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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現今的社會是個生活條件充裕，物質資源豐富的年代。同時給青少年造成甚

多誘惑，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關注青少年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有學者認為，青

少年有責任維護社會穩定、和諧，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和發展。顯然地，青少

年是未來的社會棟樑，在社會上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 

近年亦是互聯網高速發展和普及的網路時代，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站的況逐漸

變得普及，根據澳門民意調查研究學會去年“了解本澳青少年對社交網站

（Facebook）使用情況”的調查結果，本澳門 13~29 歲的青少年中 98.1%帄時都

會上網，可以說，上網已經成為本澳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中近九成的 1 歲本澳青少年都會使用 Facebook，這一比重大幅度高過其他

社交網站的使用率。可見大多數屬於高頻率使用者，並對其有倚賴傾向。 

除了娛樂和在網上進行各種資料查詢活動與閱讀外，青年人又以各式各樣的

電子及網上模式與他人聯繫，而近年亦因網路應用技術的提升和網上互動的興

起，青年人更流行以網上互動與他人建立即時的聯繫網路，分享訊息。 

早年由於部份青年人廢寢忘餐地使用互聯網，令人關注到青年人會否只著重

互聯網的世界而減少與人的實際交往和溝通。社交網站的出現和廣泛使用。令人

減少了這方面的疑慮；因為社交網路連結著現實的社交生活，讓使用者形成一個

與他人聯繫和保持社交互動的龐大網路。這種社交網路亦令青年人建立起自己的

一套社交和溝通文化。 

然而，這種社交和溝通文化既有正面的影響，也有反面的影響。社交網站具

有設置群組的功能，從而將一些志同道合的網友團結成為一個小社區，分享想法

與經驗的交流，促進青少年社會化，有利於對自己的認知和定位。儘管如此，社

交網站亦導致了青少年道德意識的喪失，這是由於他們的言論多為不禮貌或污

穢，存在傲慢與偏見性，形成與人交往的障礙。接著便是網站上的溝通多以符號

上的交流，而不是面對面的直接交流，引致了不能坦承與人交往。社交網站除了

有交友的功能外，亦提供多項遊戲程式，當青少年長期沈溺於這些遊戲中便會漸

漸會過著離群生活，對現實生活的感覺日益陌生，甚至喪失對現實的認知，遠離

人群，逃避社會等。 

社交網站已成了近年的熱門話題，而青少年於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社會問

題，青少年沈迷社交網站導致其社交能力逐漸變弱，從而令性格變得孤僻，社交

圈子變得狹窄等一系列問題，長遠來說，會形成與人交往的障礙，與社會脫軌，

配合不了社會的發展，而成了社會的負擔。 

總結而言，是次研究調查的目標如下: 

1. 探討本澳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站的情況 

2. 探討本澳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站對其社交能力的影響 

     3. 探討本澳青少年社交現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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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近年來，隨著網路的急速發展，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站的情況逐漸變得普及，

根據澳門民意調查研究學會在 2011 年發布的“了解本澳青少年對社交網站

（Facebook）使用情況”的調查結果顯示，本澳門 13~29 歲的青少年中 98.1%帄

時都會上網，可以說，上網已經成為本澳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8.1%有上網的青少年，近九成都會使用 Facebook，即是說，86.3%的 13~29 歲本

澳青少年都會使用 Facebook，這一比重大幅度高過其他社交網站的使用率。可見

大多數屬於高頻率使用者，並對其有倚賴傾向。(鑑於 Facebook 突出的市場佔有

率，本研究接下來的題目，將重點針對其做相關分析。) 該調查還指出帄時有使

用 Facebook 的青少年中，約七成每天都會使用一至多次（70.5%），占使用者大多

數。至於在 facebook 中的主要行為，了解朋友近況、與在線朋友即時通訊、以及

認識新朋友（50.7%，24.1%，1.6%），三個與朋友交流直接相關的選項，合計比

重相當顯著（76.4%），表明「朋友」確是 Facebook 的中心元素之一。使用 Facebook

的青少年中，近六成肯定其對朋友交流影響力。說明 Facebook 已經不再是一個

單純的虛擬工具，它對現實生活中的朋友交流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澳門青年人口狀況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之青年指標中，青年年齡的界定為

13~29 歲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本研究對象為 12~19 歲青年，從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數據顯示，本澳 15~24 歲

青年有 92.8 千人，占整體人口約 16.6%。青年是澳門未來發展的棟樑，了解他們

對網路的使用情況，知道他們的日常生活情況是否會因為這樣而有所影響。 

 

 

