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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資訊分享與家庭幸福的關係」新聞發佈會 

疫情訊息泛濫  「疫」境中智選話題 可提升家庭溝通質素及幸福度 

【2020 年 10 月 20 日，香港】在第三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有關疫情的資訊持

續成為大多數家庭的熱門討論議題，而資訊的收發頻繁程度及其真偽，對家庭溝

通質素亦甚有關連。有見及此，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賽馬會智

家樂計劃」團隊早前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資訊分享與家庭幸福的關係」作

出研究，並於今天的發佈會上公佈結果。 

 

「賽馬會智家樂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並由香港大學聯

同社福機構合作推行，旨在鼓勵市民及社福機構，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溝

通，以及把科技應用在社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之工作上，從而促進家庭和諧。 

 

配合是次研究之問卷調查於 2020 年 5 月下旬在網上成功訪問 4,914 人，研究結果

撮要如下： 

 

 受訪者最經常於家庭聊天群組中收到或發送的內容乃新冠肺炎資訊 

(77.8%)、日常生活事 (57.5%)，及表達關心 (39.6%)。 

 受訪者最不經常於家庭聊天群組中收到或發送的內容乃讚賞 (8.3%)、祝福 

(15.6%)，及關於自己/家人的不開心的事 (15.6%)。 

 正面訊息：在家庭聊天群組中收到或發送越多以下內容，受訪者家庭和

諧、家庭快樂、及家庭溝通質素越高： 

o 關於自己/家人的開心或趣事 

o 日常生活事 

o 表達關心 

o 鼓勵語句 

 在家庭聊天群組中收到或發送越多其他健康訊息，受訪者家庭和諧、家庭

快樂、及家庭溝通質素越低。 

 在有透過即時通訊發送有關新冠肺炎資訊的分組分析 (n=2319) 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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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嚴重時，64.5%受訪者經常透過即時通訊轉發新冠肺炎資訊給家

人。72.5%受訪者在即時通訊軟件上轉發相關資訊前給家人前，會經常查

核內容是否可信。 

 當受訪者經常透過即時通訊軟件轉發新冠肺炎資訊給家人、而又經常查核

內容是否可信時，他們的受訪者家庭和諧、家庭快樂、及家庭溝通質素會

比其他受訪者為高。 

 

「賽馬會智家樂計劃」首席調查研究員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社

會醫學講座教授兼羅旭龢基金教授（公共衞生學）林大慶教授 BBS,JP 表示，研

究顯示家庭電子通訊群組的溝通內容與家庭溝通質素、家庭和諧及家庭快樂息息

相關。林教授表示：「在疫情嚴重期間，我能理解大家為家人著想、希望第一時

間把接收到的健康訊息或疫情消息轉發給他們。然而，若家人透過電子通訊群組

取得過多未經證實的疫情或其他健康資訊，有機會令群組溝通內容充斥過多沉重

負面的消息及負能量。」與其讓未知真偽的抗疫訊息泛濫，在轉發前宜先核實其

真偽。如沒有進行核實，應避免將相關資訊轉發給家庭成員。林教授建議大家「智」

選分享的內容，在按下轉發鍵前「諗一諗，再停一停」，問問自己該資訊是否可

信、注意消息來源之餘、並利用資訊科技工具作判斷和分析：「此舉可以避免適

得其反、為家人徒添煩惱。這不但無助溝通，更會令家庭的快樂感覺下降。」 

 

另外，計劃調查研究員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護理學院副教授王文炳博士指

出，在「疫」境下宜多向家庭成員發送積極、正面的資訊，並透過群組傳遞輕鬆

趣事；多以電子形式表現對家人的關懷和鼓勵亦有助改善家庭溝通質素、家庭和

諧及快樂度。王博士續稱，研究顯示更多年長一族喜歡在家庭聊天群組傳遞關愛

和支持等正能量給家人，現時疫情雖緩和，但智抗「抗疫疲勞」仍屬重中之重：

「在減少群眾聚集的同時，年輕一輩可多花時間教導長者善用資訊科技工具，特

別是即時通訊軟件。因為快樂訊息轉發得越多，家庭溝通質素、家庭和諧及快樂

指數自然越高。」 

 

「賽馬會智家樂計劃」協助全港 26 所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綜

合服務中心，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家庭服務。計劃為社福界提供的硬件、軟件及技

術等援助，有助業界優化家庭服務支援，並協助前線社工聯繫家庭服務使用者、

強化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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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合作夥伴之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前線社工楊云慧小姐表示，中心同工反

映很多年輕人都抗拒教導家中長輩如何使用如 Zoom 和 WhatsApp 等資訊及通訊

科技工具，欠缺耐心之餘、亦認為長輩無法掌握新科技發展，往往造成跨代溝通

障礙。因此，中心組織了《智家義工隊》計劃，教授長者義工及有需要人士基本

手機應用程式的應用，並鼓勵他們化身成同輩間的智能科技大使。計劃結束後，

年輕人驚訝原來父母也懂得使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工具與他們溝通，發送訊息及視

像會議等功能令家人間的關係更為融洽。參加義工隊的街坊也表示得著良多，不

但家人關係得以改善，更藉著線上直播活動及協助社工舉辦家庭活動等體驗，擴

闊社交圈子和服務社區，助人助己。線上直播活動參加者亦可以在「疫」境社交

距離時重拾與社區的連繫。  

 

