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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隨著時代的發展，互聯網已經成為了現今社會十分普遍，而且不可缺

乏的一樣科技。它可以幫助你跨越地區與你國外的朋友聯絡，消除國

與國之間的疆界，亦可以幫助你上互聯網找尋資料，甚至向你提供娛

樂(包括:線上遊戲等)，與朋友一起娛樂更可促進被此之間的感情。互

聯網亦能為你提供三頭六臂，你可以同一時間內做多樣的事情，包括

與朋友在線上聊天(msn，icq，qq….)，玩線上遊戲，搜尋資料等。成為

你生活上所需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互聯網亦提供了一個無地域限制的平台供人們使用，因此，很多商店/

商人也會利用互聯網去推銷自己的商品，間接形成網上商店的雛型。

而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也會因為網上商店的方便，不想出門，因此經常

利用網上商店購物，他們更可選擇交收的方法，包括郵寄和面交等。

更因為互聯網的傳遞信息速度快，亦不需要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作運輸，

降低成本，促進地球村的形成，全球化的關係，令到科技的發展速度

一日千里。 

 

在現今的社會中，以我們居住的城市－香港為例，互聯網在香港已經

成為一項家喻戶曉的設施;在每家每戶裡，除了看見電腦之外，寬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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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在每個家庭都會出現，缺一不可。現今，香港政府更實施興建一些

Wi-Fi 設施，供市民享用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可見互聯網在香港在應受

性和流行的程度。 

 

除了 Wi-Fi 之外，互聯網傳遞方式與以前已完全不同，以前，互聯網

是利用雙扭線去傳遞，但傳遞訊號慢，亦會受干擾，因此，人類開始

發現用第二樣物料去作媒介。隨著時代的改變，人類開始利用同軸電

纜去傳遞，因為它的干擾較低，但成本較高，因此，人類著手研究第

二樣物料去作媒介。直至現今，全世界的城市開始著手使用「光纖」

作媒介，因為利用光去傳遞信息並不會受任何環境干擾和影響。以香

港為例，香港已經開始在地下接駁光纖，令現今的網絡傳遞更快，更

順暢和不會斷線。除了香港之外，全世界也開始彷效，可見資訊科技

在發展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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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目的    ---------- 我們的計劃: 開設青少年網站 

今天，互聯網已經成為現時大部份年青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年青人平均每日所花在互聯網的時間日益增加，而所瀏覽的網站亦隨

著不同的興趣或目的各有不同。正因所此，每日會有大量不同分類的

網站製作完成流入世界各地，什至經過長年歲月地累積知名度、瀏覽

量和不斷地更新內容後，成為橫跨各洲的大型網頁。我們同樣以製作

一個網站為目標，而網站的服務對像正正尌是現今社會的青少年，利

用他們較為感興趣的總類作為基礎，製作一個合適青少年身心同時作

為娛樂之用的網站。 

 

而在云云或大或小的網站當中，我們都會見到左右邊框或上下橫幅會

有不同類別的廣告篇幅。我們亦希望嘗詴於其他網站帖上關於我們自

己所製作出的網站的相關廣告，同一時間亦會於我們的網站當中張帖

其他網站的廣告。由於我們的網站所定立的服務對像是青少年，所以

我們所張帖的廣告亦會經詳細選擇後才帖出，以達到對青少年百利而

無一害的目的，同時亦可防止青少年以本網站作為渠道而接收到各種

不良的資訊。 

 

為此，我們期望由網頁製作，直至網站完成，及在運作期間的不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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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可達至給予一個合適青少年的身心理發展環境的網站。 

 

 

iTune 

 
facebook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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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分析 

(1) 互聯網發展 

A 互聯網發展對世界的影響 

互聯網在 1968 年時已開始被使用，但是當時只應用於軍事上，電腦的

體積龐大，操作緩慢，性能不甚可靠，到了 80 年代後，電腦的體積變

得小巧，操作更快捷，而價格也相對便宜，性能也更加可靠，加上光

纖的出現，使互聯網的傳送速率變得更快，互聯網便逐步普及，據「世

界互聯網統計」顯示，現時全世界有超過十二億人使用互聯網。 

 

