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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來，“韓風”席捲全球，喜歡韓國明星的少男少女們越來越多，沉迷於追星的青少年亦隨

之增加。無論是在 2008 年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還是 2013 年的 GANGNAM STYLE，每

首風靡全球的歌曲大部分都是韓文歌。由一開始在家裏默默看著他們的影片，到親自看一次演唱片，

或者去接他們一次機，甚至跟著他們走遍世界各地，到底是甚麼因素導致青少年會對這些歌星如此著

迷？是青少年自身的心理因素，還是其他？我們希望能藉著此次調查，找出青少年瘋狂追星的原因，

並藉此作出一些合適的建議。 

  

此次調查對象為本澳所有就讀高中一至高中三的學生。透過滾雪球方式收取樣本，最後共收得有

效問卷 234 份。根據調查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1. 假設自信心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少 

2. 假設模仿行為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多 

3. 假設朋輩關係越好，追星行為越多 

 

最後希望能透過此次調查為青少年的追星情況作出一些合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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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追星(Nuptial Tubercle)意指粉絲(Fans)對明星的崇拜行為，其來源是 1989 年紅極一時的台灣小虎隊

巡迴演出，當他們從臺北前往高雄表演時，粉絲成群結隊地騎著自行車一路追蹤，一路大呼其名，這

種追明星現象被當時的報紙稱為「追星」。顧名思義，追星族就是擁有這些行為的人，涵蓋了傳統的

“歌迷”“影迷”的意思，多為 10 多歲或 20 多歲的青少年。 

從 2013 年底至今，隨著《來自星星的你》和《繼承者們》等韓劇的熱播，明星引起了澳門青少

年粉絲的狂熱追捧，特別是隨著微博、Instagram、Facebook 等資訊媒體在日常生活的大量使用，追星

在青少年的圈子中已成為一種流行時尚。 2014 年《南方日報》曾指出，現在國內類似“某偶像組合

全球後援會”的大型粉絲團已有 2000 個以上，崇拜對象不僅局限於韓星，也包括華人和歐美明星，

主體大多是 80 後、90 後的青少年。 

鑒於青少年在心裡方面不成熟社會認識不夠全面，社會上常常會出現“盲目追星”的現象，例如

在 2007 年一位 28 歲內地女子楊麗娟因為從 16 歲開始苦追香港明星劉德華，並宣稱「不見劉德華，

我決不嫁人」她的父親不但傾家蕩產，甚至想賣腎為她圓夢。但楊麗娟居然說：「劉德華比我父親更

重要！」這在當時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而在同年《香港文匯報》也通過調查發現在調查的中學

生中有 56%的人盲目追星。因為這些原因大多的家長與老師對青少年追星抱著反對的態度。 

  而青少年又為什麼要追星呢？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岳曉東博士 2010 年在亞洲輔導期刊中指出“青少年是「追星」（即偶像崇拜）

的一群，他們由兒童向成人過渡，需要通過對不同偶像的認同和依戀來確定自我價值，尋求自我發展。

偶像崇拜是青少年時期的過渡需求，其核心是心理認同和情感依附：即個人在其認知、情感和個性發

展上，欣賞、接受另一個人的價值觀、行為模式及外表形象等，並加以崇拜和模仿。偶像崇拜是一種

特殊的心理行為，是青少年時期心理矛盾的產物，有其必然和過渡的一面，亦有其非理性和盲目的一

面。”由此可見，青少年的心理特點與其追星行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那青少年的心理會對青少年的追星行為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本次研究我們將以“青少年的社會

心理對其追星行為的影響”為題，通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我們從中選出模仿、自信心和朋輩關係

三個社會心理為例，以本澳高中生為調查研究對象，瞭解青少年的社會心理與追星之間的聯繫。希望

能從中瞭解到青少年追星的現狀，尋找到青少年的社會心理與追星行為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兩者之間

的影響，並從中提出建議。 

  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是社會的棟樑，而又正處於成長發展的重要階段，我們的目瞭解其追星的

原因，為青少年的追星指導工作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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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2.1 定義 

