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 線上頒獎禮
熒幕蓋字：
星級 IT 老友記標誌
「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 線上頒獎禮
司儀說：
「歡迎各位朋友！首先我謹代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多謝大家收看今天
播出的『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線上頒獎禮特輯。我是今天的司儀 Janice 裘媛
娜。大家好！『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的目的是表揚在資科辦「長者數碼外展
計劃」或「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中表現突出的老友記。今年一共有 13 位老友記獲
得負責推行上述兩項計劃的非牟利機構或長者學苑提名。在稍後時間，大家就可以欣賞
到他們得獎的片段。在這個時候，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先生為我們致開幕辭，有請薛局長。」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說：「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在『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線上頒獎禮跟大家見面。首先，我要恭喜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
，並感謝提名老
友記的 13 間非牟利機構和長者學苑對嘉許計劃的支持。
『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由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主辦，目的是表揚能夠身體力行，充分利用數碼科技提升生活
質素，並為身邊朋友以至社會帶來正面影響的老友記。獲嘉許的老友記都付出了不少努
力去學習及使用數碼科技，我們期望透過嘉許計劃令市民大眾了解老友記應用數碼科技
的需要和能力，並且加深社會對「長者數碼外展計劃」和「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的
認識。今次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
，由負責推行上一輪「長者數碼外展計劃」和「長
者進階數碼培訓計劃」的非牟利機構和長者學苑提名。這兩項計劃都是特區政府為了鼓
勵老友記更廣泛使用數碼科技而推行的主要措施，希望透過既富有趣味性，兼具備科技
元素的數碼外展活動和培訓課程，提升老友記使用數碼科技的興趣和能力，鼓勵他們融
入數碼生活。獲嘉許的老友記都是從計劃中獲益最大或貢獻最多的長者，他們很多都通
過數碼科技增進家庭關係，更成為數碼義工，利用外展計劃所學到的數碼科技知識回饋
社會;亦有老友記學以致用，利用數碼科技製作生活和風景短片，並與大家分享，鼓勵其
他老友記加入學習數碼科技的行列，透過科技提升生活質素。因此，這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在數碼科技都可說是學有所成，取得美滿成果，更難得的是他們能夠推廣所學，
貢獻社會，獲獎確是實至名歸。我知道總監 Victor 已經逐一探訪獲嘉許的老友記和頒發
獎項。大家稍後就可以透過上述頒獎活動的輯錄片段，一同分享他們的喜悅。最後，我
想藉這個機會，感謝盡心盡力為老友記推行外展計劃和培訓計劃的非牟利機構和長者學
苑。我期待與各機構和長者學苑繼續攜手推動數碼共融，共建一個關愛互助的社會。多
謝各位！」
司儀說：
「多謝薛局長！剛才薛局長提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先生 Victor 早前已親
身向這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和他們的提名機構頒發感謝狀。我們現在先看看其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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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星級 IT 老友記』的得獎片段，以及他們的提名機構分享。當中一位老友記更是得
獎者中最年長的老友記，我們現在一起看看有關片段。」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黃談晚霞女士
提名機構：屯輝長者學苑
黃談晚霞說：
「我今年 90 歲零 7 個月，很高興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這個獎項。現在
很多東西都離不開「智能」
，例如智能家居和智能機械人等，所以長者要做到老、學到
老，不要因為年長就停止學習新事，大年紀也要繼續學習。」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你已經 90 歲，仍能學習資訊科技，對我們來說，確實是
一項榮譽。高齡長者能使用資訊科技去幫助自己的生活，甚至鼓勵更多長者學習數碼科
技，多謝你！」
屯輝長者學苑項目主任許偉林說：
「這樣高齡的長者都能學習資訊科技，給我們更大的
信心去指導更多長者。從她（黃太）身上，我們知道長者同樣有能力學習資訊科技，令
我們更落力為他們舉辦更多課程。」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黃婆婆是住在其他地區的，她也是利用網上教室去學習？」
屯輝長者學苑項目主任許偉林說：
「是，所以網上教室可以打破地域界限。」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很好，多謝你！」
屯輝長者學苑項目主任許偉林說：
「多謝你們的計劃！」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丁慧庭女士
提名機構：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苑
丁慧庭說：
「首先，我很多謝資科辦給我鼓勵，得到『星級 IT 老友記』這個獎項，我感
到十分榮幸和高興。」
