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網騙 愈高學歷愈拒求助
逾兩成人玩交友App中招 機構倡為受害人提供「刪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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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五花八門的交友軟件愈見受歡迎，不少人都選擇在軟件上與陌生人聊

天傾訴。有機構調查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曾在交友軟件遭遇網絡騙案，有人蒙受

數百至數千元的金錢損失，有人被洩露其個人資料甚至私密照片，受害人的精神健康狀

況亦受影響。調查又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較不願意尋求協助。機構建議公眾

應為網絡騙案受害人提供更多支援服務，協助他們移除那些未經授權披露在網上的個人

資料，例如「未經同意發放私密影像下架支援」等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組織「關懷愛滋」在今年5月至6月透過網上問卷
調查，訪問了401名年齡介乎18歲至35歲的年

輕人，了解他們使用交友應用程式的習慣及遇到網絡
騙案的情況，並評估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

私密照遭外洩任人
調查結果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曾在受訪前兩星期
內遇到網絡騙案，其中有四成人損失金錢，涉及金
額由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有4%受訪者（18人）
更被人洩漏其私密照片。

對精神健康有負面影響
調查顯示，遇上騙案的受害人在抑鬱、焦慮及睡
眠質素三方面的精神健康指標指數，都較未曾遇過

騙案的受訪者差，遭遇網絡騙案對精神健康有負面
影響，由於社會一般認為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士比較
「機靈」、難上當，此標籤卻令教育程度較高的受
害人，比較難於啟齒、不願意尋求協助。
關懷愛滋項目經理（註冊社工）陳智傑表示，涉

事的受害人分布不同年齡，分別被「點數黨」、
「美容黨」、「保險黨」等騙徒所騙，部分受害人
更因為參與裸聊而被人以「肉照」勒索。若受害人
被洩露於網上的資料難以移除，對其精神健康影響
好大，「有受訪者表示當私密照在網上被洩露，性
生活曝露於人前，令他在親友及社交圈子中的形象
盡毀，亦會擔心私密照長期在網上流傳，會出現精
神問題。」
陳智傑表示，目前，關懷愛滋及「關注婦女性暴

力協會」均有提供「未經同意發放私密影像下架支
援」服務。他們會以組織的身份與各大社交平台溝
通，或有機會讓平台較快將相關內容下架，同時向
受害人提供心理輔導服務，讓他們在有需要時可求
助。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研

究助理教授楊雪認為，除了需要提高市民網絡安全
認知，社會上需要提供一些為網絡騙案受害人而設
的支援服務，協助受害人移除一些未經授權而披露
在網上的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隨着電子遊戲逐漸盛
行，各式各樣的電子遊戲令孩子們玩到愛不釋手，這時
父母的參與及引導子女對電子遊戲適可而止非常重要。
有關注組織的調查發現，兩成受訪幼童（3至6歲）擁
有個人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近兩成兒童玩電子遊戲的
時間未符世衞每日少於60分鐘的安全標準，近三成家
長拒絕陪伴子女玩親子電子遊戲。該組織指出，適當的
電子遊戲有助幼兒各方面的發展，而父母陪伴子女玩
耍，有助親子建立親密關係，亦有利於幼兒的全方位發
展。組織提醒家長謹慎挑選電子遊戲的類型，及嚴格控
制子女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
朱太太育有一子一女，如果她有空的話，會盡量伴子

女玩電子產品，以及監督他們玩的遊戲內容等，若發現
有血腥、暴力傾向，就會阻止並認真解釋為何不能接觸
此方面的內容。然而，她是雙職母親，既要上班又要做
家務，早前為子女規劃的活動時間表未能付諸實行，導
致兩名子女玩手機、電腦的時間失控。
「兩個人從早玩到黑，我冇時間監管，陪佢哋時間最

多嘅婆婆亦要做家務唔得閒（管束），再加上老人家容
易心軟，不會太過限制小朋友玩。」朱太太表示，日後
會盡量安排多點時間陪伴子女玩遊戲，並慢慢縮減他們
玩電子產品的時間。
朱太太的情況可以說是香港父母的縮影，香港路德會

社會服務處兒童及家庭服務組轄下「童心閃耀計劃」在
學前單位提供社工服務先導計劃，去年11月至12月聯
同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
系研究團隊，向532位育有3至6歲幼兒的家長進行問
卷調查，了解電子遊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及父母引導
孩子適當玩電子遊戲的重要性。
調查發現，有兩成幼兒擁有個人智能電話或平板電