在開始詳細介紹這個研究報告之前，以下為整份報告一些特定的詞語作 一個 定義： 

星 大多數是指藝能界中的(影,視,歌星)的人士等。 

追星行為 是指崇拜明星並追隨與其有關事物。 

 

自信心 

自信心即心理學中的自我效能感，是一種能反映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

項活動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徵，能有效地表逹自我價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

等意識特徵和心理狀態。 

模仿心理 是指由觀察別人的行為後而仿效，使自己的行為與被模仿者相同或相似的心理

狀態。 

朋輩關係 人與人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心理關係，人與人交往關係包括親屬關係、

朋友關係、同學關係、師生關係、雇傭關係等。 

社會心理 社會心理是指在一段特定的時期內彌漫在社會及其群體中的整個社會心理狀

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共識和價值取向的總和。 

 

 

2.2 偶像崇拜（追星）的歷史與發展--------------------------------------- 

(2010《偶像崇拜、消費價值與行為意向關係之研究消費價值與行為意向關係之研究-以中部地

區青少年觀看韓劇為例》林孟璋 張真堯 唐淑珊 劉志宏) 
「偶像崇拜」一詞至今尚未有明確的中尠註解，在《尚理學辭典》中發現類似的概念是「認

同人物」(Identification figure)或「英雄崇拜」(Hero worship)(張春興，1989)，「偶像」本來是為宗

教信仰而塑造，用以膜拜的神像。後來衍生為對古代聖賢，偉人的立德、立言、立功，表示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作為勤勈的目標，所以才有「偶像崇拜」一詞（鄭慶宗，1989）。但隨著

時代快速的變遷，科技發達大眾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宣傳下，偶像己不限於原有的解釋，在個

人主義盛行的風氣下，個人可以憑著自己的喜好從傳統的楷模人物，身邊的父母、師長、同儕，

到小說、漫畫、卡通的虛構人物，以及運動明星、影歌視明星，都可被為「偶像」。所以「偶

像崇拜」可以說是認同他人的表現，讓個體耳濡目染下受到認同對象的影響，在認知、情感與

行動上表現極度喜愛、亟欲在各方面表現上，達到與崇拜對象一模一樣的傾向(蔡州宙，1999)。

「偶像崇拜」的意義發展至今已逐漸變得多元化，崇拜者與被崇拜者之間的關係可近可遠，其

意義可以神聖也可以生活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8675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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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時代大眾傳媒對追星的影響----------------------------------------- 
(2012《偶像崇拜歷程及其對自我發展之影響》吳佳蓉) 

身處高科技時代的當今社會，我們的生活中受到各種聲光效果刺激，包括電視、電腦、廣播、

報章雜誌等等，各式大眾傳媒的便利性與廣泛性，使得人們仰賴且習慣它，繼而成為我們接收

新知或新資訊的來源之一，許多人養成足不出戶卻熟知天下事的生活方式，靠的就是僅僅幾條

線的傳輸！因為訊息如此垂手可得，近年來許多人花費在這些媒體上的時間也愈趨增多。根據

內政部兒童局(2005)台閩地區兒童與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青少年最常從事的活動以

「看電視及錄影帶」最多，佔 57.16%，「家中上網」居次，佔 47.74%(N=1,500人，此題為複

選題)；而在兒童平時的休閒活動調查中也發現，「視聽型活動」的比例為最高，佔72.62%(N=3,000

人，此題為複選題)。由統計報告可見，兒童與青少年將許多時間投注在電視、電腦上並把它

們當做休閒娛樂，已成台灣社會的普遍現象。許多人藉由大眾傳媒的傳播，表達他們想向社會

及群眾傳遞的想法，如同向著水池投入石子，激起一圈圈的漣漪，在社會上慢慢的持續擴散影

響，成為一時的討論話題。最近火紅的戲劇「犀利人妻」，描述不完美的婚姻其實也反應了某

部分的台灣社會面，劇情操縱人們的情緒，許多人開始探討道德議題；另外，雖下檔但仍持續

延燒的「艋舺」義氣熱，也讓許多人為之瘋狂並爭相學習，在這兩個議題迴響的過程中，不乏

抱持著將自己的心理投射在主角身上的觀眾。對於上述的偶像崇拜行為，顯示出了現代人壓力

紓解的方式，同時也對偶像明星持有內心的認同感與崇拜感(孫繼宏，2010)。 

 

