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者变「 IT 耆星」  融入家庭社会  

 

随着互 联网 日益 普及 ，很 多长 者在 日 常生 活 中 均 会 应 用 计 算 机 、

智能电 话及 流动 网络 ，不少 早年 不谙 计算机 的人 ，已成 功变 身为

「 IT 耆星」 。  

 

改 善 与 后辈 沟 通  免 脱节  

网上资 源既 能为 长者 提供 大量 免费 信 息及娱 乐 ，更 能有 效促 进他

们与亲 友、 包括 年轻 一代 间的 沟通 ， 甚至 神 奇 地 减 轻 身 体 疼 痛 、

令他们 勇敢 面对 疾病 。  

 

香港集 思会 早前 进行 的研 究发 现 ，很 多年轻 长者 深感 社会 变化 太

大，科技 发展 一日 千里 ，要了 解年 轻 人的心 态很 困难 。他们 大多

愿意迁 就新 一代 ，例如 多用 新的 电子 产品 、学 习上 网和 使用 智能

手机 ，尽 量保 持与 年轻 人的 沟通 ，令 自己不 会和 时代 脱节 。有受

访者表 示： 「现 在大 部分 的年 轻一 代 ，不是 使用 Wha t sA pp、

Facebook，就 是微 信，你不 懂使 用这 些 ，那就 等于 会少 了朋 友。」  

笔者早 前因 工作 关系 ，接 触到 一群 参 与 IT 长者活 动的 参加 者，

发觉对 很多 长者 来说 ，上网 已成 为生 活密不 可分 的部 分 ，而 计算

机、智 能手 机更 是他 们最 亲密 的伴儿 。尽管他 们大 多跟 计算 机「 相

逢恨晚 」，第一 次接 触信息 科技 时已 是 50、60 岁 ，甚 至更 年长 ，

但仍坚 持从 头学 起 ，有 些人 学有 所成 后更担 当义 工 ，成 为长 者中

心的计 算机 导师 。  

 

成 f b 人 气 网友  交友 至 海外  

其中一 名「 IT 耆 星」 60 多岁 才开 始使 用计算 机， 先从 最基 本的

开关机 、使用 键盘 学起 ，再 学习 输入 法、收发 电邮 ，然 后接 触各

种社交 媒体 如 Face book、 YouT ube， 还有 S kype、 We C ha t 等 实时

通讯程 序， 到现 在更 能掌 握 P ho toc ap、 Movie  Make r 等图像 处理

软件。他经 常透 过 S kype 与 移居 海外 的亲友 联络 ，「 以前 打长 途

电话觉 得收 费贵 ，不 会聊 太久 ，现 在 用 Skype 就可 以尽 情聊 ，大

家的关 系紧 密了 很多 。 」  

 

除了远 在外 地的 亲友 ，网络 也拉 近了 长者与 同住 家人 的距 离 。另

一位「 IT 耆 星」一 家人 本来 鲜有 交流 、感情 一般，她却 利用 各种

实时通 讯程 序 ，协 助大 家冲 破隔 膜 ，「以 前每 个人 放工 回家 就直



接入房 ，很少 倾谈 。现 在我 学会 了传 信息 、相 片，大家 多了 共同

话题， 有时 他们 会赞 我『 醒』 。」  

 

因为一 个网 络平 台 ，有 长者 走出 原先 的生活 圈子 ，藉着 在个 人网

志和 Face book 分 享生 活趣 事， 吸引 10 多万 名「 粉丝 」追 看， 成

为人气 网友 ，结识 很多 不 同 年龄 、国 籍的好 友 ，社 交网 络一 下子

变得广 阔 ，「我 很享 受与 其他 人倾 谈 的感觉 ，每日 都会 透过 网络

回复 20 多 位朋 友，他们 有些 来自 台湾 、菲 律宾 及新加 坡等 地 。」  

 

资 助 长 者学 院  冲 破 数码 鸿 沟  

对身体 有毛 病的 长者 而言 ，计算 机更 有相当 神奇 的功 效 。其 中一

名「 IT 耆星」早年 不幸 中风，更患 上 栢金逊 症，身体 的活 动能力

受到限 制 ；多 得计算 机这 本「百 科全 书」，让 她寄 情学 习，豁然

开朗 ，某 些身 体的 痛症 更大 大减 轻。另一名 患有 视障 的长 者本 来

过着封 闭的 生活 ，不 敢与 人接 触， 后 来学 懂 上 网 听 歌 、 找 食 谱 ，

两年前 更开 始学 习粤 曲， 访问 当天 她 就和朋 友一 起唱 卡拉 OK。  

 

当长者 成功 掌握 信息 科技，可有 助冲 破数码 鸿沟 ，扩 阔社交 圈子 ，

提升生 活质 素 ，更 能为 弱势 社群 的人 生带来 改变 。建议 政府 进一

步推动 长者 应用 信息 及通 讯科 技 ，全 面推广 数码 共融 措施 ，并继

续投放 资源 发展 长者 学院 ，以充 实长 者的精 神生 活 、保 持他 们的

身心健 康， 建构 一个 适合 长者 安享 晚 年的社 会环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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