實過量使用
網絡有機會影響家庭關係，
甚至引發衝突。

學業 / 工作學業 / 工作
表現受影響表現受影響

今期專題今期專題——網絡成癮網絡成癮

「網絡成癮」與你有關？「網絡成癮」與你有關？
「網絡成癮」一詞，泛指對於互聯網的過度使用，以致影響日常
生活，在青少年間較為普遍。在1 9 9 5年，網絡成癮症（ I n t e r n e t
Addictive Disorder）由精神病專家Ivan K. Goldberg提出，之後有學者
再結合診斷的因素，整理成「網絡成癮診斷性問卷（Young's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YDQ）」[2]。

邀請大家可以用筆，在有相應情況的方格打✓，看看自己中了多少個。
情況 有(✓)

高度專注於網絡
為達到同樣的滿足感，需要不斷增加上網時間
不斷努力嘗試縮短上網時間
當網絡使用受限時，產生易怒、抑鬱或情緒不穩定等情況
上網時間超出預料
為了上網甚至危害工作或社會關係
向他人謊稱自己的上網時數
利用網絡作為一種管理情緒的方法
總計： 個

**假若✓的數量達到5項或以上，便可能是患有網絡成癮症**

下頁可了解網絡成癮帶來的 
負面影響！

本 港 學 生 網 絡 成 癮 情 況 嚴
重，你 覺 得 有 特 別 的 原 因
嗎？你又覺得自己比身邊一
般的朋友用較多的時間使用
網絡嗎？



網癮影響網癮影響 現今世代，每個人都「機不可失」，無論
乘車時、在街上、球場、餐廳、山上，甚
至是家中，大家都會打卡、
WhatsApp、拍照po story。

適當合理地使用當然令生活
增添色彩，但過量使用以致
網絡成癮，所帶來眾多的影
響，又是否值得？

情緒 情緒 
波動大波動大

影響影響
視力視力

缺乏缺乏
運動運動

注意力 注意力 
難以集中難以集中

影響日常 影響日常 
社交生活社交生活

影響與 影響與 
家人關係家人關係

學業 / 工作 學業 /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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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專題今期專題——網絡成癮網絡成癮

睡眠睡眠
不足不足

網絡成癮後，可能會引致以下情況：網絡成癮後，可能會引致以下情況：

[4][3]



做人難，放下手機更難做人難，放下手機更難
大家都知道完全遠離手機是一件困難的事，始終生活上
太多地方需要使用手機了。但我們需要學習不過度使用
手機，避免網絡成癮，相信只要大家下定決心，一定可
以做到。

一、刪除令你沉迷的手機軟件程式一、刪除令你沉迷的手機軟件程式
嘗試刪除令你沉迷的apps，例如遊戲或者網上購物
的帳號，減少在這些方面投放時間。

二、建立多元化嗜好二、建立多元化嗜好
多 培 養 不 同 
運動、音樂、
藝 術 興 趣 ， 
嘗試參加中心
活 動 ， 了 解 
自己的喜好。

三、刻意遠離三、刻意遠離
手機、電腦手機、電腦

特別是需要專心工作或
溫書時，刻意遠離自己
的手機或電腦，避免太
易接收到資訊而令自己
分心。四、制定每天上網的時間四、制定每天上網的時間

限制每天上網的
時間，如先減少
半小時，再逐步
減少一小時。

要控制上網時間，其實有很多方法，包括以下四項：



網絡危機中伏位網絡危機中伏位
科技日新月異，現今在網絡世界購
物實在十分方便，但同樣地亦存在
不同的網絡危機，今次我們邀請到
一位青少年分享一下他網購中伏的
經驗，大家要小心避免！

