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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小學） 

達成共識：如何與子女設定界線 
 

導師手冊 

 
1. 活動目的 

 
活動完成後，參加者將能夠： 
a. 了解如何支援子女管理互聯網的使用；及 
b. 掌握有效的親子溝通技巧和促進家庭協商的技巧。 

 
2. 程序（共 90 分鐘） 

 
環節 簡報 

頁數 
所需   
時間 

（分鐘） 

目的 活動内容 所需物資 

1 頁 1-3 5 簡介工作坊流程和

學習目標 
 導師簡介工作坊的學習目

標和課題。 
簡報投影片 

2 頁 4-7 10 提升參加者認識正

確使用互聯網的重

要性 

 通過討論使用互聯網及玩

流行手機遊戲的優點和缺

點，導師提升參加者對正

確使用的重要性的認識。 

簡報投影片 

3 
 

頁 8-22 35 協助參加者了解現

今兒童使用互聯網

的挑戰、網絡成癮

及不當使用智能手

機和互聯網的問題 

 導師講述家長在子女使用

智能手機或電子裝置方面

的常見問題。 

 導師解釋網絡成癮的定

義、徵狀（如睡眠不足、

社交退縮）及對身心健康

的不良影響。 

 導師引導學員思考「我孩

子 的 問 題 有 多 嚴 重

嗎？」、「我的孩子真的

有問題嗎？」等問題。 

 導師分享有關兒童使用互

聯網的研究結果，並協助

簡報投影片 

示例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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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 簡報 
頁數 

所需   
時間 

（分鐘） 

目的 活動内容 所需物資 

參加者評估子女使用社交

媒體的情況。 

4 頁 23-
33 

20 協助參加者掌握支

援子女正確使用互

聯網的知識和技巧 

 導師邀請參加者思考他們

為子女訂立的使用互聯網

或電子裝置規則／指引。 

 導師介紹與子女溝通如何

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原則和

技巧（例如：要以身作

則、訂立使用互聯網的規

則、適當地干預等）。 

簡報投影片、 
家長筆記 

5 頁 34-
36 

5 協助參加者認識家

庭協商的重要性和

原則 

 導師講解有效親子溝通的

原則，包括關愛、接納及

表達同理心和同情心。 

 導師講述家庭協商的重要

性和原則，包括要專注、

不作判斷、持開放態度尋

找共通點以解決問題。 

簡報投影片、 
家長筆記 

6 頁 37-
42 

 

10 回顧工作坊中所介

紹的知識和技巧 
 導師向家長介紹有助孩子

正確使用互聯網和電子裝

置的要訣，例如：給予同

理回應、認同子女的合理

需要、以及發掘新的嗜

好。 

 導師提醒參加者使用互聯

網／電子裝置已成為成人

及兒童生活中的一部分。 

 導師鼓勵參加者成為子女

的好榜樣。 

簡報投影片、 
家長筆記 

7 頁 43-
44 

5 總結  問答環節 
 填寫評估問卷 

簡報投影片、 
家長筆記、 
評估問卷表

格／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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