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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隨著傳播科技迅速發展，傳媒資訊無處不在，滲透生活每一個層面，媒介影響力無遠弗屆，時

下青少年的熱門話題總離不開傳媒，現今的傳媒對同學思想言行的塑造，可能遠遠比學校教育來得

有效。而最令教育同工們擔心的是，香港傳媒在市場導向下，唯利是圖，往往為求刺激銷量，渲染

色情、暴力，老師費盡唇舌說教，也難敵傳媒片言隻字。 

 

在維護資訊傳播自由的原則下，禁絕賣弄色情、血腥暴力的資訊，實非當今民主社會可取之道，

亦非治本良方。與其坐以待斃，倒不如主動出擊，透過傳媒教育，讓青少年醒覺傳媒對自己的影響，

學習有關傳媒的知識，明白傳媒如何建構「現實」，以批判態度解讀傳媒信息，揭示信息背後所傳

遞的價值觀，做個獨立思考的傳媒消費者，監察傳媒不良資訊之餘，更可善用傳媒表達意見，享受

傳媒帶來的樂趣。 

 

明光社獲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資助，並感激熱心老師提供教案以共享資源，製作這本教案

集，輯錄分別以報章、雜誌及互聯網為主題的教學活動；深盼這些教案能為各位關心下一代成長的

教育同工，提供教學活動的參考，願大家齊作傳媒教育的好師傅，教導在傳媒世代下成長的新一代，

做個具傳媒素養的青年人。 

 

 

 

許惠敏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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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教育教學活動傳媒教育教學活動傳媒教育教學活動傳媒教育教學活動((((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    
 

現今為資訊爆炸的年代，隨著科技發達，網上瀏覽已成為大部分青少年每日必做之事。很

多青年人每天透過互聯網尋找資訊、消閑娛樂及互通消息。近日有調查顯示，青少年每日

平均上網時間達 2.8 至 4 小時之多，情況有上升之趨勢，實在令人關注。更有越來越多喜愛

尋找刺激的青少年沉醉於這虛擬世界中，與現實抽離：甚至令他們心思思，不由自主地流

連於網絡世界中，變成為一個沉溺者。 

 

有見及此，天水天水天水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立「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圍循道衛理中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立「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圍循道衛理中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立「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圍循道衛理中學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成立「不再迷網」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目的是增加青少年沉迷上網的警惕及建立健康上網的習慣，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天循一傾──你玩「網」？「網」玩你？ 

設計老師：欒文賢老師、胡嘉嘉老師、陳創剛老師、梁詠璇老師、何嘉誠老師、陳耀華老

師、劉惠鳳老師 

課堂時間：兩節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每節約 50 分鐘) 

教學對象：中二級學生 

教學目標︰配合主題活動--「不再迷網」，以辯論的形式，讓同學討論上網成癮的禍害及預

防方法，以建立學生自我反思的能力。 

 
第一節：班房活動流程(班主任帶領)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5 分鐘 預備 1. 安排同學分成五人一組 

2. 分發物資—─箱頭筆、A3 紙、工作紙一 

3. 講解活動目的及主題──你玩「網」？「網」玩你？你玩「網」？「網」玩你？你玩「網」？「網」玩你？你玩「網」？「網」玩你？ 

10 分鐘 分組討論 指導同學進行分組討論及預備口頭匯報 

20 分鐘 各組匯報 安排各組匯報(每組約 2-3 分鐘) 

10 分鐘 選班代表 1.收集各組 A3 紙 

2.選出四位班代表 

3.提醒同學設有下列的獎項，鼓勵同學踴躍參與發言︰最

佳發言獎(台上或台下均可)、最踴躍參與班別大獎、最佳

班別金獎 

5 分鐘 到禮堂 各班帶同所有帶同所有帶同所有帶同所有 A3A3A3A3 紙紙紙紙到禮堂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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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禮堂活動流程(禮堂司儀帶領)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詳情詳情詳情詳情    