2.4 青少年的同儕關係與追星之間的聯繫-------------------------------- 
(2012《偶像崇拜歷程及其對自我發展之影響》吳佳蓉) 

同儕 (peers)的定義學者們眾說紛紜，但其意相近。賴保禎（1999）等學者認為是指年齡層相

同或相近的同伴、友伴、同學，或朋友；Durkin(1995)認為同儕是對某一個人來說，在社會地

位上與認知能力上差不多站在平等的起跑點上的他人（引自吳治勳，2003）。同儕團體 (peer 

group)則是指一群在一起 ， 相互認識 ， 彼此互為比較與參(reference) 對象的人（王煥琛、柯

華葳，1999）。而同儕關係 (peer relation)便是指個體與同輩間的交互關係。 

Berndt (1989)則是將同儕關係的概念分為四類： 

1.是某個人與其同儕間的某種互動模式； 

2.是某個人與某（些）同儕間的某種互動模式； 

3.是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狀態之品質，例如朋友間的親密感； 

4.個人在某一同儕團體中的社會狀態 (social status)，例如個體在團體中受歡迎程度。 

青少年透過同儕互動，除了共用態度、價值及相互模仿行為，青少年學習到諸如領導能力、

兩性關係、共同解決問題等相關議題，並提供情緒支援，良好的同儕關係也會影響個人自尊及

受歡迎程度，而最大的影響便是順從壓力及從眾性（郭靜晃，2006）。同儕的價值觀與態度既

會流行於同儕團體間，其所共同經歷的文化必定也會對團體內的個體造成影響，偶像崇拜是青

少年次文化的一種。 

2.5 青少年的模仿心理與追星之間的聯繫-------------------------------- 

(2010《偶像榜樣化教育 ─談青少年追星行為之引導策略》岳曉東) 
偶像崇拜是青少年時期的過渡需求，其核心是心理認同和情感依附：即個人在其認知、情感

和個性發展上，欣賞、接受另一個人的價值觀、行為模式及外表形象等，並加以崇拜和模仿（岳

曉東，1999a，1999b）。由此，偶像崇拜具有自發性、情感性和認同性等特點。按照社會學習理

論，榜樣學習可以幫助人們通過模仿獲得適當的行為模式和社會技巧。榜樣學習的基礎是模仿

和社會學習，其中替代學習能使人們通過觀察他人的行為是否得到鼓勵或懲罰而調節自我的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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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青少年心理發展與行為上的特徵------------------------------------- 

(心理學家艾力遜.Erikson，1968) 
心理學家艾力遜(Erikson，1968)把人生分為 8 個階段，是為人生八階理論(stage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青少年期是人生階段之一。他認為人生每個階段都有危機，假如人在該階段能發

展出新的技巧或態度，渡過危機，生命就會得到成長和發展，克服下一個危機。艾力遜認為青

少年時期的危機與身分有關，青少年會受家人、師長、朋輩和社會影響，找出自己的定位——

「我是誰」及「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假如青少年能找到個人的定位，就能建立自己的價值

觀，了解自我的價值。否則便容易變成人云亦云，即使誤交損友也缺乏個人的判斷能力，受人

影響而誤入歧途。青少年最容易受到朋輩、家人和學校的影響，也最希望從中得到關懷、愛、

自尊感等的情感支援。學校是他們長時間身處的地方，朋輩、師長對他們的看法和認同，會影

響他們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及自我形象(self-image)。 

 

2.7 追星現象有其必然性----------------------------------------------------- 

 (“鄭挺誼(2008)、校園“追星熱”現象透視”) 

