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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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筆記 

 

A. 活動目的 

 

1. 讓家長了解如何支援子女管理互聯網的使用；及 

2. 協助家長掌握有效的親子溝通技巧和促進家庭協商的技巧 

 

 

B. 活動內容 

 

1. 與子女溝通如何正確使用互聯網 

 

i. 以身作則 成爲子女的好榜樣 

 進行家庭活動或與子女一起的時候（如吃飯、外出），放

下你的電子裝置 

 不理會或回應非緊急或不需即時處理的來電或信息 

 養成良好的睡前習慣（如看書、進行放鬆運動等），在睡

前避免使用電子裝置，並將電子裝置設定為靜音模式 

 

ii. 提高警覺 與子女探討使用網絡的利與弊 

利： 

 科技提供多元學習模式 

 可獲取更多資訊 

 提升手眼協調能力 

 適應社會發展 

弊： 

 過度使用網絡 

 潛在的安全危機（隱私安

全、網絡欺凌／詐騙、不當

內容） 

 減少了面對面的人際交流機

會及運動時間 

 虛擬世界的技能不能轉移至

真實世界 

iii. 均衡生活 均衡的健康生活 

 留心子女的日常生活，如興趣、愛好、朋友間的話題等，

從而發掘他們的興趣 

 幫助子女建立個人興趣，如運動、閱讀、手作等 

 陪同和鼓勵子女參與社交活動，增加他們與其他人面對面

相處的機會 

示例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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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同訂規則 使用互聯網的規則（範例請參閱附件） 

 一同訂立在閒暇時使用互聯網的指定時間和時限（邀請其

他家庭成員見證） 

 允許子女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活動 

 清晰列明禁止瀏覽的網站或下載的應用程式 

 設定放置電子裝置的指定位置 

 在雙方同意下，對子女的違規行為訂下針對性和可實行的

後果（例如倘若子女在協議時間以外使用了電子裝置，便

需要在週末扣減一天使用電子裝置的時間） 

 容許特別安排（如長假期／考試後） 

 將協議張貼於顯眼的位置 

 定期檢討規則 

 

v. 恰當干預 適時暫停 

【提提您】假如子女難以自行停止使用電子裝置，家長可        

嘗試以下方法： 

 調整子女期望（如：「今日只可以睇一集卡通片」） 

 選擇合適時機暫停（如：節目廣告時間、子女完成一局遊

戲後） 

 接近協定結束的時間時，給予口頭提示（如：「仲有五分

鐘就要結束啦。」） 

 主動提供協助（如：「你已經玩咗一個鐘啦，你想自己關

機定係媽咪幫你？」） 

 

vi. 保持溝通、

互相尊重 

 

坦誠、非批判性 

 了解子女心裡的想法 

 避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子女身上 

 鼓勵子女提出疑問，並真誠回應 

 管理自己的情緒，坦誠地表達你的想法和擔憂，避免責罵

子女 

 嘗試站在子女的角度，找出雙方的共通點，以達成共識 

 獎勵子女的正向行為 

vii. 尋求協助 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 

 當因過度使用互聯網而影響日常生活、社交、學業時，可

主動向專業人士（如心理學家、社工）尋求意見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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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家庭的協商能力 

 

有效的親子協商技巧 家庭溝通原則 

 讓子女參與日常家庭決策，如計

劃家庭活動   

 積極傾聽  

 留心 

 關注 

 不作判斷 

 反思 

 澄清 

 總結 

 分享 

 尋找共通點，一同討論解決方案 

 教導子女如何溝通，如一同進行

需要用協商技巧的遊戲 

 接納和愛心 

 避免苛責 

 有說服力的教導方式 

 先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幫助子女處理情緒 

 從聆聽中學習 

 

 

 

3. 給家長的小貼士  

 

a. 在學習的過程中，子女和家長也有機會犯錯誤 

b. 可積極陪同子女使用電子裝置  

c. 與子女溝通如何使用電子裝置  

d. 認同子女的一些合理的需要，並准許他們適當地使用電子裝置 

e. 讓子女相信父母是講道理的，會令管教更有效 

f. 讓子女成為專家，從他們身上學習，同時享受與子女溝通時的樂趣 

g. 與子女訂立使用電子裝置的時限 

h. 發掘新的溝通方法和嗜好 

i. 作爲子女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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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源 

 

a. 教育局／香港教育城 - 小冊子／資訊 

 「共建更好的網絡世界」電子學習資源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ict/page_58fd847d316e83c22a000000  

 

b. 衞生署 - 小冊子／資訊 

 智 Smart 新世代（小學篇）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recommendations/files/recommendations_p

rimary_school_students.pdf  

 健康地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internet/health_effe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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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使用電腦/互聯網協議書 

 

我 ____________ 同意每日可於 _________ 時至 _________ 時使用電腦／上網，並且不得瀏

覽含有色情、暴力或賭博的網頁。 

 

如有特別需要，雙方可再作安排。 

 

如有違反規則，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為抵償。如能遵守協議一星期，

可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作獎勵。  

 

我們將於 _______ 月 _______ 日再行檢討。 

 

 

子女簽名： 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  

見證人簽名： 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 (2018) 

 

訂立使用互聯網規則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