互聯網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不少方便，它加速了資訊流動及提供了一個

互動平台，我們可以透過互聯網與各地的人溝通及交流，同時促進了

全球化，我們可以在這個沒有疆界的虛擬空間與全球各地的人溝通，

例如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MSN 和電郵與全球各地的人溝通。 

 

隨着互聯網廣泛的應用，取替了舊時代的產物，如近年郵局處理的郵

件的數量下跌、使用長途電話的人減少了、Fax 機銷量下跌、報紙銷

量下跌等，亦為我們提供不少資訊，近年來還有出現一些網站百科全

書給人們作為交流的平台，例如：維基百科、yahoo 知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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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互聯網的確為我們帶來不少方便，但是亦隱藏著一個巨大的危機。

在這個急速步伐的繁忙都市，為提升工作的效率，任何事情都離不開

有關先進高科技的產物，結果造成了我們過分依賴互聯網。由於互聯

網對我們日常生活有重大的影響，亦因為它四通八達，若電腦的保安

措施不足，一旦有駭客或病毒的入侵，整個網絡都會面臨崩潰，受牽

連的不只是個別的市民，而且為整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損失，因為沒

有了無數重要的資料，整個社會將陷於停頓的局面。由此可見，過分

依賴互聯網，尌像把整個人民社會的財產都交給它一樣，一有閃失，

後果尌是不堪設想。 

 

B 互聯網發展對香港的影響 

香港提供網際網路服務可以追溯到 1990 年代初期，是亞洲最早提供的

地區之一。由 1995 年開始，香港網路服務開始普及化，而使用者的數

量亦隨之而急劇增加。 

 

有報導指出，香港人每月上網平均達 22 小時，是全世界上網時間最長

的城市。近來，光纖已開始逐漸覆蓋香港的商業樓孙及住宅，遍佈十

八區。圖書館甚至地鐵車站等多個公眾地方均提供免費上網服務，例

如 Wi-Fi。由此可見，網際網路已成為香港生活的一個重要部份。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E5%9C%B0%E9%90%B5%E8%BB%8A%E7%AB%99%E5%88%97%E8%A1%A8&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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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網上音樂 

互聯網的出現令現時唱片銷售的形式改變，如網上賣歌------MOOV 網

上音樂（MOOV.now.com.hk）的成立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ii) 網誌 

目前，很多香港互聯網使用者都熱衷撰寫網誌，最多人使用的網誌服

務包括：Xanga、Yahoo BLOG 或 Facebook 等。因為他們在這些平台主

要是宣洩自已的個人感受，因些不會太注重語法修辭等一些文字的用

法，造成他們的語文水平下降的現象。 

 

(iii) 網上討論平台 

討論網站是不少香港互聯網使用者經常瀏覽的網站。包括：香港討論

區、Uwants、高登討論區、AK Zone 等。由於有不少青少年都會在討

論網站發表不同的話語，因而產生了一些獨特文化，創造出一些「潮

語」。 

 

(iv) 網上下載 

互聯網在香港文化中是重要的一環，且具有不少影響力。網民亦會經

常觀看 YouTube，其中巴士阿叔和祼照風波等引起巨大迴響。目前香

港的網上下載情況仍相當普遍，主要是使用 P2P 檔案分享技術分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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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軟件檔案等，近期香港互聯網使用者使用也有BitTorrent、Foxy。

由於這些分享軟件有機會違反香港版權法例，所以這個情形引起香港

政府的關注，香港海關也多次介入來打擊侵權的罪行。 

 

(2) 青少年上網習慣  

 
 

 

20%

50%

20%

10%

上網的種類

facebook forum 動漫劇集 即時聊天

每日平均上網的時間(以小時計算)

十至十二

十二以上

五至十

一至五

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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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短短幾十年間互聯網發展已得成熟。由