校園追星熱現象有其必然性，不能對追星熱以簡單粗暴的打壓和堵塞，要清醒地認識和把握

學生的心理，一方面要順應青少年崇拜和追捧偶像的理想與願望，另一方面又要引導青少年在

對偶像的選擇上品位不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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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3.2 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是以量化方式進行。問卷分為五部分，包括基本資料、追星行為、模仿心理、

朋輩關係、自信心，共 87 條問題。(問卷見附錄)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為了了解受訪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學校、科目等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追星行為 

包括受訪青年的追星方向、熱愛程度(包括在追星上使用的錢和時間

的多少，以一至五分來評判追星行為的強弱程度)和喜歡明星的基本

資料。共設有兩個量表，其中一個量表是想要得知受訪青少年通過

什麼渠道了解到明星的信息，第二個量表是了解受訪青少年以“追

星對自己帶來的影響”的自評等級。 

 

第三部分：模仿心理 

了解受訪者是否有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對所喜愛的明星的行為等進

行模仿。設有一個量表，列舉了一些原因給受訪者以“完全不同

意”、“不同意”、“同意”、“完全同意”四個選項來選擇，以

得知受訪者產生模仿興趣的因素。 

第四部分：朋輩關係 以一個量表給予受訪者五條可能因追星而改變朋輩關係的可能

項，來讓受訪者填寫五條可能項與自身的符合程度。 

第五部分：自信心 以一組有關自我感覺的句子組成的量表來了解受訪者的情況。 

 

 

追星行為 

自信心 模仿行為 朋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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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抽樣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是以滾雪球抽樣方式進行。一開始希望能以概率性抽樣作調查，根據教育暨

青年局網站上已登記的學校資料，隨機抽取 6 間包含高中部的學校作調查，但入信邀請各校

作調查時，6 間中學都拒絕了我們，因此，我們最後採取了滾雪球抽樣，透過相熟的朋友交

給另外一位朋友作滾雪球抽樣，以收取需要的問卷。分別在高美士中葡中學、培道中學、聖

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濠江中學等學校收取問卷樣本。我們發出去的問卷共有 350 份，但有

50 份由於在截止日期後才收到，因此沒有運用到此次調查中。最後收到的問卷共有 300 份，

其中有效問卷有 234 份，無效問卷有 66 份。 

 

3.4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主要針對在本澳就業正統高中課程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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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 
4.1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性別 

表 4.1.1 顯示受訪學生的性別。其中男性有 58 名，佔 24.8%﹔女性有 176 名，佔 75.2%。此次調查

出現女多男少的情況。 

 表4.1.1-性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58 24.8 

女 176 75.2 

總和 234 100.0 

 

 年齡 

表4.1.2顯示受訪學生的年齡。其中15~16歲的有78名，佔33.4%﹔17~18歲的有141名，佔60.2%﹔19~20

歲的有15名，佔6.4%。 

表4.1.2-年齡 

 次數 百分比 

15 21 9.0 

16 57 24.4 

17 82 35.0 

18 59 25.2 

19 12 5.1 

20 3 1.3 

總和 234 100.0 

年級 

表4.1.3顯示受訪學生的年級。其中高一的有103名，佔44%﹔高二的有75名，佔32.1%﹔高三的有

56名，佔23.9%。 

表4.1.3-年級 

 次數 百分比 

高一 103 44.0 

高二 75 32.1 

高三 56 23.9 

總和 2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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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表4.1.4顯示受訪學生的分科情況。其中文組的有99名，佔42.3%﹔理組的有95名，佔40.6%﹔商科

的有8名，佔3.4%﹔未分科的有32名，佔13.7%。 

表4.1.4-科目 

 次數 百分比 

文組 99 42.3 

理組 95 40.6 

商科 8 3.4 

未分科 32 13.7 

總和 23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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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主體分析 

