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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頭，不難發現無論老幼，差不多每人都  

「機不離手」。智能手機的發展打破

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連上

網絡，我們幾乎就能與世界各地的人溝通。有人

認為，通訊科技的發展促進溝通，拉近了彼此距

離；亦有人認為，它反而製造了距離，導致人們

離群孤立……

遠近之間
              通訊科技促進了溝通？還是……

身在其中的你們，又是怎麼想的？

 隨着即時通訊科技迅速發展，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聯繫只需一通電話、一個訊息、甚至一個表情符號就能傳達，

更重要的是――費用近乎全免。但在智能手機及互聯網出現前，通訊方式限於書信、電報、電話和傳呼機，而且均

需花費金錢和時間。要維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非易事。

 偉忠的父親十三歲便隨鄉里來到香港打拼，心心念念都是家鄉的親人。偉忠記得，父親與家鄉的二叔經常有書

信往來，不過一來一往，少則也要半個月，若有急事，便要用上電報。「每次匯錢回鄉後，父親都會帶我到灣仔大

東電報局發電報通知二叔。電報是按距離和字數計錢的，所以要長話短說。而二叔為了省錢，更是從不發電報，即

使家裡有事，都只會寫信通知，可把父親急壞了！」偉忠覺得，雖然書信和電報難以與現今發達的通訊方式比擬，

但當年的每一紙家書，字字寶貴真摯，更盛載他與父親的回憶。「每次收到二叔的信，父親都會叫上一家人，圍在

一起讀。我們幾兄弟姊妹因此學會不少生字，父親更會邊讀邊分享他和家人的趣事 …… 這些回憶很難得、真的很難

得。」

 後來科技發展，加上普羅大眾的經濟環境改善，升斗市民普遍能夠負擔家用電話。電話便取代了書信和電報，

成為了主要的通訊工具。話雖如此，當年要擁有一部電話也不容易。電影《歲月神偷》裡，如街坊需要用電話便要

到裁縫店向老闆借用，就連主角的哥哥跟小情人聯絡，也是靠那部電話。生於五十年代的文娟就清楚記得，當年安

裝電話時不但要申請，而且所費不菲，他們一家更要等半年才有師傅上門安裝。「那時電話款式只有一款，每戶都

是一模一樣的黑色轉盤(撥輪)，而且電話歸電話公司所有，損壞了更要賠償。安裝電話之前，我們要用電話就要到

鄰居家或士多借，幸好他們都不計較！」文娟笑說。與單向溝通的電報和書信不同，電話讓人可以即時交流，

不但是通訊模式的一大革新，同時提高了人們對更快、更好的溝通方式的渴望。

「高消費」的電報與電話

南區聚焦

文：梁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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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快轉到現在。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推波助瀾下，無論是否自願，我們都開始了「螢幕生活」，

揭開了通訊模式的新一章。

 自言尚算跟得上潮流的偉忠，近年也換上了智能手機，以便與分散在國內及加拿大的親友保持聯絡。有趣的是，

他並不特別覺得新科技有助溝通：「新科技當然便捷。現在與遠方親友維持聯繫只需點開Whatsapp或微信，再傳一

句『Hello』，對方已經在零時差的情況下收到。但『收到』不代表『溝通到』。」他搖頭笑說：「不知是否認定對方

就在電話的另一邊，隨時隨地都能聯絡，大家都不再花心思經營關係，不單少了聯絡，內容都不及以往深入。」偉忠

試過將Whatsapp當信來寫，結果被女兒「提點」短訊字太多，只會增添對方的壓力。對於當中的分寸，他笑言還在

摸索。

 17歲的Cassidy直言：「從未經歷過沒有互聯網和手機的日子」。點開她的手機螢幕，滿屏都是閃着「未讀訊息」

的通訊軟件：Instagram、Line、KakaoTalk、Telegram、Whatsapp……她解釋，每個軟件都有特定的通訊對象，各司其職。

「我很享受這種科技帶來的自由。收到訊息，我可以回應，也可以忽略，一切視心情而定。因為科技，我在『追星』

論壇上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外國朋友；也因為科技，我很輕鬆就能與他們交談、互相分享異地的生活，甚至成為