腦，近兩成兒童玩電子遊戲的時間超出世衞每日少於60
分鐘的標準。在親子電子遊戲頻率方面，有近三成家長
沒有安排親子電子遊戲時間。

家長陪玩遊戲有利幼兒發展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員蘇詠珊表示，

研究發現適當的電子遊戲有助於幼兒的發展，而家長陪
伴兒童適當玩電子遊戲，對幼兒有正面作用，「親子電
子遊戲的時間有助家長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明白孩子
的想法和需求，家長於電子遊戲中的參與度和享受程度
越高，更有利於幼兒的大肌肉發展、情意及群性發
展。」
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單位主管朱銘欣建議家長為孩子

選擇電子遊戲時，必須留意產品內容是否適合孩子的年
齡，應選擇有助多元發展的電子遊戲，如認知、大小肌
肉和說話能力等，又建議為兒童制定時間表，限制他們
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根據世衞建議不足1歲幼兒不應
接觸電子屏幕，5歲以下小童每日使用不應超過一小
時，她建議兒童使用電子屏幕每30分鐘就應停止，讓
眼睛及身體休息一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百仁基金主辦的
「『童擁AI』 CODING∞作品展」，昨日於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展貿廳舉辦，展出超過40間參與學

校及機構的作品和成果。此次展品為學生實踐人工
智能（AI）的概念及知識，配合AI硬件創作出各種
作品。有參展學生表示，學編程可以將腦海裏的想
法，變成一件幫助其他人的實物。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於2020年開始參加「童

擁AI」計劃，今次參展作品名為「智識收」。該
校五年班學生洪曉楠表示，自己在二年班開始接觸
編程和學習Scratch，去設計一些有趣的遊戲同小
動畫，之後都有接觸Micro:bit、Python等不同的編
程。
她直言，自己對編程很感興趣，「因為編程可

以讓我將腦海裏的想法，變成一件幫助其他人的
實物。」在疫情期間，她在家都有學Micro:bit，
「我希望有一日可以整到一個作品幫助解決問
題。」
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及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出席活動並主禮。麥美娟
致辭表示，百仁基金自2019年開始在高小推行「童

擁AI」 計劃，致力推動編程教育，讓編程普及化，
以應付未來複雜的環境，計劃至今已推動3年，並
逐步擴展計劃的範圍。「今次活動正是學生們應用
所學，將創意想法轉化成實際作品。」
她說，香港在創科發展方面得到中央的強大支

持，特區政府會全力全速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同
時亦會制定青年政策和青年發展藍圖，推動青年多
元發展，為青年人在創科以及其他方面創造機會，
為他們實現夢想。
活動籌委會主席暨百仁基金副會長顏志永表示，

為推動人工智能技術普及化，百仁基金自2019學年
起，在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推行以Scratch及Micro:
bit課程為主導的「童擁AI」計劃。2021學年起試行
「童擁AI plus」計劃，為初中學生提供人工智能課
程，讓初中學生三年時間分別學習Python基礎編
程、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實踐人工智能的概念及
知識，以令編程課程更具延續性，幫助同學於高中
選科時奠定方向。

「童擁AI」展逾40學校及機構作品成果

◆百仁基金昨日主辦「童擁AI- CODING∞作品
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港
今年夏季天氣特別炎熱，上月天文台
一度在市區錄得攝氏36.1度的最高
氣溫，令不少戶外工作人士有中暑危
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透
露，擬於明年4月推出新的《預防工
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指引，加入天
文台的香港暑熱指數作為參考指標，
但難以一刀切列明指數達至哪個水平
便須停工，更無意將中暑納入職業病
範疇。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及周小
松擔心指引欠法律效力，成效存疑，
促請特區政府在指引推出一年後檢
討，倘成效不彰便應制定炎熱天氣下
的法定工作安排。
香港文匯報上月曾深入探討酷熱
天氣下戶外工作易中暑問題，反映
目前勞工處的指引欠缺法律效力，
未有規定氣溫高見什麼水平便須停
工，也較內地防中暑法例落後，且
中暑未列為職業病，令工人或難以
證實屬工傷而未獲得補償。
孫玉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為令僱主有更清晰的參考指
標，正研究在《預防工作時中暑的
風險評估》指引中加入天文台的香
港暑熱指數，「現在防中暑的指引
都有很多，我們覺得比較客觀的標
準，你可以看溫度、環境如何、工
作性質、穿的衣服是否很厚、是否
不通風，但與業界探討，大家總覺
得可不可以有一個再簡單一點、再
直接一點的指數，讓雙方容易參
考。」他希望可於10月提供新指引
的初稿諮詢業界，於明年4月正式
落實新指引。