4.2.1 追星的熱情程度 

圖 4.2.1 顯示 234 位受訪學生對追星的熱情程度，以 1~5 五個等級劃分，1 為最低而 5 為最

高。其中認為自己追星熱情程度為 1 的有 48 人，佔 20.5%﹔認為自己追星熱情程度為 2 的

有 46 人，佔 19.7%﹔認為自己追星熱情程度為 3 的有 65 人，佔 27.8%﹔認為自己追星熱情

程度為 4 的有 43 人，佔 18.4%﹔認為自己追星熱情程度為 5 的有 32 人，佔 13.7%。受訪學

生中有四成人對明星的熱情度較低，有三成多人對明星的熱情度較高，而有接近三成人對

明星的熱情度一般。由此可見澳門青少年對明星的熱情度也不算低。 

 

4.2.2 對明星的熟悉程度 

圖4.2.2顯示受訪學生對明星的熟悉程度，以1~5五個等級劃分，等級自低至高。其中認為自

己對明星的熟悉程度為1的有34人，佔14.5%﹔認為自己對明星的熟悉程度為2的有34人，佔

14.5%﹔認為自己對明星的熟悉程度為3的有66人，佔28.2%﹔認為自己對明星的熟悉程度為4

的有60人，佔25.6%﹔認為自己對明星的熟悉程度為5的有40人，佔17.1%。受訪學生對明星

的熟悉程度一般和不太熟悉明星的各佔三成，有接近四成人都對明星較熟悉。由此可見青

少年對於明星的熟悉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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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明星在心中重要程度 

圖4.2.3顯示學生認為明星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以1~5五個等級劃分，等級自低至高。其

中認為明星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為1的有35人，佔15%﹔認為明星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

為2的有49人，佔20.9%﹔認為明星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為3的有67人，佔28.6%﹔認為明星

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為4的有49人，佔20.9%﹔認為明星在自己心中的重要程度為5的有34

人，佔14.5%。受訪學生中認為明星在其心中重要程度較低或較高的各佔三成多，而認為明

星在心中的重要程度一般的有接近三成。 

 

4.2.4 明星所在地區 

圖4.2.4顯示了受訪學生所喜歡的明星的地區資料。其中喜歡中國內地的有18名，佔7.7%;喜

歡港澳臺的有86名，佔36.8%﹔喜歡日韓的有106名，佔45.3%﹔喜歡歐美的有22名，佔9.4%﹔

喜歡其他地區的有2名，佔0.9%。結果顯示現時大部份學生所喜歡的明星大多數屬於日韓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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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研究的相關 

1)  “自信心”與 “追星行為”之相關 

本次研究假設“自信心”與“追星行為”相關，且自信心越強追星行為越少。利用各種媒

介來追星即“追星行為”屬於“追星行為”的一種。以Pearson相關來進行檢定，結果為

(r=-.1，p<0.05)，成低度負相關，即自信心越強使用各種媒介追星越少。 

2) “模仿行為”與 “朋輩關係”, “追星影響”之相關 

本次研究假設“模仿行為”與“追星行為”是有關的，且模仿行為強烈追星行為越多。“追

星影響”包含在“追星行為”之中。透過Pearson相關檢定，結果為(r=.18，p <0.01)，成中度

正相關，即模仿行為越強烈追星影響越大。另一方面，“模仿行為”與“朋輩關係”相關，

結果為(r=.48，p<0.001)，成高度正相關，即“模仿行為”越強烈“朋輩關係”越好。 

3) “朋輩關係”與 “追星行為”之相關 

本次研究假設 “朋輩關係”與“追星行為”相關，且“朋輩關係”越好“追星行為”越強

烈。“追星影響”包含在“追星行為”之中。以 Pearson 相關檢定，結果為(r=.23，p<0.001)，

成高度正相關，故“朋輩關係”越好追星的影響越大。 

表4.2.5-研究的相關 

 自信心量表 模仿行為 朋輩關係 追星影響 

 

追星的途徑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148
*
 

.024 

234 

-.058 

.377 

234 

-.076 

.246 

234 

-.025 

.701 

234 

 

自信心量表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079 

.227 

234 

.124 

.059 

234 

-.086 

.191 

234 

 

模仿行為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481
**
 

.000 

234 

 .178
**
 

.006 

234 

 