5 分鐘 預備 1. 安頓同學 

2. 請班代表到台前預備 

3. 司儀簡介活動 

15 分鐘 各班代表發言 各班代表(4 人)用 1.5 分鐘表達在課室已收集的意見/論點 

15 分鐘  各班代表自由

發言 

各班代表自由就自己或別人的言論表達意見 

*每次每組最多 30s 

*每組不可連續發言兩次 

*為公平起見, 司儀有權指定某組發言/不發言 

10 分鐘  台下發言 台下個人發言 

*每人最多 30s 

*不可連續發言兩次 

5 分鐘  結果 1. 總結 

2. 宣佈結果 

� 最佳發言獎(台上或台下均可) 

� 最踴躍參與班別大獎 

� 最佳班別金獎 

3. 收集所有 A3 紙，將張貼於展板上 

 

 

天循一傾──你玩「網」？「網」玩你？       工作紙一 

主題：網上無真情？──網上結識的朋友可以成為真正的好朋友嗎？ 

討論問題：             組別：__________ 

1. 你會相信在網上所結識的朋友向你說的話嗎？ 

2. 你認為在網上結識朋友時，哪些方面可以說真說話，哪些方面不可以呢？ 

3. 你會選擇向網上朋友傾訴心事嗎？ 

4. 你會在某些情況下選擇欺騙網上朋友嗎？ 

5. 若有網上朋友約你出外見面，你會答允嗎？你會考慮哪些因素呢？ 

6. 你相信網上結識的朋友可以成為真正的好朋友嗎？ 

7. 總括而言，你認為上網對你有益還是有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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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    
 

目標：讓學生能 

1) 認識虛擬網絡關係的危機及網上交友的正確態度 

2) 了解電腦線上遊戲的正負面影響 

3) 明白如何善用互聯網及避免誤墮陷阱 

 

教學時間：約 60 分鐘 

教學對象：初中生 

 

教學建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5 分鐘 引發動機 數盡互聯網數盡互聯網數盡互聯網數盡互聯網    

請兩位同學作代表，輪流說出與互聯網

有關的活動。 

 

30 分鐘 了解電腦網絡遊戲

的暴力意識及負面

影響 

 

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分組活動)    

同學分為 8-10 組(約 5 人一組)，討論若

「基臣」繼續沉迷打機，結果將會如何？ 

可參考工作紙的問題作討論，鼓勵同學

發揮創意，想像「基巨」的模樣，畫在

大畫紙上，分組匯報。 

引導同學思考玩電腦網絡遊戲帶來正面

及負面的影響。 

工作紙 1.1 

大畫紙、箱頭筆 

 

 

 

15 分鐘 反思暴力的電腦網

絡遊戲與暴力文化

的關係，以及暴力行

為的後果 

 

心理測驗： 

請同學完成有關暴力傾向的心理測驗，

檢視自己的暴力傾向程度，並引導同學

反思暴力行為帶來的傷害，可邀請同學

發表意見，討論電腦網絡遊戲與暴力行

為的關係。 

工作紙 1.2 

 

 

(導師可引用志願機構有

關青少年沉迷上網的調

查) 

10 分鐘 總結 

認識法例及個人反

省 

 

導師簡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讓同學了解互聯網的分類制度，鼓勵同

學立志善用互聯網資訊，切勿沉迷瀏覽

色情網頁或暴力網絡遊戲，多瀏覽健康

網站。 

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延伸活動：請同學與家長填寫使用電腦

協議書，並可舉辦家長講座或工作坊，

以作配合。 

參考資料一 

 

影視處 10 大健康網站選

舉 http://www.merit.gov.hk/ 

 

使用電腦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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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網路隨你創        組別：_____________   工作紙 1.1 

 

(一)１４歲的「基臣」是一名中二重讀生，他從不享受校園生活，沒有很多的朋友，成績也不理想。

他不打算升讀中三，在外不斷惹是生非，每天放學後，便會網吧玩網絡遊戲(Online-Game)，尤其喜

歡玩格鬥遊戲(如餓狼傳)，直至深夜才回家，也不上學。父母對此愛莫能助，甚至連他上學與否也

不過問。 

  