香港都會大學林群聲教授說：
「我們很高興能夠與資科辦合作，通過李嘉誠專業進修學
院負責營運的長者學苑，舉辦長者進階數碼培訓課程，為長者提供持續進修的機會，發
揚積極樂頤年的精神和老有所為的理念，推動長者善用科技積極融入現今社會和享受數
碼生活帶來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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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多謝校長一直給予我們的支持！」
香港都會大學林群聲教授說：
「我們會繼續支持計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多謝！」
眾嘉賓說：
「星級 IT 老友記， Yeah！」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何桂珍女士
提名機構：沙蘇長者學苑
何桂珍說：
「很多謝資科辦和信義會，讓我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
。自從我認識多了數
碼科技後，我便找到一個新天地。數碼科技真的很方便實用，可以找到很多資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說：
「令她找到一個新天地。」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桂珍，你很厲害！」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說：
「多謝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支持沙
蘇長者學苑，讓長者有更多機會學習數碼科技，融入智慧生活。」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多謝沙蘇長者學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陳麗群說：
「多謝林總監！」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長者要學習資訊科技是不容易的，最重要是用功和努力
學習，多謝你們（沙蘇長者學苑）的協助！」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魯慧玲女士
提名機構：保良局
魯慧玲說：
「我很高興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我喜歡觀看粵劇和烹飪節目，還有很多
不同趣味的節目。」
保良局服務經理（安老）劉敏儀說：
「看到我嗎？我們今天專誠到來恭賀慧玲，因為今
天她得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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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服務經理（安老） 劉敏儀說：
「現在我們說聲『再見』
。」
眾嘉賓說：
「再見！」
保良局同工說：
「當機械人顯示黃色燈號時，長者便可以和機械人聊天，凱比同學（機
械人）會根據聊天內容作出回應。」
魯慧玲說：
「今天的氣溫如何？」
凱比同學（機械人）說：
「氣溫大約攝氏 19.01 度至 21.15 度。」
在現場主持頒獎典禮的司儀說：
「現在有請劉女士。」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多謝保良局！恭喜慧玲！恭喜 Connie！」
眾嘉賓說：
「Yeah！」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郭金蓮女士
提名機構：培聖長者學苑
培聖長者學苑樂齡數碼科技新領域副項目主任王雅衡說：
「培聖長者學苑很高興見到我
們的學員郭金蓮女士，在資科辦舉辦的『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中得獎。」
郭金蓮說：
「大家好，我是金蓮。我認為整個課程很切合長者的生活需要，令我們能夠
學以致用和幫助我們適應現今社會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上課的時候感到很雀躍。我希望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繼續資助有關課程，亦希望仁濟和培聖長者學苑相關機構繼續
協辦對我們大有幫助的 IT 課程。」
司儀說：
「剛才 5 位『星級 IT 老友記』他們積極學習數碼科技的態度真是很值得我們學
習。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 Victor 總監頒獎給另外 4 位『星級 IT 老友記』的片段。他
們通過拍攝短片或社交媒體直播，鼓勵有相同興趣的長者應用數碼科技，我們一起看看
他們得獎和分享的片段。」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李玉英女士
提名機構：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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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英說：
「我是太極扇導師。我很高興獲頒『星級 IT 老友記』獎項。學懂數碼科技後，
我便製作太極教學的短片跟學員分享。懂得使用數碼科技可以跟家人和其他長者有更多
聯繫，更可將自己的興趣融入科技當中。」
李玉英向眾嘉賓說：
「
『嫲嫲、婆婆，原來你也懂得（數碼科技）
』
，我是很高興的。跟別
人也多了共同話題。他們都說「原來你是這麼厲害的」
，我也希望我身邊的長者能夠與
我一起學習。」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會主席，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召集人陳孝慈苑長說：
「感謝政府
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撥款資助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完成為期兩年的長者進階數碼培