朋輩關係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 (雙尾) 

個數 

    .226
**
 

.000 

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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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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追星的途徑 

表4.2.6中顯示，受訪者最不常使用的途徑有兩種，分別是報紙和電臺，其中選擇不常用報紙

的人數有99人，佔42.3%；而選擇不常用電臺的人有111人，佔47.4%。受訪者最常使用的途

徑是利用社交網站獲取明星訊息，人數達126人，佔52.8%。可以看出，大多數受訪者利用社

交網站去獲得明星資訊，由於資訊科技越來越發達的緣故，使用報紙及電臺取得明星資訊

的人只有少部分。 

表4.2.6-追星的途徑 

 

 

4.2.7 追星的影響 

表4.2.7中顯示，受訪者完全不同意追星會導致減少與他人溝通的人數有100人，佔42.7%，還

有完全不同意追星會增加與家人溝通的時間的人數有130人，佔55.6%。而完全同意追星會保

持心情愉快的人數有84人，佔35.9%。 

表4.2.7-追星的影響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對未來工作與發展提高

積極性,帶來動力 

28 12.0 50 21.4 132 56.4 24 10.3 

在困難的時候可以激勵

自己 

11 4.7 32 13.7 123 52.6 68 29.1 

保持心情愉快 9 3.8 13 5.6 128 54.7 84 35.9 

性格更加開朗 9 3.8 27 11.5 132 56.4 66 28.2 

拖累工作學習 49 20.9 125 53.4 52 22.2 8 3.4 

減少與他人溝通 100 42.7 101 43.2 28 12.0 5 2.1 

影響正常生活作息 82 35.0 107 45.7 40 17.1 5 2.1 

花掉大量積蓄 84 35.9 92 39.3 45 19.2 13 5.6 

經常與家人發生矛盾 49 20.9 109 46.6 66 28.2 10 4.3 

增加與家人溝通的時間 130 55.6 79 33.8 23 9.8 2 0.9 

 最常使用 間中使用 甚少使用 最不常使用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報紙 50 21.4 49 20.9 36 15.4 99 42.3 

電視 52 22.2 71 30.3 58 24.8 53 22.6 

雜誌 38 16.2 61 26.1 66 28.2 69 29.5 

電臺 48 20.5 38 16.2 37 15.8 111 47.4 

社交網站 126 53.8 37 15.8 24 10.3 47 20.1 

朋友、家人 40 17.1 60 25.6 60 25.6 74 31.6 

明星的相關網站或官網 87 37.2 52 22.2 43 18.4 5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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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模仿行為 

表4.2.8中顯示，受訪者不同意模仿是為了吸引他人注意的人數有94人，佔40.2%，還有不同

意模仿是為了彌補自己不足的方面的人數有91人，佔38.9%。另外，同意模仿是為了學習一

種新的技能的人數有134人，佔57.3%；同意模仿是因為興趣愛好相符的人有124人，佔53%；

同意模仿是因為與明星的心態產生共鳴的人有103人，佔44%。 

表4.2.8-模仿行為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明星的行為外表很帥或

很有趣 

31 13.2 42 17.9 117 50.0 44 18.8 

吸引他人注意 39 16.7 94 40.2 75 32.1 26 11.1 

彌補自己不足的方面 40 17.1 91 38.9 88 37.6 15 6.4 

與明星的心態產生共鳴 32 13.7 81 34.6 103 44.0 18 7.7 

學習一種新的技能 25 10.7 50 21.4 134 57.3 25 10.7 

興趣愛好相符 24 10.3 59 25.2 124 53.0 27 11.5 

朋友推薦 49 20.9 88 37.6 81 34.6 16 6.8 

4.2.9 朋輩關係 

表4.2.9中顯示，大部分受訪學生認為追星會增加其與朋友的話題，共有125人，佔53.4%；有

96人認為追星使其認識到更多朋友，佔41%；另有109人認為追星令其和朋友關係更加緊密，

佔46.6%。 

表4.2.9-朋輩關係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我認為追星會令我和朋友的話

題變多。 

18 7.7 47 20.1 125 53.4 44 18.8 

我認為追星使我認識到了更多

朋友。 

23 9.8 79 33.8 96 41.0 36 15.4 

我認為追星會使我常和朋友因

明星問題而爭執。 

88 37.6 110 47.0 28 12.0 8 3.4 

我認為追星令我和朋友關係更

加緊密。 

28 12.0 71 30.3 109 46.6 26 11.1 

我和朋友經常以追星為目的而

外出活動。 

83 35.5 103 44.0 35 15.0 13 5.6 

 