熟能生巧，他在網絡遊戲的虛擬世界裏，漸漸打出名堂，地位受到公認，很有成功感。最近他參加

了一個網上遊戲的公開比實，為贏得１萬美元的冠軍獎金，三日不眠不休地在網吧打機， 

苦練絕技…… 

 

「基臣」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基臣」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基臣」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基臣」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打機對他的將來帶來甚麼好與壞的影響？人，打機對他的將來帶來甚麼好與壞的影響？人，打機對他的將來帶來甚麼好與壞的影響？人，打機對他的將來帶來甚麼好與壞的影響？ 

(可考慮其性格、與親友的關係、學業成績及事業發展等可考慮其性格、與親友的關係、學業成績及事業發展等可考慮其性格、與親友的關係、學業成績及事業發展等可考慮其性格、與親友的關係、學業成績及事業發展等)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一個帶有暴力傾向的人？        工作紙 1.2 

1) 你發怒時，你會做什麼？ 

i)哭泣  ii)大吵  iii)打人 

 

2) 當人家完成某樣作品時，卻被他人破壞了，你會覺得… 

 i)高興  ii)婉惜  iii)無感覺 

 

3) 你是否喜歡看一些打鬥電影/動畫/漫畫？ 

 i)很喜歡  ii)普通  iii)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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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電 腦 協 議 書 
我：我：我：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為家庭的一份子，願意承諾作為家庭的一份子，願意承諾作為家庭的一份子，願意承諾作為家庭的一份子，願意承諾 

 

1．同意每天只會於________時至___________上網，每天最多_______小時。 

2．同意上網時，父母可於附近。 

3．同意不會向陌生網友透露個人及家庭資料，包括真實姓名、地址、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同意妥善保管個人密碼，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不會向他/她透露。 

5．除非家長陪同，我絕對不會單獨約見陌生人。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我將遵守以上承諾，不論在家、學校、朋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爸／媽：爸／媽：爸／媽：爸／媽：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為爸／媽，我願意承諾作為爸／媽，我願意承諾作為爸／媽，我願意承諾作為爸／媽，我願意承諾 

 

1．嘗試學習使用電腦及上網。 

2．同意子女可以成為我的上網或電腦導師。 

3．同意安裝過濾軟件，保護子女不受不良資訊影響。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簽署日期：＿＿＿＿＿＿＿＿＿＿＿＿＿簽署日期：＿＿＿＿＿＿＿＿＿＿＿＿＿簽署日期：＿＿＿＿＿＿＿＿＿＿＿＿＿ 

 

 

子女簽署：＿＿＿＿＿＿＿＿＿＿＿＿＿子女簽署：＿＿＿＿＿＿＿＿＿＿＿＿＿子女簽署：＿＿＿＿＿＿＿＿＿＿＿＿＿子女簽署：＿＿＿＿＿＿＿＿＿＿＿＿＿ 

 

 

家長簽署：＿＿＿＿＿＿＿＿＿＿＿＿＿家長簽署：＿＿＿＿＿＿＿＿＿＿＿＿＿家長簽署：＿＿＿＿＿＿＿＿＿＿＿＿＿家長簽署：＿＿＿＿＿＿＿＿＿＿＿＿＿ 

 

 

(學生的姓名學生的姓名學生的姓名學生的姓名)

(家長的家長的家長的家長的姓姓姓姓名名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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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教育工作坊傳媒教育工作坊傳媒教育工作坊傳媒教育工作坊((((報章報章報章報章篇篇篇篇)))) 

目標：讓同學能 

1. 醒覺每天被很多資訊包圍著，容易受影響也不自知。 

2. 認識《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了解法例監管實況。 

3. 透過多角度思考，分析日常接收的傳媒資訊，了解「不雅」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 

 

課堂一課堂一課堂一課堂一    

 

教學時間：約 40 分鐘 

教學對象：初中生 

教學建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5 分鐘 引發動機 

讓同學反思日常

生活接收很多資

訊，很容易受影

響也不自知。 

老鼠愛大米老鼠愛大米老鼠愛大米老鼠愛大米    

導師舉起食指，邀請同學跟著做，食指不斷左右搖

擺，隨著手指擺動，交替地重覆說 “老鼠”、 “愛”