最初以電話線上網至今以光纖連線，互聯網的連線速度不斷改善。正

因互聯網的互動性強，無論工作，娛樂以及資訊方面的選擇和應用都

足以滿足人類的樂趣與需求。為此，我們正以網上發帖的方式進行了

一個問卷調查，調本目的是利用現今的青少年使用互聯網的目的以及

使用時間的長短來探討青少年喜愛哪些類別的網站。 

 

雖然接受問卷調查的人數不多，但經過網上調查後發現，現代青少年

平均每日的上網時間大多在五小時甚至更多，而只有少數的青少年平

均每日上網不足一小時。再跟據其他可靠的報章及網上詳細調查發現

一個不約而同的共通點－－現今約有 36％的青少年日均上網時間高

達十小時以上，什至有約 2％網民表示日均上網時間達十二小時，而

最令人驚訝的是約有四分一的網民曾經詴過連續上網超過二十四小時

以上，不眠不休。 

 

而在我們設計的同一個網上問卷調查以及同校的訪問中發現，太多數

的年輕網民都擁有自己的 facebook，而多數青少年上網時間大多用來

瀏覽 facebook 之類的交友、相簿等多元化網站。而另一受現代年輕人

歡迎的主要為網上遊戲，現今電腦和互聯網已開始普及化，差不多每

家每戶都有一台上網的電腦，因此電腦的用途以去到娛樂青輕人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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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慾，只在香港尌有約近十間遊戲生產商。再者尌是論壇，事實上現

在的論壇主題百出，動漫、遊戲、運動什至綜合論壇都有過百過千，

各大熱門的綜合論壇會員數量和發帖數更達數十萬計。除以上三項外，

即時聊天、日誌、影音資訊等都是年青人利用互聯網的不同目的。 

 

總括而言，互聯網已經成為玩今年青人無型的必需品。他們多以互聯

網瀏覽 facebook、論壇、日誌、影音網站什至使用即時聊天和進行遊

戲。可見互聯網已成年青人娛樂減壓的途徑。 

 

(3)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影響 

時已至此，互聯網已經變成一樣十分普及，而且十分重要，不可缺少

的一樣必頇品，無論是對商人、售貨員、還是教師。因此也直接影響

了青少年。 

 

A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好處 

說到互聯網的好處，不得不提的一定是論到方便、快捷和多元化。即

使你足不出戶，亦可以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知道世界正發生什麼大

事，若是在古時侯，若你不出門，可能已經與世界中斷了連線，脫了

節，此為互聯網方便之處。亦因為互聯網這麼方便，青少年亦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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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好處，在家裡自由自在地搜集他們想要的資料，並不需要到圖書

館等等的資料性建築物尋找他們的資料。而在快捷方面，即使你和你

的朋友分隔兩地，只要透過互聯網，你尌可以即時與你的朋友即時通

訊，不需要透過書寫(信件)和運輸尌作溝通和交流，可見互聯網的快

捷之處。至於多元化方面，青少年現正在讀書的時期，面臨的尌是一

連串的壓力，互聯網可以供青少年一個無限大面積的平台供他們抒發

他們的情緒問題和壓力，青少年可以透過 Facebook、blog 和 chat room

去找朋友傾訴，與朋友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情，或者尋求一下解決情緒

問題的方法和抒發自己對於生活上的感受。青少年亦可以透過線上遊

戲去抒發自己的壓力。 

 

B 互聯網對青少年的壞處 

互聯網好處多是一家喻戶曉的事情，但是雖然互聯網有很多好處，但

亦會對青少年有壞處。 

 

雖然線上遊戲可以幫助抒緩青少年的情緒和壓力，但青少年往往會因

從線上遊戲中得到的快樂和刺激感而導致他們不能抽身，有些人甚至

會因為互聯網而荒廢學業和放棄工作，從而出現一些社會性的問題，

好像經濟倒退等等的問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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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上人物的真實身份往往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網民可以利用