青少年呀文分享
臨近女朋友生日，
就應承左佢買對新
波鞋比佢做生日禮
物，咁我就睇下邊

間平D啦，點知比我搵到有間
IG  shop賣得比其他鋪頭平幾
百蚊。正所謂「早買早享受，
遲買平幾舊」，又平又可以
享受，見佢 I G寫明話正貨保
證，又有人讚佢客服好好，IG
follower又多，咁我諗應該無
問題嘅，咪過數比佢去買囉。
本身話大概兩個星期有貨送到
屋企，但點知等左成個月都冇
消息，IG搵佢又冇人覆，後尾
間鋪頭仲delete埋 IG帳戶，先
發覺真係中曬伏，之後覺得咁
等落去都唔係辦法，就決定報
警，不過警察個邊就話要D時
間去調查，而家我錢又冇左，
女朋友又嬲左，真係好麻煩。
今次網購經驗令我唔敢隨便貪
平上網買野，希望大家網購都
要小心！

社工的話
網 上 購 物 的 確 方
便，單靠數個按鈕
就可以買到不同貨

品，但同時間亦因為方便，
不法之徒容易乘機行騙，大
家在網購前，應該要注意以
下四點：
1. 網購最好是透過官方銷售
渠道購買貨品

2. 若使用信用卡或銀行戶
口等電子戶口付款，避
免儲存帳戶名稱或密碼
到網頁上

3. 收到來路不明的貨品確認
或運送定位等訊息，應小
心處理，不少騙徒會透過
相似的網址，來盜取銀行
戶口或信用卡密碼

4. 如有任何懷疑，可以致電
防騙易熱線18222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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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ware of easy
money traps
When we want to buy something, we 
need money. One of the ways to get 
money is

Going to WORK.

There is a Job Ad on the right-
hand side, Do you think this job is 
attractive?

The conditions are attractive, yet we 
must beware of easy money traps as 
follows.

English CornerEnglish Corner

Reference
How to avoid being scammed by fake job ads(12 NOV 2021). Source New Mexico
Retrieved from https://sourcenm.com/2021/11/12/how-to-avoid-being-scammed-by-fake-job-ads/

1.  Beware of abnormally
high salaries

One of the ways criminals entice people 
is by advertising unusually generous pay. 
If the salary being offered in a job ad is 
much higher than what you 
see in other ads for similar 
positions, be cautious.

2.  Don’t give out your login
password

A real employer doesn’t need to know 
your pas sword of  bank account  or 
even social media account. 
Cybercriminals sometimes ask 
for such information up front 
to commandeer your phone and 
finances.

3.  Avoid text-only interviews
Be cautious of hiring managers who insist on 
communicating only by email or text or using 
messaging platforms such as Telegram to 
conduct interviews. Cybercriminals typically 
don't want you to hear their voices or see 
their faces, since it raises the 
chances, you'll realize they're 
not who they say they are.

4.  Don’t buy things on behalf
of a potential employer

Criminals would be asking you to send 
their own money to them or to some third 
party for buy somethings etc. Although 
they said they promise to return the 
money you later, words 
alone are no guarantee you 
could get the money back.



本服務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 服務質素標準

(SQS) 話你知

地址：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1樓地址：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服務大樓1樓 督印人：伍志珊督印人：伍志珊
編 輯：曾浩言編 輯：曾浩言
印 刷：200份印 刷：200份

電話：2528 2779電話：2528 2779
傳真：2520 5401傳真：2520 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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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S 6-03 制定及檢討工作計劃程序指引

颱風及暴雨措施
如課程及活動舉行前3小時，仍未取消颱風或 
暴雨訊號，將按以下措施安排：

颱風訊號及暴雨警告
室內
活動

戶外
活動

歷奇活動
(行山澗、
露營)

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一號戒備訊號

 

X
紅色暴雨警告訊號
三號強風訊號

 X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X

雷暴／山泥傾瀉警告  
酷熱天氣警告／
其他警告

  

備註：：照常舉行  X：活動取消 
：請致電2528 2779查詢

適當的書面工作計劃，可作為引導服務單位的運作，和作指定時限內評估服務單位表現的依據。

當服務單位制定工作計劃前，可參考以下的步驟進行：

1)擬定計劃。
2)根據以往經驗、參加者的需要、參加者的意見等來分析、評估活動可行性。
3)執行計劃。
4)根據工作員自我評估、參加者的意見來評估活動成效，繼而作出有價值及可行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