或 “大米”三組詞語，即 “老鼠、老鼠、老鼠……”， 

“大米、大米……”， “愛、愛、愛……”，可隨意安

排次序，待同學投入活動後，突然停下發問： “貓最

怕甚麼？”請同學即時回答；同學往往會因之前混亂

又不斷重覆的訊息所擾亂，衝口而出答 “老鼠”。 

 

 

15 分鐘 讓同學透過定義

何謂不雅，醒覺

日常接觸的資

訊，可能帶有不

良訊息。 

「不雅」內容「不雅」內容「不雅」內容「不雅」內容由由由由你選你選你選你選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同學分成 8-10 組(約 5 人一組)，每組獲發一份報章的

娛樂版或副刊，分組討論選出最「不雅」的內容(一

則報導或一幅照片)，並解釋原因，將討論結果寫在

工作紙上，分組匯報。 

8 份報章的娛樂版或副

刊 

工作紙 2.1 

20 分鐘 讓同學認識條例

內容及立法目

的，坐言起行，

向有關部門表達

意見。 

「訴」出我見地「訴」出我見地「訴」出我見地「訴」出我見地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導師簡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讓同學了解

報章的分類制度，以及大眾監察傳媒的途徑，作出合

理的投訴。 

導師以一些投訴信的樣本作例子，教導同學如何撰寫

參考資料一 

附件一：投訴信樣本 

附件二：嘉許信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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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信，請各組同學就他們所選出的「不雅」內容，

整合各組員意見，撰寫一封投訴信，在課堂完結前，

連同「不雅」內容一併交給導師，為鼓勵同學認真思

考，導師可選出理據充足的投訴信，寄給影視處，給

同學實踐的機會。 

導師也可鼓勵同學就訊息健康的出版物品，向傳媒機

構表達意見，以示嘉許，推動傳媒機構出版健康的刊

物。 

 

「不雅」內容由你選「不雅」內容由你選「不雅」內容由你選「不雅」內容由你選            工作紙 2.1 

同學從獲派發的報章資料，選出最不雅的內容，並簡簡簡簡述原因述原因述原因述原因。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不雅」最「不雅」最「不雅」最「不雅」內容內容內容內容((((標題標題標題標題////主題主題主題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暴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色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血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恐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淫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暴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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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投訴信樣本附件一：投訴信樣本附件一：投訴信樣本附件一：投訴信樣本        

敬啟者：  

本人對於______________ 報章的內容及意識感到不滿，強列要求政府加強監管，維持社會良好的文

化風氣，投訴詳情如下：  

出版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報章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原因：  

□ 過份恐怖不雅  

□ 過份色情  

□ 過份暴力 

□ 過份淫褻  

□ 令觀眾或讀者（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過度恐懼及憂慮  

□ 令觀眾或讀者（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產生負面情緒及感到困擾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特函作出關注及投訴，希望 貴處能妥善處理是次問題，並請回函告知。  

此致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投訴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訴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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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媒體嘉許信件樣本：媒體嘉許信件樣本：媒體嘉許信件樣本：媒體嘉許信件樣本 

    

敬啟者： 

 

本人一直期望 報章能提供高質素的新聞報道，對於  貴報的內容，有以下意見： 

出版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報章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內容豐富/信息健康 

 

○ 提供有益/實用資訊 

 

○ 中肯/深入報道 

 

○ 能揭示社會實況 

 

其他：                                                                                

                                                                                      

                                                                                      

 

盼望 貴機構日後能多作類似的的高質素報道。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編輯部 

 

             簽署：                    

             姓名：                    

             日期：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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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二課堂二課堂二課堂二    

 

教學時間：約 40 分鐘 

教學對象：中學生(較適合高中生) 

教學建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5 分鐘 引發動機 

 

問誰問誰問誰問誰票票票票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導師展示各組前一節課堂選出的「不雅」內容，

或一些曾經引起社會極大爭議的投訴個案，導

師簡介影視處及審裁處評審刊物的程序，同學

假設自己是影視處職員，以全民投票形式選出

最「不雅」的內容，提交審裁處評審。 

參考資料一 

30 分鐘 透過角色扮演，

作多角度反思，

探討不良資訊的

定義及影響。 

七號皇庭七號皇庭七號皇庭七號皇庭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同學假設自己是審裁員，各組扮演不同社會人