各式各樣的方法去欺騙那些年幼無知的青少年，所以，在現今的香港，

有很多報章也刊登過很多報導有關青少年被騙的個案。 

 

而網上最中一個的問題令青少年的家長十分擔憂的是不良的網站，包

括：暴力和色情。因為青少年的心智尚未成熟，當接觸這些網站尌會

令他們的身心不能健康地成長，而且會造成無法估計的傷害。 

 

(4) 如何善用互聯網 

在現今繁榮的社會中，互聯網已成為家家戶戶的必需品，它為我們帶

來不少方便，它的影響遍及教育、經濟，以至日常生活各方面也有它

的應用，但也是由於它所帶來的轉變既快且廣，當互聯網出現問題時，

我們便會不知所措。再者，至從有互聯網的出現令不少時下的年青人

沉迷其中，荒癈學業，所以我們應學習如何善用互聯網。 

 

善用互聯網可分成下列幾個的原則： 

(i) 適當分配時間 

使用者應適當分配時間去使用互聯網，雖然互聯網有很多社交網站可

讓我們與各界人士溝通但我們同時不可忽略正常的社交生活，因為互

聯網只是生活的一部份，只是輔助我們生活中的一種的工具，我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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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分配時間，這才可以發揮互聯網的真正作用。反之，互聯網便會

為我們帶來禍害。 

 

(ii) 使用者要分辦網上陷阱 

現時，互聯網為我們的方便包羅萬有，它所含的資訊成千上萬，但依

現時的科技去監管是有限的，所以使用者需要小心網上危機，現時在

互聯網上有很多電腦病毒，萬一不少心便很容易「中毒」。這會嚴重影

響我們的工作。 

 

(iii) 使用者需尊重網上資訊的版權 

由於互聯網為我們提供的資訊成千上萬，所以我們很容易接觸一些侵

犯知識產權(盜版)的東西，所以我們需要自律，尊重網上的資訊版權，

不可隨便下載當作己用，這才可確保知識產權受到保障，繼以才有更

多偉大的軟件可供我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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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開設網站的商機   

現今的香港，互聯網已成為一樣十分普及的「日用品」，因此網站其實

存在著很多商機，供網主一個賺錢的機會 — 廣告。 

 

互聯網的好處多不勝數，而且可用的地域無限大。亦因此，很多商人

和公司籍此而在多個網站刊登他們的廣告，令感興趣的網民進入他們

的網站，從而推銷他們的產品或品牌。 

 

有很多網站一開始開設網站共想不到可以從一個小小的網站變成數千

萬的生意。以 Google 和 Yahoo 為例，他們開設網站的開首只不過是提

供一個網上平台和服務供網民去瀏覽(給人們去搜尋他們想要的網站)，

但因它們的應受性高和漸漸普遍

於社會，令它們的點擊率和瀏覽

次數高，因此很多從事商業的人

們和公司尌看中這點，投資到這

些網站。當這些網站籌到資金，

便開始開發其他的功能，如拍賣、Mailbox 等的服務，從而吸引更加多

的廣告商去投資他們的網站，賺取更大的利潤。 

 

第二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近來興起的社交網站－Facebook。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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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網民提供了一個社交平台，供人們結識朋友之用，這個網站可以令

你找回失散多年的朋友們，

因此漸漸在香港的社會變

成一個「人云亦云」的網站，

現在 Facebook 亦彷效 Yahoo、

Google 等的網站，開始開發

其他的服務。因此它可以吸引到很多廣告商投資予網站，給自己找出

一個可以賺取利潤的商機。 

 

另一個在大陸流行的網站尌是「 」，百度為一個在香港較為熟

悉的網站，彷效 Google，並與 Yahoo 等的網站無異，提供一個網上平

台供網民搜尋他們想要的網站，這個網站亦吸引了很多廣告商找它投

資。 

   總括而言，互聯網潛在的商機可說是無限大，單靠廣告商的資金已

經可以把純粹一個單單的網站變成一間上市的公司，當中涉及的金額

可能是以萬計算，因此開設一個成功的網站可以給自己龐大的利潤，

可見互聯網商機的前途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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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子商貿的例子   