無所不談的密友。」更重要的是，通訊軟件讓Cassidy可以掌控對話：「跟電話和面對面對話不同，短訊可以編輯過

再發出，說錯話的機會少了很多，就算發出了也可利用新功能『Unsend』召回，令人很安心。」不過，Cassidy也有

煩惱：「有時興致來了，我也想跟朋友出去打籃球、到處逛逛。但他們要不在家玩電話、上網，要不就功課很忙，

很難即興約出來見面。這些時候我就會羨慕爸爸說的、他小時候『落街

搵朋友玩』的日子。因為我就算『落街』，也遇不到朋友啊！」為

何不直接打電話約朋友見面？ Cassidy 有些靦腆：「會不好意思

吧！因為這種小事就打電話，總感覺會打擾到對方。萬

一被拒絕，在電話裏感覺更加尷尬。」

 其實，這種「寧可傳短訊，也不想交談」的現象，

不僅出現在年輕人身上。尤其都市人生活節奏急促，

每天待辦事項一大堆，如果還要應付突如其來的對

話(電話)，未免令人難以招架。在這個意義上，短

訊提供了一個讓人喘息的機會：我們可以挑方便

的時間、心情穩定的時候回應，不必勉強。

「螢幕生活」

南區聚焦

相比偉忠的手足無措，面對急促發展的通訊科技，

出生於數碼世代                         的「2000後」，可說是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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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ry Turkle在她的著作《在一起孤獨》中提到，手

機影響了面對面的交流。而且，當我們專注於傳訊息，

不止與身邊人的交談會受到影響，也會影響孩子的成長

和品性。她指出，當大人的注意力被「螢幕」佔據，讓

孩子從小在缺乏交談的環境中成長，孩子會變得沉默寡

言，更會影響他們理解他人話語的能力。2010年密歇

根大學的一項整合研究，分析了過去30年的72個研究

報告，發現大學生的同理心研究調查分數大跌了40％，

而且跌幅大多集中在近10年內。研究人員認為，這種趨

勢和流動通訊的出現有關。

 在這裡引用Sherry Turkle的著作，並非要危言聳聽，

要大家丟下手機，立刻「斷網」―這個「建議」未免太

不切實際。而且亦有不少父母，認為只要運用得當，即

時通訊和科技豐富了他們的親子關係。本港著名親子部

落格板主Maggie，就於媒體分享過如何利用視訊及通訊

軟件內的互動功能，讓她能在公幹時與女兒保持聯繫，

維持親密。對於這個議題，人們各持己見，但可以肯定

的是，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使人與人的關

係變得更複雜。

手機，夾在你我之間？

南區聚焦

參考：
「親子Blogger活用iPhone、App等科技產品與女兒溝通心得」，《香港01》，載於2017年5月14日。
《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時報出版，2017年。

希望各位讀者在繼續
「

螢
幕

生
活

」
時

，
能

偶爾放下螢幕，

    
    

      
                              多

留
意身邊被科技「孤立」了的人、事、物。

訪問期間，Cassidy的一段說話令我印象深刻：

 「嫲嫲現在八十四歲了，不
識字，更不懂得用智能電話。我
有時在Whatsapp群組與家人聊天
聊得興起，不經意抬頭就只見她
呆呆的看着窗外，完全不能參與

            ……………………

而我雖然在她的身邊，卻也似乎
不在她的身邊。總覺得她好像被
科技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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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心意

希望各位讀者在繼續
「

螢
幕

生
活

」
時

，
能

偶爾放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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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本會轄下賽馬會綜合服務處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2018年4月開始推行為期3年