 

 

 



 

 

17 

 

4.2.10 追星的影響T-Test檢定 

表4.2.10中顯示，高一及高二和高三的受訪學生在“對未來工作與發展提高積極性” “帶來

動力在困難的時候可以激勵自己” “保持心情愉快” “性格更加開朗” 四個方面均有顯

著差異(P<0.05)。 

表 4.2.10-追星的影響 T-Test 檢定 

 年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對未來工作與發展提高積極性,帶來動力  

高一 

高二及高三 

2.248 .025 

在困難的時候可以激勵自己 2.230 .027 

保持心情愉快 3.230 .001 

性格更加開朗 2.385 .018 

4.2.11 青少年心理與追星的T-Test 檢定 

表4.2.11中顯示，高一及高二和高三的受訪學生在“朋輩關係” “自信心” 兩個方面均有

顯著差異(P<0.05)。 

表4.2.11-青少年心理與追星的T-Test 檢定 

 年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朋輩關係 高一 

高二及高三 

2.993 .003 

自信心 2.012 .045 

 

 

 

 

 

 

 

 

 

 

 

研究假設 接受或推翻有關假設 

1) 假設自信心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少 接受 

2) 假設模仿行為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多 接受 

3) 假設朋輩關係越好，追星行為越多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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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青少年正處於最重要的成長階段，此階段中的青少年大多數學習能力強，著重同輩看自己的眼

光﹔處於這個時期的青少年正踏入人生第二個里程碑，在渡過了小童準備步入成人的階段，通常這些

青少年會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往往會有一部分青少年會從其“偶像”身上找到歸屬感，並籍追星

作一個媒介以認識朋友，更會以明星作為模仿對象。由於這些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可能在選擇喜歡

的明星上會選擇上一些壞榜樣，並從中學習了一些不好的習慣。因此青少年在選擇偶像的標準上應以

正面、積極作指標。 

1 自信心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少 

我們發現自信心越強的青少年使用各種媒介來追星的機會越少，隨著科技進步，在現今這個資訊

時代，追星離不開媒介，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受訪者使用社交網站—即網路來獲得

明星資訊，“使用各種媒來追星”屬於追星行為的一種。根據文獻顯示青少年是“追星”的一群，他

們由兒童向成人過渡，需要對不同偶像的認同和依戀來確定自我價值，尋求自我發展(岳曉東, 2010)。

由此可見，青少年的追星心理主要是想通過明星來尋求自我價值，自我確認。而自信心較強的青少年

自我確認的程度較高，對通過追星來尋求自我價值的需求較低，故青少年自信心越強追星行為越少。 

2 模仿行為越強烈追星行為越多 

通過檢定(r=.18，p<0.01)，“模仿行為”與“追星行為”成中度正相關，即模仿行為越強烈追星

影響會越大。青少年正處於成長學習階段，“模仿”是一種最基礎的學習方式，通過本次調查發現有

68.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會因為“明星的外表很帥很有趣”而去模仿該明星，另外又有 68％的受訪者

會“為學習一種新的技能”而去模仿明星。由此可見，青少年由於正處於成長學習階段，對身邊感興

趣的事物充滿求知欲，而明星擁有靚麗帥氣的外貌或是某些優秀的技能等特質，正迎合了這一時期的

青少年，吸引了青少年的注意力，引發青少年模仿學習的興趣。 

3 朋輩關係越好追星行為越多 

通過檢定，(r=.23，Pp<0.001)，“朋輩關係”與“追星行為”成高度正相關，即朋輩關係越好追

星行為會越多。現代社會資訊發達，明星大多在商業包裝及宣傳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內在特質下，在社