被問及新指引會否要求僱主在酷
熱天氣下實施停工安排，例如參考
內地法例規定氣溫高於39度暫停戶
外工作等時，孫玉菡認為可以探討
有關的做法，但未必能一刀切處
理，又強調不只看溫度，亦要視乎
工作地點有否遮陰處、空氣是否流
通和工作負荷等。

中暑風險難證明 不宜列職業病
對工會建議將中暑列為職業病，

他認為中暑未必與工作有關。勞工處
每年接獲約20多宗呈報中暑工傷數
字，難有證據證明中暑風險較高，故
不適宜直接列為職業病。他又認為，
目前的指引能有效保障工人，例如去
年政府巡查約2.6萬次，作出過兩宗
涉及中暑風險的檢控，涉事僱主沒有
向員工提供清涼飲用水。
林振昇認為，暑熱指數應分級

別，當達最嚴重級別時須指令戶外
工作必須停工，各級指數亦要列明
可容許的戶外工作時段和小休比
例，如仿效廣東省《高溫天氣勞動
保護辦法》，氣溫達35至37度時，
僱主須採取換班輪休措施，且不得
安排戶外工作加班。
他表示，香港現行指引已表明戶

外工作最好於早上10時前或下午4
時後進行，惟欠法律效力，故促請
政府若新指引實施一年後仍成效不
彰，就應盡早立法制定炎熱天氣下
的工作安排。周小松則建議暑熱指
數未納入指引的考慮因素前，應加
強推動僱主遵守現行指引，以保障
工友的健康。

預防中暑指引缺法律效力
勞聯憂成效不彰促立法

暑熱指數是由
「自然濕球溫度」
（Tw）、「黑球溫
度」（Tg ）及「乾
球溫度」（Td）3

組指數綜合計算出來。
「自然濕球溫度」是用濕布包着
溫度計，在無遮蔽的外界環境下量
度出的溫度，以反映汗水是否容易
揮發；
「黑球溫度」是在指定規格的黑色
不反光銅球裏，利用溫度計量出的溫
度，反映太陽輻射的效應。

「乾球溫度」是在有遮蔽的環境
下，利用溫度計量出的溫度，並無濕
度及太陽輻射的影響，反映單純空氣
的效應。
綜合計算這3組數據，就可以反映
人體實際受熱程度。天文台指出，一
般當暑熱指數達攝氏30或以上，就
應採取適當防暑措施避免健康受影
響。在2008年，香港協辦北京奧運
馬術比賽期間，天文台特別提供兩個
比賽場地的暑熱指數，當指數超過某
個水平，賽事或可能暫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明

暑熱指數反映人體實際受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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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立法會議員擔心新的《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指引欠法律效力，
成效存疑。圖為建築工人在戶外工作。 資料圖片

近兩成童玩電子遊戲時間超標

◆調查發現，逾兩成人曾在交友軟件遭遇網絡騙
案，涉及金錢損失、洩露個人資料甚至私密照片，
受害人的精神健康狀況亦受影響。 組織供圖

◆朱太太陪伴女兒玩親子電子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顏汶羽及李世榮昨日到香港本地科研公司
Green Mobility Innovations Ltd（GMI）視察
電動小巴及充電設施。他們認為，公共小巴
試驗計劃只是一個開始，特區政府長遠應由
進一步的技術支援及硬件配套着手，包括加
大對電動小巴的技術支援、增加充電配套、
購買及維修上的財政支援等，令業界的信心
更「穩」，才可以真正推動電動公交的發
展，向「零碳排放．清新空氣．智慧城市」
的願景邁進。
顏汶羽表示，他們所參觀的充電設施將會安

裝在觀塘裕民坊公共交通交匯處的小巴總站
內，將成為全港首個電動小巴充電站，而該小
巴亦將會是全港首架「落地」的純電動小巴。
他期望隨着越來越多電動小巴「落地」，可以
令市民親身體驗到零排放、寧靜小巴的服務。
陳恒鑌指出，該電動小巴充電4分鐘便能夠

行走60公里，非常適合業界的營運需要。裕
民坊電動小巴充電站已經被談及多年，但一直
未有太大進展，因此三位議員特意參觀相關的
充電設施，期望政府在推動電動小巴普及化方
面提速、提效、提量，加大力度在全港增加更
多相關的充電設施，以及為業界更換電動車提
供更大誘因。

民
記
倡
加
大
力
度
推
電
動
小
巴
普
及
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顏汶羽及李世榮
昨日到本地科研公司視察電動小巴及充電設
施。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