訓計劃，推行長者數碼活動為長者提供一個學習數碼知識的機會。」
長者進階數碼培訓班義工學生林同學說：
「我本身在這方面（數碼科技）有所了解，因
此希望協助教導長者學習數碼科技知識。在學習期間，長者會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我會嘗試耐心地向他們講解。自參加這個計劃後，我對身邊的長者，包括家中的長
者，會加倍關懷。」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蘇瑞英女士
提名機構：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蘇瑞英說：
「能夠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這個獎項，我真的很高興。我從來都沒想到自
己會得獎，但得獎令我的子女對我另眼相看。」
機械人說：
「你好！歡迎來到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今天很高興有資科辦林偉喬總
監, JP、路德會總裁雷慧靈博士, JP，以及各位嘉賓，一同參與『星級 IT 老友記』頒獎
禮。」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恭喜雷總裁！」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行政總裁雷慧靈博士說：
「多謝你們的支持，使這個活動十分成
功，同時亦幫助了瑞英。一些長者都不敢自己使用數碼科技，但若有長者能夠走出來推
動一下，情況就大大不同。」
眾嘉賓說：
「智慧生活，你我都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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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陳麗珠女士
提名機構：鄰舍輔導會
陳麗珠說：
「很高興能夠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
。在疫情期間，數碼科技對長者確是很
有幫助，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幫助，就是可以跟家人，例如孫兒通過視像通話聊天和互動。」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恭喜你！用科技幫助更多人，多謝麗珠。」
鄰舍輔導會總幹事馮綉文說：
「
（麗珠）一直都很積極參加與資訊科技有關的訓練和義工
服務，她亦經常到中心或院舍教導其他長者學習使用資訊科技，她和這些長者相處融洽
亦十分受他們歡迎。」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鍾少玲女士
提名機構：香港聖公會東區長者學苑
鍾少玲說：
「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的獎項當然很高興！多謝資科辦讓我們免費參加數
碼課程，希望將來可以有更多類似課程讓我們參加。」
鍾少玲在網上教室向著學員說：
「將它的下半部倒轉，現在我們將乾花放入透明筆筒內，
通常我會先放體積較大的乾花，太好了！」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服務總監黃鎮業說：
「香港聖公會東區長者學苑祝賀少玲
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獎項。少玲在學習應用數碼科技的成果，正正是聖公會的長者
服務，滿足長者在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亦能協助他們在自己熟悉的社區環境
中，安享晚年，達到轉化生命、活出豐盛。」
司儀說：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最後 4 位『星級 IT 老友記』
。他們參加數碼外展活動和
數碼培訓班後更成為了義工，利用所學知識去幫助其他長者。我們現在看看 Victor 總監
頒獎的場面以及得獎長者分享的片段。」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蕭福宏先生
提名機構：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蕭福宏說：
「我真高興，能夠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
。我自從學懂使用數碼科技後，生
活變得多姿多彩。我可以用數碼科技來進行不同事情，可以跟我的朋友聊天，亦可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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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芝加哥的兄弟姊妹用 WeChat 或其他方法，例如電子郵件聯絡，很快速就可以獲
得他們的回應，就好像大家都在香港居住般方便。」
蕭福宏向眾嘉賓說：
「我的心態是活到老、學到老，英文即是說 Try to stay young and useful。
我已經 83 歲，我覺得自己還很年輕，仍可以有一番作為，更可以到外面幫助別人或是
多做義工。」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總監白雪博士說：「多謝資科辦的資助，讓我們可以為長者提升
數碼技能方面作出貢獻。很高興見到 John 能夠獲得這個獎項，活齡學院教導一些方便
長者日常生活的 apps，例如巴士和地圖 apps，令長者的生活更方便。同時，他亦努力利
用所學知識，教導身邊朋友或其他長者。」
眾嘉賓說：
「數碼科技、樂趣無窮！Yeah！」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陳玉蓮女士
提名機構：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陳玉蓮說：
「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
。學懂使用數碼科技後，我
整個人也感到更快樂，自信心也增強了不少，因為我學懂了更多東西。我平常參與的義
工活動也很多元化，例如中心舉辦的 VR（虛擬實境）遊戲活動。我亦有參與擔任義工。」