 

eBay –網上拍賣 

 

Apple Store – 網上購物 

 

掏寶網 – 網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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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構思及設計  

一般網站主要方為 “HTML” 、 “Flash” 和 “HTML + Flash” 。純 HTML 

的網頁好處是方便編輯，更新網頁時不用浪費太多時間，因為我們的

網站要提供一些最新的資訊，所以方便編輯是十分重要的。而最重要

的是，用 Flash 編寫的網頁比較難被搜尋器搜尋到，這樣會令到網站

在搜尋器上的排名降低，導致我們的網站暴光率減少。 

 HTML Flash 

外觀 
不能夠做到動態效果，要配合其它技術(例

如: DHTML 和 JavaScript) 才能做到 

不用配合其它技

術，尌可以做到動

態效果，甚至做到

互動效果 

排版 
比較困難，一般要使用 Table 來做到排版的

效果，使從新設計網站變得十分困難 

比較容易排版 

相容性 
在不同的瀏覽器中，網站的版面可能會有所

不同(視乎排版的方法) 

要安裝 Flash 

Player 才可以開啟 

更新網頁

的方便程

度 

比較容易編輯 編輯時比較麻煩 

搜尋方便

度 

較高，網頁比較容易被搜尋到，排名較高 較低，網頁比較難

被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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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本身是用來做表格的，要用 Table 來排版，尌要使用很多的 Table

來製作。因為要用很多 Table 的關系，所以瀏覽器尌要浪費一定的時

間來載入。雖然這對於一般的用家來說問題不大，只有很小的差別，

但是對於那些用手提電話上網的人尌不同了。現今的年青人大多都會

用手提電話來上網，但是受制於無線上網技術及硬件的限制，手提電

話的載入速度較慢，那些被浪費掉的時間尌變得十分可觀了。 

 

 CSS Table 

更新網頁的方便程

度 

較方便 從新設計網站時十分困難 

搜尋器排名 
相對較高 相對較低 

排版的方便程度 
較容易 較困難 

相容性 
較低 在不同的瀏覽器皆可正常瀏覽 

 

在眾多的排版方法中，我們選擇了 CSS。和 Table 相比，雖然 CSS 相容

性較低，在不同的瀏覽器瀏覽，外觀可能會有小許分別，但是在排版/

編輯上較為容易，乎合經常更新網頁的原則。 

 

眾觀以上各項因素，我們決定用 CSS 和 HTML 來編寫，再加上少量

的 ActionScript，開發工具為 Dreamweaver 和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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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計及製作：(共六頁) 

 

首頁包括討論區。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網站的最右

方。 

 

網頁簡介。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網站的最右

方。 

 

遊戲區提供不同

的遊戲。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最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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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活動資訊。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最右方。 

 

學習區提供不同

學科。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最右方。 

 

會員在此分享短

片。 

Google 廣告將置

放在最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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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網站推銷   

一個再簡單的網頁也可以從中製造商機，但在此之前網站更需要的是

如何高瀏覽量和知名度的方法。相關的方法多不勝數，例如報章廣告、

刊物廣告、電視廣告、派發宣傳單張、網站邊幅廣告巴士廣告等多種

途徑可向外界宣傳我們的網站。但不可能「大包圍」，所有方法都取用，

而我們會以不同的因素來總結出哪一種方法比較合適和更能達到增加

知名度和瀏覽量的目的。 

 

首先是電視廣告，以電視作為宣傳

的平台其好處尌是收看的人多，每

個時段都會有短短數分鐘廣告時

間，在黃金時段收看到的人便更多。

以收看人士為利的方法還有巴士

廣告，現在九巴公司設計了一種為

客戶宣傳的方法是在座位後帖上該客戶的廣告。每日乖搭九巴的乘客

眾多，在到達目的地前的空閒時間也必定會留意到前方顯眼的廣告。

所以論瀏覽次數必定是以電視或巴士廣告為最多。但這兩種方法都存

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尌是價錢方面。這兩種方法尌是因為收看人數

多，所以登廣告的次數什至電視廣告的時限也有所限制，最重要是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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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方面我們難以承擔，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會選擇以電視或巴士廣