士，如全職母親、教育工作者、傳媒工作者、

社工、大學學者、議員、學生等等，分組討論，

以辯論形式評審「不雅」內容的類別。 

 

5 分鐘 總結 

 

本港法例對出版刊物的管制，大眾監察傳媒的

途徑，以及不良資訊對社會及青少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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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傳媒教育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雜誌篇雜誌篇雜誌篇雜誌篇)))) 

 

目標：讓同學能 

1. 了解商業傳媒的運作模式，為吸引讀者，部份內容含有不良意識。 

2. 認識《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了解法例監管實況。 

3. 反思自己對雜誌內容的要求，選擇意識健康的雜誌。 

 

課堂一課堂一課堂一課堂一    

 

教學時間：約 40 分鐘 

教學對象：中學生 

教學建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10 分鐘 引發動機 

讓同學留意市面

形形式式的雜

誌。 

數盡雜誌街數盡雜誌街數盡雜誌街數盡雜誌街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全班同學分為 8-10 組，以比賽形式，請各組同

學盡量列出本地流行雜誌的名稱，寫在白紙

上，限時兩分鐘，列出最多的組別為勝。 

(活動完結後，導師收集同學的雜誌名單，留待

下節課堂用。) 

白紙 

15 分鐘 讓同學醒覺流行

雜誌充斥不良意

識的現象。  

 

雜誌逐頁雜誌逐頁雜誌逐頁雜誌逐頁 looklooklooklook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每組獲發一本流行雜誌，請各組同學細看雜誌

的內容，想想與雜誌內容或廣告有關的形容詞 

(包括文字、圖片、傳遞的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等

等)，將相關詞語寫在大畫紙上，將畫紙貼在黑

板上作比較，導師歸納各組結果，思考時下流

行雜誌的內容與特色。 

8-10 本流行娛樂雜

誌 

大畫紙及箱頭筆 

 

 

15 分鐘 認識有關法例及

了解監管情況。 
導師簡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讓同學

了解雜誌分類制度，引用一些有關流行雜誌內

容的統計調查，探討時下流行雜誌不良意識氾

濫的情況。    

參考資料二(反色情

暴力資訊運動發布

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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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課堂課堂課堂二二二二    

 

教學時間：約 40 分鐘 

教學對象：中學生 

教學建議：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具教具教具教具    

5 分鐘 引發動機 

分辨不同類型雜

誌，各有不同銷

售對象。 

各從其類各從其類各從其類各從其類 ( ( (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導師整理課堂一收集的雜誌名單，引導同學將

所列的雜誌分類，了解各類型雜誌各有不同的

讀者群。    

 

25 分鐘 透過創辦健康的

雜誌，了解傳媒

的商業運作模

式，思考青少年

雜誌應有的內

容。 

「「「「誌誌誌誌」」」」在我創在我創在我創在我創        ((((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分組活動))))    

假設一款以青少年為銷售對象的新健康飲品即

將推出市場，現正物色主題健康的雜誌刊登廣

告，各組同學以雜誌創辦人身份，介紹旗下一

本青少年健康雜誌的內容與特色，說服廣告客

戶在其雜誌上賣廣告，分組滙報。由導師及其

他同學作廣告客戶評分，選出最適合的雜誌。 

廷伸活動：廷伸活動：廷伸活動：廷伸活動：建議各組按討論結果，運用一些舊

雜誌、報紙，或自選其他材料，製作一本健康

的青少年雜誌。 

工作紙 3.1 

 

10 分鐘 總結： 

鼓勵同學選閱

「理想」雜誌。 

你想？理想你想？理想你想？理想你想？理想「「「「誌誌誌誌」」」」！！！！    

引導同學反思 1)自己理想中的雜誌及 

2)部份流行雜誌刊登不良意識內容的目的，比

較同學理想中的雜誌內容與目前時下雜誌內容

的差距。 

導師可介紹一些內容健康的雜誌或一些由青少

年參與製作的雜誌。 

健康青少年雜誌，如

U-plus  http://www2.uzone21.com/uplus/ 
Kidults 等http://www.kidult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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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在我創「誌」在我創「誌」在我創「誌」在我創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_________     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工作紙 3.1 