社交網站的定義 

社交網路服務(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簡稱 SNS)的重點在於為一群擁有相

同興趣與活動的網友，建立並鞏固網路上的社交網路。他們通常都是透過朋友一

個傳一個地把網路展延開去，就好像樹葉的脈絡，所以在內地有人把這類的網站

稱為脈絡網站。大部分的社交網路都會提供許多模式讓使用者進行互動，包括聊

天、寄信、影音、分享檔案、寫部落格、參加討論群組等等。 

社交網路服務提供商針對不同的群眾，有著不同的定位。比如說最初的社交

網站是用於交友，例如美國的 Friendster， Linkedin。也有網站專門為商務人士交

友提供服務，比如說中國的天極網，德國的 OPENBC。有些為商務人士提供的社

交網站同時也兼具了求職徵人的功能，如上面提到的 LinkedIn 和 OpenBC(現下更

名為 Xing.com)。華人中類似的網站是位於美國的聚賢堂（chinaworks.cn）和

myDanwei。不過贏利前景最大的網站還是婚戀交友網站。LinkedIn 和 Xing 都已

經擁有上百萬用戶，贏利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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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面向年輕人及大學生的 SNS 網站也比較受歡迎，比如說美國的實

名製網站 Facebook 發源於哈佛大學，創建於 2004 年 2 月，是目前社會化網路和

web2.0 的風向標。這個網站目前全球排名第 8 位，估值超過 150 億美元，微軟公

司不久前宣佈投資 2.4 億美元以發展其廣告事業。Facebook 的市場佔有率和用戶

黏性都很強，目前全球用戶數量為 6700 萬，其中 2/3 來自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

在美國有 90％的大學生在使用，其中 60％每天登陸。這樣的高速增長和短短四

年多取得的成就，成為當今互聯網發展的一個奇跡。 

 

影響社交能力的原因 

現今網上世界已成為新一代青少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調查顯示，超

過 50%青少年表示上網主要上社交網站，更有青少年每日帄均用十小時瀏覽。調

查亦顯示，超過三成青年曾遇到黑客或病毒入侵等問題，當中有超過 11%遭到網

路欺凌，如在網上被公開私人資料或出言侮辱。青少年長時間使用社交網站，會

減少溝通機會，長遠會影響正常社交能力。 

調查顯示，訪問十二至二十三歲青少年，90%青少年有使用社交網站習慣，

每星期帄均花近八小時瀏覽網站，7%表示每星期花超過二十小時，最長個案更

高達七十小時，帄均每日花十小時瀏覽社交網站。有社工稱，青少年長時間使用

互聯網作為溝通工具，會減低與朋友的溝通機會，長時間缺乏與人接觸的機會，

會影響正常社交能力。 

 

社會適應能力 

社會適應能力是指人為了在社會更好生存而進行的心理上、生理上以及行為

上的各種適應性的改變，與社會達到和諧狀態的一種執行適應能力。 

社會適應能力的內容一般認為社會適應能力包括以下一些方面︰個人生活

自理能力、基本勞動能力、選擇並從事某種頭班的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用道德

規範約束自己的能力。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指社交能力、處事能力、人際關係能力。同時社會適

應能力是回饋一個人綜合素質能力高低的間接表現，是人這個個體融入社會，接

納社會能力的表現。若社交網站本身也是影響青少年的社交能力之一，那么青少

年在使用社交網站又會怎樣來控制他們的使用情況呢？ 

 

總結上述所講，社交網站對青少年有一定的影響，無論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

影響。是次報告希望透過研究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社交生活和人際關係，深入探

討現時澳門青少年對社交網站的影響程度，以及他們使用社交網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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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採用混合式抽樣方法來收集數據。以隨機抽樣模式和目標抽樣模式

來搜集資料。 

 

問卷內容分為五部分： 

第一部分：個人的基本資本 

         這部份的問題主要用來了解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如：性別，年齡及敎

育程度等。 

 

第二部分：受訪者使用社交網站(如 Facebook)的狀況 

         這部份的問題設計主要用於了解受訪者有關使用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

的基本情況，如：天數，時數，網上朋友的數量，及其與現實的比較，

網上擇友的狀況。 

 

第三部分：社交能力的強弱 

         引用了北京大學心理治療師方曕所介紹的「社交恐俱症測試」，來測試

受訪者社交恐俱情況的強弱.為了更符合問題設計，我們對這個量表作

出了微調.並用作日後參考分析之用。 

 

第四部分：適應能力的強弱 

         社交能力中的適應能力測量也成為我們調查的一部分，同樣為了更符

合我們的問題設計，我們對這個量表所出了微調，而其日後用作參考

分析用途。 

 