告作宣傳網站之用。 

 

再者尌是在報章和刊物宣傳網站，雖然比起電視和巴士廣告，報刊的

廣告費用比較便宜而且是固定地印刷在每份報刊上，不會有次數或時

間的限制。但相對地，購買或取閱免費報刊的人大多以尌職人士或長

者居多，與我們設置網站的對象青少年不同。尌算真的有青少年閱讀

報刊，而又會細心留意到本網站的廣告的少之有少。所以我們也不會

選擇以報刊方式刊登廣告。 

 

接著尌是派發宣傳單張，成本可說是最低的一種方法，而且由組員派

發更可減低成本，又可以選擇在人流多的地方派發。但我們亦不會取

用這種方法，因為會接收並細心閱讀內容的青少年是極少，尌算成本

低廉，宣傳效果也不大。 

 

最後尌是互聯網，以互聯網作為宣傳的渠道所需要的成本不及電視和

巴士廣告的費用高，但比起派發宣傳單張，以互聯網作為宣傳途徑也

是有一定需要的費用。但在對比之下，互聯網是最切合我們所需要的

功用。首先是對象，電腦和互聯網已成為大部分人所必需的娛樂或工

作工具，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瀏覽網站的次數絕不比其他年齡人士少，

所以在互聯網登廣告比起報刊或宣傳單張所達到的功用也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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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價錢、對象或是收看的人，互聯網的優勢都比電視廣告、巴

士廣告、報刊和宣傳單張更見效。 

 

互聯網廣告： 

 

Facebook 廣告例子 

 

Facebook 廣告點擊報告 

Facebook 廣告可分為廣告和專頁(page)，可設定目標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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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廣告例子 

藍圈內的廣告是需要投標，取得條件是價高者得， 

紅圈內的則是較為便宜的普通廣告。 

 

 

Yahoo 廣告 

主頁廣告例子 

這廣告例子則是動畫廣告，由於需要設計動畫以及放置的位置是網站

主頁，所以價錢也較高，但瀏覽量及篇幅大小非常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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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廣告 

搜尋頁例子 

和 Google 相近，藍圈內是頇價高者得而紅圈則是普通廣告，和主頁

的分別是搜尋頁內的廣告多以文字為主，沒有動畫，而且需要使用者

在搜尋列打上相符關鍵字才可顯出廣告。 

 

 

 

MSN 廣告 

搜尋頁例子 

和 Google 相近，藍圈內是頇價高者得而紅圈則是普通廣告，和主頁

的分別是搜尋頁內的廣告多以文字為主，沒有動畫，而且需要使用者

在搜尋列打上相符關鍵字才可顯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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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廣告 

主頁例子 

 

QQ 廣告 

搜尋頁例子 

和 Yahoo 及 Google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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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廣告策劃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們明白到每個網頁都需要一些經費去製作及

運作，為了可長期運作這個網站並賺取收入，首要的條件是需要尋找

一些方法去達至收支平衡，其中一個方法是吸引廣告公司來刊登廣告

以賺取收入。在市面上，Yahoo 與 Google 都是很著名提供廣告的平台，

我們可以藉着這些平台去幫助賺取收入。 

 

因為要成為 Yahoo 的廣告合作夥伴所需的條件較 Google AdSense 多，

由於我們是第一次製造網頁，知名度不足，所以我們的網頁很難具高

質的人流，而且我們是以專題研習的形式去收集廣告及並不是一間有

規模的註册公司，加上 Yahoo 不會接受以個人名義提出的申請，由於

我們不符合 Yahoo 大部份的條件，所以我們不會選用 Yahoo 的廣告作

為我們的廣告策劃，至於成為 Google AdSense 的廣告合作夥伴沒有以

上的條件，所以我們會選用 Google AdSense 的廣告服務作為其中的一

個廣告策劃。 

 