的「新媒體」計劃。計劃共分兩期推行，以3C (Connect認識與體驗、Co-learn學習與探索及Co-create製

作與貢獻)為介入策略，並以新媒體作為工具，將青年由網上世界，重新帶至實體世界。希望青年從

認識青少年中心開始、漸漸認識他們的社區，並以計劃中學習到的新媒體知識回饋社會，幫助有需

要的社群，增加他們在社區的歸屬感。

 另外，計劃加入跨齡合作的元素，青年夥拍成年伙伴合作(adult-youth partnership)讓兩代在平等的

環境下共同學習、增加彼此交流，促進彼此正面接觸經驗，為和諧社區種下種子。

                     「親身訪問社區不同階層讓我對社區的民生問題有
         更深刻的體會，例如傷健人士日常面對的挑戰，漁民於休漁期間的艱難。
令我更有決心，以拍出一部能幫助社區的影片為目標。」

― 卡比；青年參加者

「計劃建構了一個平台，讓我們和青年一同學習、一同籌劃製作影片、
                                            一同寫出關顧社區的應用程式。我認為很有前瞻性！」

― Happy；成人參加者

Co-creating stage
製作 與 貢獻 

From online  to offline
計劃簡介 

小組創作

網上平台發佈

社區/學校巡迴展

成果發佈會及嘉許禮

讓青少年
認識新媒體的使用與道德

提升能力感及自我形象

增強與成年人及社會正面接觸與連繫

有貢獻社區的機會
參加者感想

社 區 伙 伴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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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

h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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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起初我以為年輕人都很『迆(音：hea，意指

懶散)』，但相處下來，我對他們印象改觀。他

們態度認真、學習能力強。」Grace的一字一句，

刻劃着她對青年學員的心態轉變。

青年與成年

              本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獲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

「新媒體」計劃

包括社區探索活動、影片製作課程、手機應用程式

(APPS)製作課程等，提升學員對社區的歸屬感。此計

劃亦加入青年與成年夥伴合作的元素，讓兩代在平等

的環境下共同學習、促進彼此交流。成年學員Grace、青年

學員Jun Lee及小雲均為計劃第一期的參加者。

         起初得知須與成年學員一起上課時，就讀初中的Jun Lee及小雲甚感疑慮。「始終彼此年紀有一定差距，相處時難

免尷尬。」小雲笑說：「但相處下來，大家都很親切。」Jun Lee亦認為，一開始與成年學員交流時，會較小心謹慎，

把成年學員當作長輩看待：「但經過相處及溝通，我們都成為了朋友，當然彼此亦要互相尊重。」Grace則認為，「兩

代人」可互相學習：「成年人的人生歷練較豐富，於做人處事方面可以協助年青人；年輕人學習能力強，尤其於新

媒體範疇，於這方面則可幫助成年人。」

從   影片  製作帶出跨代共融

文：溫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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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心聲