第五部分：社交現實狀況資料 

      了解受訪者日常使用社交網站的實際狀況，與受訪者使用社交網站的                       

       狀況作相互比對的作用。 

 

3.2 抽樣方法及樣本： 

是次研究採用混合式抽樣方法來收集數據。根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發布

的青年指標顯示，2010~2011 年度，全澳中學生人數一共有 40158 人。是次研

究抽取約 1.5%的中學生作為研究樣本，經過問卷收集及數據整理後，最終得

知有效問卷為 552 份。調查地點分散在全澳的中學範圍內，由聖公會代為寄

到各間學校進行調查。 

是次研究是以混合式抽樣方式進行，其中以隨機抽樣方式為主，以目標

抽樣方式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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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抽樣方式：   

是次研究的中學，而問卷大多以電腦隨機由本澳 32 間中學抽出其中的 15

間，其首五間中學為是次研究的主要對象。分別有聖保祿學校、粵華中學、培華

中學、聖羅撒英文中學、新華中學。 

 目標抽樣方式： 

由於部分學校校務工作繁忙，因此未能及時回覆或拒絕接受是次研究， 以

至問卷數目不足，從而採用目標抽樣方法， 選取了本組別就讀的學校， 納入調

查的中學之一。 

 

3.3 研究假設 

1. 使用社交網站總時數越多的受訪者，其在社交能力偏向越弱。 

2. 使用社交網站總時數越多的受訪者，其在適應能力偏向越弱。 

3. 社交能力越強的受訪者，其適應能力偏向越強。 

4. 女受訪者比男受訪者有更強的適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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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1) 基本分析 

4.1受訪者個人背景資料 

4-1-1 性別 

表4-1-1 顯示受訪者性別的分佈狀況，在552份有效問卷當中，以女性受訪者

所占的比例較高，有56.9%，而男性受訪者占43.1%。 

 

表4-1-1 受訪者性別分佈(N=552)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238 43.1 

女 314 56.9 

總和 552 100.0 

 

4-1-2 年齡 

是次研究的對象是12~19歲的青少年，在552位受訪者中，16~17歲的組別人

數為最多，占32.8%，其次為14~15歲，占27.2% 。 

 

表4-1-2 受訪者年齡分佈(N=552)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2-13 92 16.7 

14-15 150 27.2 

16-17 181 32.8 

18-19 111 20.1 

其他 18 3.3 

總和 5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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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教育程度 

表 4.1.3  顯示的七個教育程度中，以「初三」及「高二」的組別為數最多，

分別占 23.6%和 23.0% 。 

 

表 4.1.3 受訪者教育程度(N=552)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其他 

總和 

104 

43 

130 

40 

127 

107 

1 

552 

18.8 

7.8 

23.6 

7.2 

23.0 

19.4 

0.2 

100.0 

 

 

4.2 社交網站使用情況 

4.2.1 情況 

是次研究中，我們會以受訪者有否使用社交網站(用”Facebook”作為例

子)、使用天數、使用時數、社交網站交友數目和社交網站的朋友有多少是現實

朋友數目百分比來了解受訪者在使用社交網站的情況。表4-2-1結果顯示受訪者使

用社交網站的情況當中九成(93.3%)的青少年有使用Facebook，只有不到一成(6.7%)

的青少年沒有使用Facebook。 

 

表4.2.1 受訪者使用Facebook情況(N=552) 

 

 

 

 

 

 

 

 

 

 

情況 人數 百分比 

有 515 93.3 

沒有 37 6.7 

總和 5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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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受訪者每星期使用 Facebook 的天數 

表 4.2.2 的結果顯示，在有使用 Facebook 的 514 位受訪者中，有差不多六成

(59.7%)的受訪者每星期使用 Facebook 7 天， 其他六個組別的分佈情況，都甚為

相近。 

 

表4.2.2受訪者每星期使用Facebook 的天數(N=514) 

       使用天數 人數 百分比 

一天 24 4.7 

兩天 24 4.7 

三天 32 6.2 

四天 34 6.6 

五天 45 8.8 

六天 48 9.3 

七天 307 59.7 

總和 514 100.0 

 

 

表4.2.3 受訪者每星期使用Facebook的時數 

    表4.2.3結果顯示，受訪者當中有四成(40.8%)的青少年一天內會抽出約2-3小

時的時間使用Facebook， 佔其百分率最高，其次有三成多(37.5%)的青少年一天

內會抽出約0-1小時的時間使用Facebook，而有不到一成(6.6%)的青少年一天內使

用Facebook的時數超過6小時或以上。 

 

表 4.2.3 受訪者每星期使用 Facebook 的時數(n=515) 