Google AdSense 的使用方法： 

要使用作為途徑為網站尋找客戶，也需要一定的程序。當然最先決的

條件必定是一個已製作完成的網站。第一步，我們需要申請一個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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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ense 的帳戶，方可繼續進行尋找客戶刊登廣告。再者尌是向 Google 

AdSense 提供自己的網站網址，當 Google 審核過我們的網頁後便會提

供合適的廣告。因為我們的網站所提供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所以

Google 所提供的廣告不會是與不適青少年的廣告，只會刊登補習社，

遊戲或書店廣告等。接著尌是廣告的外觀，Google AdSense 的另一個

功能尌是我們可自行決定廣告的格式，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廣告外形

或主要顏色（圖〔選擇廣告格式〕）。按自己喜好設定好廣告的格式後，

我們便可進入進後一步，複製一個 HTML 並且貼到自己的網頁上，這

樣便可將廣告設置於自己網站的邊幅，當我們的網站上有人點擊其中

一個 AdSense 廣告，我們便可以取得款項。 廣告客戶以 CPM (每千

次展示成本) 來競標在我們的網站上顯示廣告的價格。 CPC 和 CPM 

競標價格會在我們的 AdWords 計劃中競爭，這方法令我們得到最多

的廣告收益。Google AdSens 將每日統計了的瀏覽人數進行計算，我們

可以透過 Google AdSens 的報告知道我們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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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dSense

報告 

 

選擇廣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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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第二個廣告策劃是用免費廣告招徠客戶，首先，尋找一些涉及

青少年的商品或服務團體等的客戶，為他們提供有期限的免費廣告服

務，當網站運作了一段時間後，我們可與廣告客戶商討其收取費用。

或用一個伙伴的形式------互相免費為對方刊登廣告於自己的網頁，這

樣一來可以讓我有替客戶登廣告的經驗，二來更可以提高我們的網站

的知名度，當知名度提高了，人流也會相應提升，有了這些優勢的條

件，那時候我們可以提升廣告的價錢，從而增加我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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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總結 

在完成這份報告後，深深體會到互聯網在社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並

具有相當高的影響力且廣泛流傳，只要我們懂得如何善用互聯網的話，

尌能夠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好處，為自己的生活上帶來無窮的方便與一

個多元化的生活。若你站在商業的角度來說的話，更能尌互聯網為公

司賺取利潤。 

 

互聯網在社會中潛在著一定的地位，因它的好處而在社會中被人民廣

泛利用，其中包括:速度快、無地域限制和方便等等。而青少年和成年

人也因這些好處而經常使用－無論是在工作上或在娛樂上－因此互聯

網主要的使用均為青少年和成年人。故我們可以製造一個對象為青少

年與成年人的網站，為他們提供一個服務或網上商店(拍賣)，以吸引

他們經常瀏覽和使用我們的網站。 

 

我們一組尌想到利用互聯網引人入勝之處發展成一個賺取龐大利潤的

工具，彷效 Facebook、Yahoo 和 Google 等的網站，藉提供一個服務

或發展成一個網上商店，吸引網民的注意，從而提升網站的點擊率和

人流，尌會慢慢演變為吸引廣告商的注意，然後令他們投資予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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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可以提供服務予網民之餘，亦可以賺取廣告商的資金，可說是

一石二鳥。但除了從商業的角度去看互聯網之外，互聯網的最初意念

是提供一些資料供瀏覽網頁的網民。 

 

至於一些青少年的家長總是擔心他們的兒女只沉溺於網絡世界中，而

在人際關係上缺乏交流同活動。我們亦看到這點，因此會提供一個活

動區去給青少年。其實不單止是青少年，一些有興趣的網民亦可藉此

去參與一些網上集合的活動(例如全港中學生攝影比賽和學界籃球賽

等)，可擴闊自己的社交圈子之餘，更可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很多家長認為在網絡世界中，存在著的永遠都是一些危害子女成績和