身份：青少年健康雜誌創辦人， 

任務：游說一款即將推出市場的青少年健康飲品，在旗下雜誌登廣告 

若你是雜誌創辦人，你的雜誌有甚麼內容與特色，以說服廣告客戶在雜誌上登廣告？

可參考以下問題： 

(除了流行雜誌外，可參考其他非主流雜誌的內容。) 

 

� 出版對象主要針對那些青少年呢？ 初中生 / 高中生/ 男生 / 女生 

� 雜誌主要包括甚麼內容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甚麼形式或方式表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雜誌的特色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為何適合刊登健康飲品的廣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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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參考資料一參考資料一參考資料一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香港法例第 390章章章章) 

條例旨在管制內容屬於或含有淫褻或不雅資料(包括暴力、腐化或可厭的資料)的物品，設立審裁處

以裁定物品是否淫褻或不雅，或裁定公開展示的事物是否不雅，以及將物品評定為屬淫褻、不雅或

非淫褻亦非不雅的類別。 

 

政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原則：政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原則：政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原則：政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原則： 

� 保障資訊自由，發布物品毋須預先送檢 

� 保障未滿十八歲人士免受不雅物品的滋擾 

� 禁示發布淫褻物品 

 

條例的管制範圍條例的管制範圍條例的管制範圍條例的管制範圍：：：： 

雜誌、漫畫、報紙、電腦遊戲、海報、閃咭、互聯網、未根據電檢條例檢查的電影 

 

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有關「淫褻及不雅物品」的定義：暴力、有傷風化、令人厭惡 

物品的類別：物品的類別：物品的類別：物品的類別：(由法官及市民組成的淫褻物品審裁處負責分類) 

(i) 第第第第 I類：類：類：類：非淫褻亦非不雅 (可向任何人士發布) 

(ii) 第第第第 II類：類：類：類：不雅 (只可向十八歲或以上士發布，物品要有套封密，其封面及封底必須印有不少於

面積百分之二十的法定警告字句，並在封面或封底載有出版人的資料) 

(iii) 第第第第 III類：類：類：類：淫褻 (禁止發布)，評定為； 

 

影視及娛樂事務處管理處接獲市民投訴後，若發現有關物品有傷風化、暴力或令人厭惡之嫌，可能

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便將物品送檢，交司法機構「淫褻物品「淫褻物品「淫褻物品「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審裁處審裁處」」」」負責物品的評

審工作及進行審裁。 

 

「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淫褻物品審裁處」 

由一名裁判官及至少一名審裁委員組成，約 110位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審裁委員由首席法官委任 

 

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任何人士或機構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包括：制條例》，包括：制條例》，包括：制條例》，包括： 

1) 向十八歲以下人士發布第 II類不雅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不雅，均屬違法，一經定罪，

初犯者最高可被判罰款四十萬元及入獄十二個月，再犯者最高可被判罰款八十萬元及入獄十二個

月； 

2) 任何人發布、管有、輸入被評為第 III類的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均屬違法，

最高可被判罰款一百萬元及監禁三年。 

 

投訴方法：投訴方法：投訴方法：投訴方法：電話 2676 7676  電郵：nrs@tela.gov.hk 

郵寄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號稅務大樓九樓 

 

參考網址：http://www.tela.gov.hk/chinese/code.htm(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http://mediaed.etvonline.tv/mediaed_coiao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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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報刊不良資訊民意調查 