使用時數 次數 百分比 

約0-1小時 193 37.5 

約2-3小時 210 40.8 

約4-5小時 78 15.1 

約6小時以上 34 6.6 

總和 51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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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 

表4.2.4結果顯示， 受訪者當中有六成五(64.2%)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是超過

300人，最高達500人， 有一成八(17.8)的受訪者在Facebook只有100以下的朋友， 

其次是約有一成(9.1%)的是有501至700的朋友。 

 

表4.2.4 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N=514) 

Facebook的朋友數目 次數 百分比 

100或以下 92 17.9 

101-300 219 42.6 

301-500 111 21.6 

501-700 47 9.1 

701-900 19 3.7 

901-1100 11 2.1 

1101-1300 3 0.6 

1301-1500 3 0.6 

1501-1700 2 0.4 

1901或以上 7 1.4 

總和 514 100.0 

 

 

表4.2.5 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 

表4.2.5  結果顯示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中的現實朋友為「81%-100%」最

多，當中佔有的百分比為39.6%，其次為「61%-80%」， 當中佔有的百分比為

25.2%。 

 

表4.2.5 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 (N=515) 

現實的朋友占Facebook的比率 次數 百分比 

0%-20% 30 5.8 

21%-40% 53 10.3 

41%-60% 97 18.8 

61%-80% 131 25.4 

81%-100% 204 39.6 

總和 515 100.0 

 

小結 

由以上分析可見，本澳受訪青少年中，九成多的青少年都有使用社交網站的

習慣. 近六成的受訪者每星期使用社交網站七天， 而受訪者中每天使用社交網

站約2~3小時的青少年佔最多。由此可見， 社交網站已成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而且還可以看出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大多數在現實中是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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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說明社交網站對青少年的社交圏子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4-3 社交能力 

 為了能夠清楚反映受訪者的社交能力，本研究把此項目設為5分量表，在正

向量表指標中，「非常同意」為1分，「同意」為2分，「中立」為3分， 「不同

意」為4分，「非常不同意」為5分，而在反向量度指標中則設置相反分數，然後

計算出受訪者的社交能力在每項指標上的帄均值，若帄均值大於3，代表社交能

力分別偏向較弱。反之，則偏向較強。 

 

4.3.1 受訪者的社交能力 

表4-3-1  顯示在社交能力測試中，對於「不容易影響別人」、「難用簡單言

語自己」、「表達能力好表達自己」三個指標中，表示中立的受訪者分別佔有

60.4%、40.8%及54.8%，其他。而表示「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

佔的比率帄均為9.1%和4.8%。 

    

表4.3.1 受訪者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我容易去響

別人，令他/

她接受我的

觀點。    

17(3.3) 112(21.7) 311(60.4) 59(11.5) 16(3.1) 

**與人交時， 

我很難注意

到對方所表

達的情感。        

67(13) 230(44.7) 152(29.5) 56(10.9) 10(1.9) 

**我不會用簡

單的語言來

表述自己的

複雜意思。 

42(8.2) 143(27.8) 210(40.8) 93(18.1) 27(5.2) 

*我不會迴避

和我不認識

的人進行交

談。 

35(6.8) 154(30) 182(35.5) 111(21.6) 31(6) 

**我不能夠很

容易地認識

一個陌生人。 

35(6.8) 132(25.7) 206(40.2) 106(20.7) 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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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說過

我的表達能

力好。 

30(5.8) 82(15.9) 282(54.8) 90(17.5) 31(6) 

**我害怕當眾

表達自己的

意見。    

30(5.9) 128(25) 297(40.4) 110(21.5) 37(7.2) 

*我不會在聚

會時感到害

怕。    

49(9.6) 158(30.8) 212(41.3) 70(13.6) 24(4.7) 

*我願意和不

同能力的同   

學一起學習。 

120(23.3) 223(43.4) 135(26.3) 21(4.1) 15(2.9) 

*正向題目 **反向題目 

 

4.3.2 社交能力的帄均值 

表4.3.2  結果顯示受訪者社交能力的帄均數約為2.77，所以大部分受訪者社

交能力偏向於強。 

 

表4.3.2 受訪者社交能力的帄均值(N =517) 

能力類別 帄均值 

社交能力 2.7746 

 

 

4.4 適應能力 

   為了能夠清楚反映受訪者的適應能力，本研究把此項目設為5分量表，在

正向量表指標中，「非常同意」為1分，「同意」為2分，「中立」為3分， 「不

同意」為4分，「非常不同意」為5分，而在反向量度指標中則設置相反分數，然

後計算出受訪者的適應能力在每項指標上的帄均值，若帄均值大於3，代表適應

能力分別偏向較弱。反之，則偏向較強。 

 

 