 當談及參加此次計劃的意義時，臉帶稚氣的 Jun Lee 及小雲一本正經地道出於學習影片製作的心態轉變。兩人分

別與隊員從零開始，構思、拍攝、剪接影片，可謂他們的「出道作」。 Jun Lee 說：「起初抱着輕鬆、『上興趣班』

的心態參加。但導師對運鏡技巧及硬件設備的細心解說，令我對影片製作更感興趣，將來亦有志於此領域發展。」

Jun Lee 及隊員的影片以香港仔的小店為題，運用剪接將二十多家小店巧妙地連接於主角的背景。他解釋：「社區小

店日漸式微，希望影片令觀眾更認識香港仔的特色小店，啟發他們多留意身邊的事物。」小雲認為參加計劃，提升

了她的應變能力。「我們組構思的影片原定會加插訪問片段，但訪問當天受訪者突然不想『出鏡』，頓時令我們不

知所措。」慌張過後冷靜下來，小雲與組員決定改變策略，將內容以故事形式表達，當中加插採訪錄音，最終的成

品效果亦相當不錯。

 除了影片製作，Grace同時參加了手機應用

程式製作課程。她認為參加計劃後，自己亦有所

成長。「我很少接觸新謀體，更遑論程式編碼，

因此一開始學習製作APPS時非常吃力！」Grace

慨嘆：「起初打算放棄，但一想到此舉會成為同班

青年的壞榜樣，就咬緊牙關堅持下來，後來總算跟上

進度，回想起來真是不容易。」

 計劃的負責職員Fanny慶幸學員學有所成，亦非常欣賞他們的學

習態度。她認為課程編排緊密，笑言其辛苦程度堪比上班。她坦言：「我還以為

學員未能適應緊密的上課模式，完成首兩節課後就會放棄，但他們最後都能堅持下來，令我倍感欣慰。」

 第一期計劃將於2019年3月完結，學員將結合眾人所學，製作能惠及社區的手機應用程式，並將成果於發佈會

及網上平台分享。如對「新媒體」計劃有興趣，歡迎於辦公時間致電2550 5827予中心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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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記得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的情境嗎？在你腦海浮現的是人人戴着口罩，彼此變得疏離？是前線醫

護人員為大家的健康拼搏；商界及熱心人士慷慨捐贈善款及醫護用品？又或是各界義工為弱勢社群提供各類服務，

抗禦疫症之蔓延，體現彼此關懷、守望相助的精神？

 社會署為提高效率和成效、加強問責和提供彈性，早於2001年改變以往津助模式，推出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其

後因應香港經濟低迷，政府推出公務員減薪方案。在這多變及不景氣之環境下，社福界實難獨善其身。筆者早前與

本會社會服務前總幹事、現任管理委員會顧問黎志棠先生談及此事時，他欣慰地表示當時雖然面對接踵而來之衝擊，

可幸的是同工與機構間一直抱着互信及「共渡時艱」的態度，一起面對挑戰。因此，即使疫情嚴峻，亦未有影響同

工一貫積極之工作態度，全情投入舉辦各類服務，迅速回應社區需要。

 在疫情稍緩，政府退稅之時，時任總幹事黎志棠先生向全體同工致函，呼籲大家獻出一分力，捐獻給本機構，

俾增加儲備，作為日後服務之經費，有關款項以專戶形式保存。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局下，黎先生的呼籲得到同工大

力響應，再次印證同工對機構之歸屬感及*「坊會人」身份之認同。黎先生表示最令他感動的是部份同工之捐款更非

單次性，而是每月捐款，至今不間斷。這份細水長流的人情味及關愛的精神實屬難得，亦令他衷心感激。

 最後黎先生表示提供社會服務在在需財，希望同工及各界人士透過每年之籌款活動繼續捐款予本會，支持

本會推展各類型創新及適切之服務，惠及閭里，讓愛延續！

為促進跨齡人士間具尊重與包容之友善相處，本會社會服務

繼續以「跨齡友善‧快樂社區」為年度主題，冀建立社

會共融的氣氛，並已於本年度舉行5個系列的主題活動：

「智動‧齡界限」跨齡防騙計劃

「跨齡同遊」新體驗

「樂齡兵團」好鄰里關愛計劃

「肩並肩」義人行

「友‧同行」計劃 

日營、地壺球訓練及防騙工作坊、
嘉年華及分享會

攤位活動、分享日

「樂齡兵團」交流小組、戶外體驗、
院舍探訪及家訪

跨代合作遊戲、籌備生日會

跨代聖誕結伴遊、跨代結伴辦年貨

於2019年1月至3月，本會將於香港仔華富邨

銀都冰室舉行「跨齡友善之茶檔活動」，名

為「當香滑奶茶遇上濃郁咖啡……」。顧名

思義，活動的精神在於溝通和融合，旨在讓

不同年齡人士互相了解，並進一步在區內推

廣跨齡間「尊重和社會包容」的訊息。同時

活動亦是2017-19年度主題的總結，我們將邀

請曾參與2017-19年度主題活動的參加者，一

起在懷舊冰室進行好玩有趣的遊戲！

詳情查詢，敬請致電35505567與職員聯絡。

黎志棠先生BBS, M.H.專訪

細說當年，好人好事，讓愛延續

尊重包容互關愛
共融社區樂滿載

*「坊會人」目標明確，以人為本，並遵從企業管治原則；以務實及追求持續改善的態度，運用社區發展及綜合社會服務模式，為社會人士提供優質社會服務。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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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於2018年4月獲黃廷方慈善基金贊助，舉辦「『快樂．躍動』