                 2005 年 10 月  

現時許多進入家庭的周刊、雜誌及報紙，經常以報導色情場所內幕、娛樂界人士緋聞、

日常生活作幌子，刊登大量祼露成份甚高，又或影像模糊的女性照片、裸照，配襯以突

顯女性胸部、胴體的品味低劣描述字眼，以逐其販賣不良色情資訊之目的。  

這些報刊已熟練地運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灰色地帶，以少量遮蓋重要部

位的女性胴體；不幸地，執法機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以「淫褻物品審裁署」的檢查

標準將不會評訂有關刊物為二級作理由，拒絕公眾的投訴。我們就此隨機地選取數項巿

面流行周刊，唾手可得的不良色情資訊，向公眾人士進行民意調查，以下是調查結果：  

受訪者總數據：377 名  

報刊報刊報刊報刊    第第第第 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類類類類    

《東方新地》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裸照 23 6.1% 234 62.1% 120 31.8%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5 1.3% 144 38.2% 228 60.5%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 Model搶客 15 4.0% 208 55.2% 154 40.8%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流」洩慾透香 42 11.1% 212 56.2% 123 32.6% 

《東方新地》婷婷露晒靚籮 101 26.8% 226 59.9% 50 13.3% 

 

受訪者為在職者：173 名  

報刊報刊報刊報刊    第第第第 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類類類類    

《東方新地》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裸照 10 5.8% 110 63.6% 53 30.6%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1 0.6% 61 35.3% 111 64.2%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 Model搶客 3 1.7% 98 56.6% 72 41.6%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流」洩慾透香 9 5.2% 106 61.3% 58 33.5% 

《東方新地》婷婷露晒靚籮 34 19.7% 118 68.2% 21 12.1% 

 

受訪者為家長：144 名  

報刊報刊報刊報刊    第第第第 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類類類類    

《東方新地》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裸照 10 6.9% 85 59.0% 49 34.0%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4 2.8% 60 41.7% 80 55.6%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 Model搶客 9 6.3% 71 49.3% 64 44.4%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流」洩慾透香 29 20.1% 69 47.9% 46 31.9% 

《東方新地》婷婷露晒靚籮 48 33.3% 70 48.6% 26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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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為學生：46 名  

報刊報刊報刊報刊    第第第第 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類類類類    

《東方新地》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裸照 3 6.5% 29 63.0% 14 30.4%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0 0.0% 17 37.0% 29 63.0%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 Model搶客 2 4.3% 31 67.4% 13 28.3%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流」洩慾透香 4 8.7% 27 58.7% 15 32.6% 

《東方新地》婷婷露晒靚籮 15 32.6% 29 63.0% 2 4.3% 

 

受訪者為其他人士：14 名  

報刊報刊報刊報刊    第第第第 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IIIIIIIIIIII類類類類    

《東方新地》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裸照 0 0.0% 10 71.4% 4 28.6% 

《蘋果日報》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0 0.0% 6 42.9% 8 57.1% 

《東周刊》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 Model搶客 1 7.1% 8 57.1% 5 35.7% 

《東方日報》技師自命「峰流」洩慾透香 0 0.0% 10 71.4% 4 28.6% 

《東方新地》婷婷露晒靚籮 4 28.6% 9 64.3% 1 7.1% 

 

從上述結果，我們相信可以清晰地反映社會上對這種趨勢的異議和厭惡，絕大部份受

訪者（90%以上）認為首項資訊應該列為第 II 類或第 III 類刊物，其中尤以「蘋果日報」

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這一報導引致的反感最大，60.5%受訪者甚至認為該列為第 III 類，

即是禁止出版有關資訊。其餘兩項資訊的類別亦不遑多讓，受訪者認為應列入第 II 類或

第 III 類刊物分別達 88.4%和 73.2%，針對這些現象，我們從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就相

關的資訊是否曾經送檢作出查詢，影視處回覆如下：  

 

影視處記錄影視處記錄影視處記錄影視處記錄    

刊物刊物刊物刊物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期數期數期數期數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巿民投訢巿民投訢巿民投訢巿民投訢