4.4.1 受訪者的適應能力 

在社交能力測試中，受訪者在5點量表中表示最多的是「中立」。而「在陌

生人面前感到尷尬」，「不太願與對自己存在偏見的同學交往」，「迴避陌生人

在家作客的情況」這三個量表指標中，表示「同意」和「不同意」的百分比都比

較帄均，是在20~26.3%間.而另一項量表「不願意被人議論」中，只有8.8%的受訪

者表示「同意」，而表示「不同意」卻有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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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受訪者適應能力 

適應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人數(%) 

**在陌生人面

前，我常無話 

可說，以至感 

到尷尬。  

25(4.9) 135(26.3) 203(39.5) 113(22.0) 38(7.4) 

*如果有同學對

我存有偏見，我

也會和他(她)交

往。 

13(2.5) 107(20.8) 268(52.1) 103(20.0) 23(4.5) 

**我不喜歡陌

生人來家裡做

客，每有這種情

況，我就會有意

迴避。 

17(3.3) 102(23.2) 202(39.3) 138(26.8) 55(10.7) 

*我喜歡在班上

發言，被全班同

學看著我，我不

會感到非常緊

張。 

18(3.5) 76(14.8) 217(42.2) 149(29.0) 54(10.5) 

*每到了一個新

的環境時，我很

容易與別人相

處。 

34(6.6) 139(27.1) 250(48.7) 78(15.2) 12(2.3) 

**我不願意被

別人議論自己。 

14(2.7) 45(8.8) 225(43.8) 145(28.2) 85(16.5) 

*正向題目 **反向題目 

 

4.4.2 適應能力的帄均值 

表4.3.2  結果顯示受訪者適應能力的帄均數約為3.13，所以大部分受訪者偏

向於中等水帄。 

 

表4.4.2受訪者適應能力的帄均值(N=516) 

能力類別 帄均值 

適應能力 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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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整體而言，受訪者的社交能力和適應能力的帄均值分別約為2.77和3.13， 由

此可見，受訪者的社交能力比適應能力稍強。 

 

 

4.5 受訪者社交現實情況 

4.5.1 受訪者在現實中的 “知心朋友” 

    表4.5.1 顯示受訪者當中有三成半(35.7%)的青少年在現實中有3-4個知心朋

友，佔其百分比是最多，其次有近三成(28.1%)的青少年有0-2個知心朋友，而有

一成(10%)的受訪者有10個或以上的知心好友。 

 

表4.5.1受訪者在現實中的 “知心朋友”(N=512) 

受訪者在現實中的 

知心朋友數目 次數 百分比 

0-2 144 28.1 

3-4 183 35.7 

5-6 105 20.5 

7-8 16 3.1 

8-9 13 2.5 

10或以上 51 10.0 

總和 512 100.0 

 

 

4.5.2 受訪者參加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的情

況 

    表4.5.2 顯示近六成(57.8%)的受訪青少年中都有參加組織，而四成多(42.2%)

的受訪青少年沒有參加任何組織。 

 

表4.5.2 受訪者參加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的

情況(N=512) 

情況 次數 百分比 

有 296 57.8 

沒有 216 42.2 

總和 5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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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受訪者參加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的數

目 

    表4.5.3 顯示在有參加組織的受訪者中，近六成(57.2%)參加了2個或以下的組

織，其次是三成多(33.1%)的受訪參加了3-4個組織。 

 

4.5.3 受訪者參加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的數

目(N=229) 

受訪者參加了組織的數目 次數 有效百分比 

2個或以下 171 57.2 

3-4個 99 33.1 

5-6個 16 5.4 

7-8個 5 1.7 

9個或以上 8 2.7 

總和 299 100.0 

 

 

4.5.4 受訪者在社團中的角色 

 

表4.5.4 顯示在有參加組織的受訪者中，有七成三(73.8%)的青少年在社團中的角

式為部員或隊員，其次有一成多(12.4%)的青少年為部長或籌委，而有近一成(9.4%)

的青少年為領袖或隊長。 

4.5.4 受訪者在社團中的角色(N=298) 

受訪者在社團中的角色 次數 有效百分比 

領袖或隊長 28 9.4 

部長或籌委 37 12.4 

部員或隊員 220 73.8 

其他 13 4.4 

總和 29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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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假設驗證 

 

4.6 社交能力情況 

表4.6 提供了證據顯示社交能力與適應能力呈顯注的正相關，即當受訪者

的社交能力愈強時，適應能力也相對較強，即假設可以成立。  

 

表4.6 社交能力與適應能力的相關係數表(N=516) 

 適應能力 

社交能力 Pearson 相關係數= 0.515**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4.7 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社交能力的關係 