陳玉蓮向眾嘉實說：
「慶祝生日時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只見蛋糕，再加上我很喜歡學習，
所以我在照片加入不同的圖案，例如大桔、蘋果和哈哈笑圖案，看到製成品後很有滿足
感，多謝總監支持！」
仁濟醫院陳馮曼玲睦鄰社區服務中心 — 中心主任梁泳雪說：「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很
高興見到陳玉蓮女士，獲嘉許成為『星級 IT 老友記』
。玉蓮婆婆是一位很有活力，對學
習很有熱誠的長者，對於新興科技產品，她覺得很有挑戰性和新鮮感。我們最欣賞她的
地方是，她願意由參加者變成長者義工，教導其他長者使用新科技產品，將她所學的知
識傳授給其他人。我們亦很高興能夠提供一個學習平台，讓長者以至其他機構聯繫一起，
學習數碼科技。」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梁麗瓊女士
提名機構：香港中國婦女會
梁麗瓊說：
「我很高興，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獎項。我在中心與機械人互動和玩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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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又會用 WhatsApp 與朋友互通訊息。我平常也有做義工，教導其他長者使用 iPad 和
當中的遊戲，他們都很聰明，我亦很高興。」
香港中國婦女會安老服務部總監黃耀明說：
「多謝大家！」
香港中國婦女會李樹培夫人啟知中心 — 中心主任梁俊賢說：
「麗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由對數碼科技一竅不通，到現在能將智能手環、機械人和智能手機推廣給其他人。
香港中國婦女會安老服務部總監黃耀明說：
「我們期待與你們（資科辦）繼續合作，希
望能讓更多長者參與數碼活動。」
眾嘉賓說：
「智醒 IT 老友記，Yeah！」
熒幕蓋字：
得獎老友記：蔡至成先生
提名機構：港島區長者學苑聯網
蔡至成說：
「我很高興獲得『星級 IT 老友記』獎項。我做數碼義工感到很快樂，因為在
過程中，我可以跟其他長者交流應用數碼科技的心得，亦增進了我對數碼科技的認識。
『科技』這個詞語聽似深奧，但只要你願意學，慢慢就可以掌握到。」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恭喜你們！」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耆年服務） 洪雪霞說：
「多謝你們的支持！」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耆年服務）洪雪霞向眾嘉賓說：
「他們平日會在這裏上課，
資科辦資助我們舉辦的課程也會在這裏教授學員，參與的長者在完成課堂學習後也會成
為義工，教導其他長者數碼科技知識。他（至成）不但完成了數碼課程，更在這裏當義
工，例如教導長者安裝和使用『安心出行』
，有很多長者向他請教使用方法，例如去到
場所如何掃描等，當值義工便會在中心提供協助。」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向蔡至成說：
「多謝你給我們的協助。」
眾嘉賓說：
「Yeah！」
司儀說：
「恭喜各位『星級 IT 老友記』！大家觀看頒獎和分享片段之後，是否意猶未盡，
都希望能參與資科辦的活動呢？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將會舉辦新一輪『長者進階
數碼培訓計劃』
，請大家留意資科辦的『樂齡 IT』Facebook 專頁，而這個專頁還會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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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得獎的『星級 IT 老友記』
，請大家多多支持！在這個特輯完結前，Victor 總監希望
和大家分享，他探訪『星級 IT 老友記』的感受，我們現在看看 Victor 總監的分享，有
請 Victor 總監！」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說：
「透過頒獎禮這個難得的機會，我探訪了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
。除了向他們頒贈獎項外，亦聆聽每位長者分享他們學習和應用數碼科技的點
滴。從他們的故事中，我了解到長者初接觸數碼科技時遇到的各種困難，也感受到數碼
科技為他們生活帶來的改變和喜悅。我樂見這 13 位長者可以克服困難，學習到如何利
用數碼科技，令自己的生活更加豐盛和獨立，他們的好學精神和努力實在值得我們尊敬
和學習。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位 90 歲得獎者跟我分享她在網上教室學習數碼科
技的過程。當她的孫女知道她學習如何使用智能手機後，就特別送她一部智能手機以作
鼓勵。這位長者勇於跳出自己的舒適圈接觸新事物，令我和在場的資科辦同事極之敬佩。
她現在不但能夠利用數碼科技，令自己的生活更有樂趣，亦加強了她與家人以至社會的
聯繫。常言道『有心唔怕遲』
，我很希望各位長者都能夠，以這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
為榜樣學習使用數碼科技，令自己的生活更充實、更美滿！」
司儀說：
「多謝總監！『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線上頒獎禮特輯已經完滿結束，
再次多謝大家收看，再見！」
13 位星級 IT 老友記逐一說出以下口號：
「數碼新世代、
智慧城市，智慧生活、
智醒老友記、
活到老、
學到老、
善用數碼科技、
生活更方便、
人生多姿彩、
我做得到 你都做得到、
一齊支持、
星級 IT 老友記、
嘉許計劃。」
熒幕蓋字：
「星級 IT 老友記」標誌
「星級 IT 老友記」嘉許計劃 2021 - 線上頒獎禮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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