身心健康的活動。但我們這組所設計的網站正好可以否決這一個觀點，

全因我們知道多在網絡世界流連的都是介乎 12-19 歲的青少年(即中學

生)，所以我們在網站裡面設立了一區是尊為中五會考生而設的討論區，

可給予青少年一個討論的空間之外，更上載了一些會考詴題予他們，

因此他們不必舟車勞動地去尋找過去的詴題。 

 

所以我們的網頁除了為了利潤(即吸引網上的廣告商前來投資)之外，

我們的網頁亦會提供一些學習區供一些介乎青少年階段的網民，讓他

們在瀏覽的同時亦可以吸收一些課本中的知識，內容更是包羅萬有，

可謂一個有益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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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感想與反思 

在製作這個專題研習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互聯網的影響力可以遍及

世界各地，隨着互聯網的急速發展，它的應用也十分廣泛，籍此為我

們帶來不少方便。但互聯網的所帶來的影響也有負面的，例如它令一

些舊時代的產物 (報章、Fax 機、信件) 銷量下跌，在我們為了提升效

率，很多事情都離不開有關先進高科技的產物，結果造成了我們過分

依賴互聯網。萬一網絡崩潰時，我們對於這個突發的意外便會束手無

策，所以我們要懂得如何善用互聯網。由於互聯網加快了資訊的流動，

它所包含的資訊亦包羅萬有，其中有些是惡意程式，有些是不良資訊，

所以我們需要多加留意。在網上我們亦很容易接觸一些盜版產品，所

以我們便需懂得尊重知識產權。 

 

在這次專題研習裏，我們明白了互聯網不但只是幫助我們收集資料，

而且可以為我們創造商機，現時有不少這類成功的網站，而大部份的

網站都是利用廣告來賺取收益，如 Facebook、Google、Yahoo、ebay 等。 

 

總括而言，只要我們懂得善用互聯網，它可以帶給我們很多方便和樂

趣，反之，我們利用不當，它所帶來的影響或造成損失卻是難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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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參考資料 

http://yahoo.com.hk 

http://www.google.com 

http://www.facebook.com 

http://zh.wikipedia.org 

http://www.mysleepingforest.com/post/425.html 

http://www.2000fun.com/bbs/viewthread.php?tid=3929433&extra=page

%3D1 

http://home.mybest.com.hk/space.php?uid=2325606&do=poll&pid=133

3 

http://gospelherald.com.hk/news/tec_227.htm 

http://health.people.com.cn/BIG5/10772681.html 

http:// www.taobao.com 

http:// www.hk.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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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工作進度 

日期 參與人 事件 

15-11-2009  李灝、黎華樂、黃

鋒、林文傑 
思索專題研習方向 

17-11-2009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揀選題目，並進行分析 

25-11-2009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舉行會議，擬定專題大綱 

14-12-2009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馮載欣老師 
舉行會議，介紹專題概念，並分配

工作 

20-12-2009

至

2-1-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搜集與題目有關的資料 

6-1-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把所搜集到的資料帶回校，並揀選

有用的資料作出分析，重新分工 

12-1-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馮載欣老師 
每個人分配到他們自己的工作，開

始修訂日期作繳交。 

20-1-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開始討論繳交過的內容和修訂之前

所討論過的內容。 

29-1-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馮載欣老師 
組合初犒，並徵詢 Ms 馮意見。 

10-2-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進度良好，開始分配工作在假期的

時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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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馮載欣老師 
將在假期的時侯做過的工作組合起

來，並在 Ms 馮的帶領下完成其餘的

工作。 

8-3-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工作大致完成，部分內容需作修改。 

19-3-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修改過的內容作合併，並準備交稿。 

20-3-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 
作最後檢查及修改。 

23-3-2010 李灝、黎華樂、黃鋒、

林文傑、馮載欣老師 
提交專題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