表4.7 分析結亦顯示使用Facebook時數與社交能力出現較顯著的負相關，即

使用Facebook時數越多，社交能力就會相對較低，假設不能成立。 

 

表4.7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適應能力和社交能力的相關係數表(N=515) 

 社交能力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 Pearson 相關係數= -0.092*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4.8 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適應能力的關係 

表4.8 分析結果顯示使用Facebook時數與適應能力沒有顯著的關係。所以沒

有證據顯示使用社交網站總時數越多的受訪者，其在適應能力偏向越弱，假設不

能成立。 

 

表4.8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適應能力的相關係數表(N =514) 

 適應能力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 Pearson 相關係數= -.001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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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受訪者在fb的朋友數目和受訪者在現實的

朋友數目 

表4.9顯示 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呈正相關，即受訪

者每週使用Facebook的時數越多，其在Facebook朋友的數目則越多.而受訪者每週

使用Facebook時數的多少對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有稍微的負相關，但不顯

著。 

 

表4.9 受訪者每週使用Facebook時數與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和在現實的朋友數

目的相關係數表(N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513，N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

目=514) 

 
受訪者在fb的

朋友數目 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 

受訪者每週使用

facebook時數 

Pearson 相關 0.291** -0.056 

顯著性 (雙尾) 0 0.208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4.10 受訪者參加了組織的數目與其在現實的朋友數目和在Facebook的朋友數目 

表4.10顯示，參加組織的數目與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及在Facebook的朋

友數目呈正相關關係.即參加組織的數目越多，其在現實生活和在Facebook上的朋

友數目也相對較多。 

  

表4.10 受訪者參加了組織的數目與其在現實的朋友數目和在Facebook的朋友數

目的相關係數表(N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299，N受訪者在Facebook的朋友數

目=298) 

 
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

數目 受訪者在fb的朋友數目 

受訪者參加了組

織的數目 

Pearson 相關 0.151** 0.266** 

顯著性 (雙尾) 0.009 0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4.11 受訪者參加了組織的數目與適應能力和社交能力的相關係數表 

  表4.11 顯示，參加過組織的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及適應能力也相對較高，

呈正相關關係，即參加組織的數目越多，受訪者的社交能力和適應能力也也相對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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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受訪者參加了組織的數目與適應能力和社交能力的相關係數表(N適應能力=514，N社交能力=515) 

 社交能力 適應能力 

受訪者是否參加過

組織 

Pearson 相關 0.176** 0.182** 

顯著性 (雙尾) 0 0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表 4.12 受訪者男女的適應能力差異程度 

在表 4.12 顯示，男女受訪者的適應能力差異程度顯注性十分大，因為Ｆ檢

定的數目大於０.05，所以假設變異數相等，顯著性（雙尾）數目小於 0.05，所以

他們的差異程度十分大，所以女受訪者比男受訪者有更強的適應能力的假設成

立。 

 

表 4.12 受訪者男女的適應能力差異程度(T test) (N=516) 

 受訪者性別 個數 帄均數 

適應能力 男 217 3.0499 

女 299 3.1958 

 

 

 

 

 

 

 

 

 

 

 

 

 

 

 

 

 F 檢定 顯著性 顯著性 (雙尾) 

適應能力 假設變異數相等 14.361 0.000 0.001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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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總結 

從是次的研究結果發現，社交網站的使用率很高，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都

有使用社交網站，當中且有六成受訪者每天都會使用，可見，社交網站的受歡迎

程度甚高。 

 證據顯示社交能力與適應能力呈顯注的正相關，即當受訪者的社交能力愈強

時，適應能力也相對較強，即假設可以成立。 

調查顯示，當受訪者的社交能力愈好時，適應能力也相對較強。 分析

亦顯示使用 Facebook 時數與社交能力出現不顯著的情況，即使用 Facebook

時數與社交能力的強弱並沒有顯著的關係。 

 

 分析結亦顯示使用Facebook時數與社交能力出現較顯著的負相關，即使用

Facebook時數越多，社交能力就會相對較低，假設能成立。 

 

 結果顯示使用Facebook時數與適應能力沒有顯著的關係。所以沒有證據顯示

使用社交網站總時數越多的受訪者，其在適應能力偏向越弱，假設不能成立。 

 

 結果顯示，男女受訪者的適應能力差異程度顯注性十分大，因為Ｆ檢定的數

目大於０.05，所以假設變異數相等，顯著性（雙尾）數目小於 0.05，所以他

們的差異程度十分大，所以假設成立。 

    這樣來說，女性比男性在不同的環境之下，更能容易適應，相反，男性

則比女性顯得不知所措。可見，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下，女性能較容易適應，

更容易認識新環境，從而更能比男性控制一個較混亂的場合。 

 