數字數字數字數字    

送檢送檢送檢送檢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判決判決判決判決    

《東方新地》 6 July 05 395 封面、p.65-66 
港女星台灣賣身  

被迫拍祼照 
16 有 Ｉ 

《蘋果日報》 9 May 05 nil 
夜生活 2 

性愛新人王專欄 
孖生姊妹先天性合拍 1 無  

《東周刊》 16 March 05 081 封面、p.16-20 
差人無符  

高鐘妓女扮Model搶客 
31 無  

《東方日報》 10 July 05 nil F1版男極專題 
技師自命「峰流」  

洩慾透香 
無 無  

《東方新地》 13 July 05 396 封面、p.66-69 婷婷露晒靚籮 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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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由十個家長、社工、教育及宗教團體組成，關注不良資訊泛由十個家長、社工、教育及宗教團體組成，關注不良資訊泛由十個家長、社工、教育及宗教團體組成，關注不良資訊泛由十個家長、社工、教育及宗教團體組成，關注不良資訊泛濫對青少年的影響，濫對青少年的影響，濫對青少年的影響，濫對青少年的影響，成員團體成員團體成員團體成員團體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明光社明光社明光社明光社    學教團學教團學教團學教團    教育評議會教育評議會教育評議會教育評議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津貼中學議會香港津貼中學議會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青少年愛滋教育中心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學校與社工合作計劃 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香港公民教育教師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    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黃大仙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家長關注教育組長關注教育組長關注教育組長關注教育組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監察傳媒小組 

根據影視處回覆的資料，我們有下列訴求：  

1. 政府必須回應公眾對家庭周刊經常刊出不良色情資訊的厭惡感，檢討現行政

策，執法機制的漏洞，予以補救；  

2. 司法機構淫褻物品審裁處，檢討其司法水平與社會大眾標準差異的原因，考慮

改善的方法；  

3.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大力加強將不良資訊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審的次

數，並定時向公眾交代各類評審數據，以便公眾協助監察不良傳媒；  

4. 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罷賣，選擇（沒有色情資訊的周刊期數）購買家庭周刊，運

用巿場力量去揀選優良刊物；  

5. 出版商必須認識，認同傳媒的社會責任與良知的角色，立即停止販賣不良色情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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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師傅──傳媒教育教案集》《「媒」人師傅──傳媒教育教案集》《「媒」人師傅──傳媒教育教案集》《「媒」人師傅──傳媒教育教案集》──回──回──回──回    應應應應    表表表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對教案集對教案集對教案集對教案集的的的的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幫助學生幫助學生幫助學生幫助學生認識法例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認識法例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認識法例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認識法例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的管制：：：：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一般  □沒有幫助 

 

建立學生對傳媒的批判能力：建立學生對傳媒的批判能力：建立學生對傳媒的批判能力：建立學生對傳媒的批判能力：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一般  □沒有幫助 

    

對傳媒教育的推行：對傳媒教育的推行：對傳媒教育的推行：對傳媒教育的推行：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一般  □沒有幫助 

 

形式最有趣的教案：形式最有趣的教案：形式最有趣的教案：形式最有趣的教案：    

□教學活動(互聯網) □工作坊(互聯網) □工作坊(報章) □工作坊(雜誌)  

    

最能實踐於教學中的最能實踐於教學中的最能實踐於教學中的最能實踐於教學中的教案：教案：教案：教案：    

□教學活動(互聯網) □工作坊(互聯網) □工作坊(報章) □工作坊(雜誌)  

 
整體而言，你對教案集的評分(1-5分)：_____________ 

 

其他意見(如改善地方)：                                                             

                                                                                   

                                                                                                                                                                                                                                                                                                                                            

                                                                                                                                                                                                                                                                                                                                            

                                                                                      

 

 

本人願意與 貴社保持聯絡，如有任何活動或消息， 

請以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電郵□電郵□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我聯絡。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你的資料只供本社和法例授權可接收的人士使用）（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你的資料只供本社和法例授權可接收的人士使用）（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你的資料只供本社和法例授權可接收的人士使用）（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你的資料只供本社和法例授權可接收的人士使用）    

    

    

    

    

    

【請將回應表傳真至【請將回應表傳真至【請將回應表傳真至【請將回應表傳真至 2743 97802743 97802743 97802743 9780，，，，謝謝您的寶貴意見！謝謝您的寶貴意見！謝謝您的寶貴意見！謝謝您的寶貴意見！    】】】】    

本教案集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資助本教案集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資助本教案集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資助本教案集由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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