另一來自計劃合作夥伴明愛荃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東荃灣)  的註冊社工鍾子宏

先生亦到提到，中心在疫情期間為設計一些可觸及到更多以往難以接觸的群體的

活動而絞盡腦汁。可幸是中心在參與「賽馬會智家樂計劃」三年多以來，同工們

已熟習將科技應用於家庭服務上，因此這次成功舉辦了網上男士西洋書法班，融

入資訊科技及藝術創作，將創新家庭服務推而廣之。服務使用者呂先生坦言，身

為男士，他過去很少主動與社工接觸、亦不認為自己或家人能受惠於家庭服務，

但這次活動改變了他的想法。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原來只要花少許心思，家

庭幸福便可更進一步。他只須準備紙筆及手機，一邊聆聽鍾先生的講解，一邊書

寫正面鼓勵語句和學習把書法作品製成 WhatsApp 貼圖，就能把難以宣之於口的

話語跟摯愛家人分享。 

 

「賽馬會智家樂計劃」將繼續推動社福機構及市民大眾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提升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效果，從而促進家庭和諧。為進一步鼓勵

市民與家人溝通，及認識各式各樣的電子溝通技巧，「智家樂」團隊正籌備於今

年下半年透過 YouTube 及 Facebook 平台播放一系列網上節目，內容涵蓋嘉賓訪

問、親子活動示範及生活小貼士等。計劃亦會推出多款手機應用程式遊戲，並上

傳到各下載平台如【智家樂樂通】上供公眾人士免費使用，令親子間可藉此增加

互動的選項，使家庭關係更和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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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圖一：香港賽馬會慈善項目經理梁少舫先生（中）、「賽馬會智家樂計劃」首席調

查研究員林大慶教授, BBS, JP（右三）、「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調查研究員王文炳

博士（左三）、計劃合作夥伴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代表（左一、二及右一、二）代

表，出席「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資訊分享與家庭幸福的關係」新聞發佈會。 

 

圖二：香港賽馬會慈善項目經理梁少舫先生（中）、「賽馬會智家樂計劃」首席調

查研究員林大慶教授, BBS, JP（右五）、「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調查研究員王文炳

博士（左五）、綜合家庭服務社工代表（左三、四及右三、四），連同參加義工（右

二及右一）及服務使用者（左二及左一）一同出席是次新聞發佈會。 

 

圖三：「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調查研究員王文炳博士公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

資訊分享與家庭幸福的關係」之研究結果。 

 

圖四：「賽馬會智家樂計劃」首席調查研究員林大慶教授, BBS, JP，分享如何善用

電子科技於家庭聊天群組分享正面訊息。 

 

圖五：「賽馬會智家樂計劃」首席調查研究員林大慶教授, BBS, JP（右）及「賽馬

會智家樂計劃」調查研究員王文炳博士（左）分享計劃團隊如何透過結合資訊及

通訊科技和社區活動，協助市民提升家庭幸福。 

 

有關「賽馬會智家樂計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 2018 年撥款逾 1 億 5 千 7 百萬港元，展開為期四年

的「賽馬會智家樂計劃」，協助全港 26 所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

綜合服務中心，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家庭服務。本計劃結合跨界別力量，旨在善用

資訊科技及數據分析，建立創新和實證為本的家庭服務模式，令服務使用者更加

受惠於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所提供的預防、支援和早期補救性服務，促進家庭幸福

和諧。計劃亦會開發共享平台及推行知識轉移活動，提升前線員工專業能力，促

進有效資訊共享、靈活學習及輕鬆共創。 

 

計劃合作夥伴包括：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及科創習新）、香港明愛、香港家

庭福利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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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教婚姻輔導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聖雅各福群會、東華三院、香港聖公會

福利協會及鄰舍輔導會。 

 

計劃元素 

服務管理系統 (i-Connect)：系統透過應用雲端科技，提升中心個案及服務管理的

效率。隨著系統陸續於參與計劃的家庭服務中心推行，將可以為機構提供即時的

服務數據分析，讓非政府機構的服務策劃更能切合社區所需。 

 

優化服務支援 (i-Action)：為社福界提供的硬件、軟作及技術等支援，以協助前

線社工聯繫家庭服務使用者、強化家庭功能。i-Action 服務支援涵範疇甚廣，包

括： 

1. 開發問卷工具平台，以便收集服務使用者對活動的意見 

2. 共同設計電子訊息及提供電子訊息發送平台，適時聯繫服務使用者 

3. 共創共建遊戲化資訊科技工具，供同工在日常活動中使用，加添活動趣味 

4. 親子手機應用程式，包括「情緒達人」、「智癒花園填色冊」、「智放鬆」、「智‧

家‧樂」、「智內在．Mindstagram」、「智情緒‧智深情」等作免費下載和使

用 

 

培訓、學習及共享平台 (i-TLS)：讓前線人員網上靈活學習，交流服務經驗心得，

提高專業能力。 

 

公眾教育及知識轉移：透過社交媒體活動、新聞發佈會、大眾傳媒發佈、媒體訪

問、標誌性大型社區和公眾教育活動，提升公眾對家庭幸福和健康家庭功能的認

識。 

 

大數據分析：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將會分析在 i-Connect 服務管理系統搜集到

的大數據，幫助政策制訂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營運者和個別社工因應數據分析

資料策劃及主動調整服務以滿足未來需要。 

 

更多「賽馬會智家樂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jcsmartfamilylink.hk。 

 

本新聞稿由新角度市場服務(New Point Marketing)代為發放，傳媒垂詢，敬請聯絡： 

何俊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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