 受訪者的社交能力和適應能力偏向於一般 

是次研究結果的發現，受訪者(青少年)的社交能力與適應能力都處於較中庸

的位置，沒有太大的能力較低或能力較高。其中帄均值顯示，社交能力比其

適應能力稍強。換句話說，澳門大多青少年的社交能力與適應能力差距不大。 

    

總括以上資料來說，澳門青年大多的社交能力和適應能力都與自身有關係。

與使用 Facebook 沒有太大的影響。 

 

 參加組織的數目與受訪者在現實的朋友數目及在 Facebook 的朋友數目有正

比例關係，也就說,參加組織的數目越多，不但在現實生活且在 Facebook 的

朋友數目也越多。 

 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與在 Facebook 的朋友數目呈正相關，而使 Facebook 的

頻率對社交能力及適應能力並沒有顯著關係。 

 參加過組織的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及適應能力也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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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 

 舉辦關於社交網站的課程，講座等 

雖然研究顯示澳門的青少年受社交網站影響變化不大，但並不代表日後的青

年對此而日益沉迷，以致其他影響。政府對澳門青少年，應多提供網絡的概念和

知識，加強他們對社交網站的了解。建議政府多開設一些關於社交網站對青少年

的好與壞的相關的講座，或正確使用社交網站的課程等。為各不同年齡的青少年

建立對網站的基礎認識，以致沉迷社交網站。 

 

 控制濫用時間上網的習慣 

受訪者當中有四成的青少年一天內會抽出約 2-3 小時的時間使用 Facebook，

佔其百分率最高。而且青少年上網有年青化的現象，亦有對網站依賴的趨勢。如

果從小家長和長輩就能引領他們控制時間適當上網，規定每天的上網時間，那麼

就會養成適當時間上網的習慣，這樣就不會影響他們的作息時間太大，同樣，對

日常生活以及社交能力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增加青少年對社交網站的認識 

是次研究在過程中亦發現澳門青少年對社交網站不了解，以致回答問題時都

選擇中立的方案，加上上網的多數是年青人，若能從小教導正確的網站知識，能

有助日後青少年選擇瀏覽適合自己的網站，亦能讓青少年更正確地去管理自己的

上網時間。建議父母與青少年談論有關網路使用及現今在網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幾

項特殊議題，包括網路霸凌(cyberbullying)、色情簡訊（sexting）及時間管理問題

等等。建議父母對子女所使用的各種科技必須有所了解，減少科技代溝，不要一

無所知。社交網站有正面的一面，包括促進溝通、加強社會互動及幫助社交技巧

發展等。然而，由於青少年的自律與應對壓力的不足，是很有可能暴露在不適齡

的內容中，導致身處危險中而不自知，特別是在帄常即是行為不良的高危險群，

在網上作出不良行為的可能性也是很高。 

 

 改變家長對社交網站的看法: 

從研究結果顯示出，青少年使用社交網站對其影響是微小的。反觀可以看出

使用社交網站越多的青少年，可能是因為需要用社交網站來進行溝通、交流等活

動。為增加家長對社交網站的認識，令家長更了解在社交網站上子女的狀況,政

府可以開設一些成年人網上社交的培訓班。 

 

 發揮社交網站的正面作用: 

從研究顯示受訪者中有一部分都是有參加社團的，因此鼓勵社團多使用社交

網站作為溝通的工具，把社交網站廣泛應用到生活中，政府部門可以在這一帄台

上,放上多點資訊，活動的推廣等，更加透明，使青少年更了解社會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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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限制 
  
抽取樣本的方法：  

我們採用的抽樣方式是混合式抽樣，起初我們以隨機抽樣方式，隨機抽出要

接受調查的中學， 由於部分學校校務工作繁忙，因此未能及時回覆或拒絕接受

是次研究， 以至面臨問卷數目不足的問題，且因時間緊迫，從而採用目標抽樣

方法， 選取了本組別就讀的學校， 納為所調查的中學之一。 

調查方式， 我們採用的調查方式是自填調查方式，在收回的問卷中， 部分問巻

準確性未如理想，以至得出的數據有偏差。由於學業繁忙，組員要抽出時間討論

報告有一定的困難。  

    收回的問卷數目未如理想，由於各間中學班級並不是一致的，班級人數也有

一定的差別，故原定在每間學校能收回的問卷數量未達要求，所以收回的問卷數

量與原定的數量有些出入。 

    由抽取樣本，以致所得的出的數據不太科學。由於學習的關係，導致時間難

以分配，在討論問題或設計問卷等方面，可能會影響組員間的溝通，以致在日後

出現問題時，難以達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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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 