SEN學童支援計劃」，為懷疑及確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童提供全面支援。       

 計劃透過創意藝術及潛能體驗活動，促進學童個人成長，加強家庭支援及推行社區教

育。內容包括：兒童專注力訓練、家長親職技巧小組及家長支援小組。暑假期間，更特別舉

辦「專注力瑜珈訓練」及「專注力攀登訓練」，讓兒童學習透過調節呼吸達致平靜、控制情緒

，從而提升專注力。而「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就讓學童認識情緒、展現潛能。

 計劃即將舉辦公眾演講、社區巡迴活動及SEN學童才藝表演，

期望讓更多人士認識SEN學童需要、消除標籤，讓他們能「快樂．躍動」！

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快樂．躍動」 支援SEN學童

 因此，本會社區中心轄下「小飛俠青年義工組」於10月27日，與中心其他青年及親

子義工組共30多位義工合作，為80位小學生舉辦「移動迷宮」活動。活動由一系列富

挑戰性之遊戲組成，除了「移動迷宮」，更有「村長任務」、「皇之終極戰」等項

目，參加者分組比賽，考驗他們合作、決策及解難能力。當日氣氛熱烈，參加

者及義工均表現投入，活動在一片笑聲中結束。

我們相信，遊戲是孩子成長的關鍵元素。

社區中心「移動迷宮」玩樂中解難

 本會賽馬會黃志強長者地區中心承蒙香港賽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推行「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齡的突破』微電影創作計劃」。是次計劃由區

內9所安老服務單位以及南區長者友善安全社區小

組協辦；南區區議會和南區健康安全協會任支持團

體；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為計劃伙伴。長者

學以致用，完成拍攝兩套以「長者友善」及「尊重

和包容」為主題的微電影。影片將於區內中小學、

跨界別服務單位及網上播放。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掃描本頁QR Code。

賽馬會齡活城市計劃           「齡的突破」微電影創作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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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探秘

細說南區製造系列 - 1

少爺
啤酒廠

 港產精釀手工啤酒近年漸受注目。而香港首間手工啤酒廠－於2013

年創立的「少爺啤酒廠」，就隱身於你我都相當熟悉的黃竹坑工廈，更

坐擁全港最大的啤酒廠房。創辦人 Rohit Dugar 為香港首屆自釀啤酒節的

冠軍，出品深受酒店及餐廳歡迎。即使業務不斷擴展，品牌依然堅守本

土精神，「少爺」一名便取自60年代粵語長片《工廠少爺》，代表香港

工業興盛年代的拼搏精神。今天，他們設廠於黃竹坑這個昔日工業重鎮，

將原創工藝及香港舊日故事串起，造就了獨有的南區製造品牌。

如 台端不欲繼續收到/改以電郵收取本刊物，請在適當方格內

加上   號，並填妥有關資料，寄回香港仔大道180號B「南社之

音編輯委員會收」。

□ 本人不欲繼續收到《南社之音》，請日後停止寄發。

□ 本人選擇以電郵收取《南社之音》。

會員證編號/團體/公司名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電郵地址：

簽署：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香港仔大道180號

3550 5566

aka.org.hk

如欲查閱本機構2017-18年度財政報告，請到以下連結：
http://aka.org.hk/pdf/audit/201718afr.pdf

central@aka.org.hk (一般事宜)

LSG@aka.org.hk (整筆撥款津助事宜)

南社之音 香港仔坊會AKA

 出版： 香港仔坊會

 督印人： 溫艾狄

 編輯委員： 吳綺薇、謝婉儀、梁凱文、陳樂詩、溫澤峰

更多故事，可掃瞄
此 QR code 到少爺
啤酒廠官網：

文：陳樂詩

提提你：11月30日生效之《2018年應課稅品（修訂）條例》禁止任何人在業務過程中，
不論是透過當面或遙距分發的方式，向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售賣和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