“面書”還是“面人”?──社交網站對青少年社交能力的

影響調查問卷(以 FACEBOOK 為例) 

引言: 

先生／小姐，您好！我們是教青局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承辦、澳門理工

學院社會工作課程協辦，第二屆「青年關心社會，共鑽研 創明天」的學員。

請問你是否就讀於本澳的中學生呢?若是，本研究正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使用社

交網站對社交能力影響情況之研究，研究所得數據會絕對保密，只供研究及日後

推行相關服務參考之用，請回答以下問題。 

 

 

 1.個人的基本資料 

(1)性別: 

□1.  男   □2.  女 

 

(2)年齡: 

□1.  12-13   □2.  14-15   □3.  16-17   □4.  18-19   □5. 其他:________  

  

 (3)教育程度: 

□ 1.初一   □ 2. 初二   □ 3. 初三   □ 4. 高一   □ 5.高二   □ 6.高三  

□ 7.其他:____________ 

        

2.使用社交網站(如 FACEBOOK)的情況 

(1)你有否使用社交網站(如 FACEBOOK,微博等) 

□1.是    □2.否(問卷完) 

 

(2)帄均每星期使用社交網站的天數:   

□1.一天   □2.兩天   □3.三天   □4.四天    

□5.五天   □6.六天   □7.七天 

 

(3)每天帄均使用社交網站的時數: 

□1. 約 0-1 小時    □2. 約 2-3 小時   □3. 約 4-5 小時    

□4. 約 6 小時或以上 

 

(4)你的社交網站有多少個朋友(以最常用社交網站的為例)? 

□1.  100 個或以下   □2.  101-300 個    □3.  301-500 個  

□4.  501-700 個     □5.  701-900 個    □6.  901-11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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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1-1300 個   □8.  1301-1500 個  □9.  1501-1700 個     

□10.  1701-1900 個  □11.  1901 個或以上 

 

(5)在社交網站的朋友當中,有多少個是你在現實中認識?  

□1. 0%-20%     □2.  21%-40%   □3.  41%-60% 

□4. 61%-80%    □5.  81%-100%    

 

(6)你曾經主動加陌生人為好友嗎? 

□1. 從來沒有    □2. 很少    □3. 間中    □4.經常 

 

                                                               

  3.社交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容易去影響別人，令他/她                □1    □2    □3    □4     □5 

   接受我的觀點。  

2、與人交談時，我很難注意到對方             □1    □2    □3    □4     □5 

   所表達的情感。               

3、我不會用簡單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          □1    □2    □3    □4     □5 

複雜意思。 

4、我不會迴避和我不認識的人進行交談。       □1    □2    □3    □4     □5      

5、我不能夠很容易地認識一個陌生人。         □1    □2    □3    □4     □5 

6、有朋友說過我的表達能力好。               □1    □2    □3    □4     □5                   

7、我害怕當眾表達自己的意見。               □1    □2    □3    □4     □5 

8、 我不會在聚會時感到害怕。                □1    □2    □3    □4     □5 

9、我願意和不同能力的同學一起學習。         □1    □2    □3    □4     □5 

 

 

    

4.適應能力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在陌生人面前，我常無話可說，             □1    □2   □3     □4     □5 

以至感到尷尬。  

2、如果有同學對我存有偏見，我也會           □1    □2   □3     □4     □5 

和他(她)交往。 

3、我不喜歡陌生人來家裡做客，每             □1    □2   □3     □4     □5 

有這種情況，我就會有意迴避。 

4、我喜歡在班上發言，被全班同學             □1    □2   □3     □4     □5 

看著我，我不會感到非常緊張。 

5、每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時，我很容易           □1    □2   □3     □4     □5 

與別人相處。 

6、我不願意被別人議論自己。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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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交現實狀況 

   

1. 在現實中你有多少個 “知心朋友”? 

□1.  約 0-2 個      □2.  約 3-4 個     □3.  約 5-6 個     

□4.  約 7-8 個      □5.  約 8-9 個     □6.  約 10 個或以上  

 

2.有否參加任何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 

□1.是        □2.否(到第 5 題) 

 

3. 參加了多少個組織?(如學聯、新青協、學生會,校內外興趣隊:歌唱,舞蹈等)? 

□1.  約 2 個或以下   □2.  約 3-4 個    □3.  約 5-6 個    

□4.  約 7-8 個       □5.  約 9 個或以上 

 

4.通常在社團中你做著怎樣的角色?  

□1.領袖/隊長   □2.部長/籌委  □3.部員/隊員   □4.其他:_____________ 

 

---------------------------問卷完,謝謝你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