會中尤其是青少年的圈子裡擁有較高的關注度，成為青少年之間的“談資”。通過調查，有 54.3％的

受訪者認為“追星會使我和朋友的話題變多”﹔有 41％的受訪者認為“追星使我認識到更多的朋

友”﹔有 46.6％的受訪者認為“追星使我和朋友的關係更加緊密”。由此可見，因為大多青少年對明

星感興趣，願意與身邊的人去討論有關“明星”的話題，而朋輩關係越好的青少年，在同輩間渴望得

到的關注度越高。所以無論本身是否對明星感興趣，朋輩關係好的青少年可能都會在“羊群效應”的

影響下去追星，以保持和同輩的關係或以此認識到更多的朋友。 

4 模仿行為越強烈朋輩關係越好 

通過檢定，(r=.48，Pp<0.001)，“模仿行為”與“朋輩關係”成高度正相關，即模仿行為越多朋

輩關係越好。在上文第 2、3 點可瞭解到青少年對身邊有趣的事物有強烈的求知慾，且願意去模仿學

習﹔而在其將有趣的事物成功地模仿學習的同時，自己也將成為同輩眼中的“有趣事物”，變成同輩

間模仿學習的對象，朋輩關係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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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後，得出以下幾點建議： 

個人方面 
1. 嘗試通過模仿明星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通過調查，因為“與自己興趣愛好相符”與“想要學習一種新的技能”而去模仿明星的人皆

達到五成以上，而因為“彌補自己不足”而去模仿明星的人卻只佔到四成左右。由此可見大多數

青少年是以“興趣愛好”和“新奇”為主去模仿。但其實模仿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法，在發現自

己的不足的以後，去模仿學習明星的優勢取長補短，這是一種對自己有益的理性追星的表現。 

2. 多參加活動增強自信心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自信心越強追星的行為越少。這主要是因為青少年需要通對偶像的認同

來確定自我的價值，尋求自我的發展，而自信心較強的人對確認自我的程度較好，所以並對“通

過偶像認同來尋求價值”的需求較低。自信心較弱的人會通過崇拜偶像，來幻想理想中的自己，

以彌補自己心中的自卑，給自己一種“好像很自信”的感覺，而這種“自信”是比較不切實際

的，而且容易喪失理性。其實提升自信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說多多參加活動就是一種不錯的方法，

在活動中不斷的積累經驗，認識新朋友，擴展朋輩關係，同樣可以提高自信。 

3. 增加閱歷提高思辨能力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有三成的受訪者“對追星的熱情程度”與“明星在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達到了最高分“５”（即熱情程度，明星在心目中重要程度較高）。我們不能因此而斷定熱情程

度和明星在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較高會有不好的影響，但是同樣需要注意，當這兩樣達到一定的高

度時是有失去冷靜追星的理性的可能的。所以本組提出建議，可以多看看課外書，或者多多參加

辯論比賽，以此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增加閱歷，學會全面的冷靜的去瞭解一個人，甚至是自己

喜愛的明星，學會理性追星。 

教育方面 
1. 教師和家長鼓勵青少年發展不同方面的興趣愛好，使學生之間日常的聊天內容多元化 

在本次調查中，有五成左右的受訪者認為“追星使我和朋友之間的話題變多”、“追星使

我和朋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由此可見“追星”在青少年的圈子中關注度較高，成為圈子中

較為流行的“談資”，而大千世界能夠成為朋友間話題或是使朋友間關係更加緊密的元素應該更

加多元化。再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應該在瞭解學生心理的基礎上，多多教育，擴展學生的興趣

愛好，鼓勵同學多讀課外書，參加課外活動，使學生之間的興趣愛好或者聊天內容不要單一化。 

2. 家長應嘗試去瞭解並理解自己孩子的內心世界，主動與其溝通並作出適當教育 

本次調查中，不同意因為追星而“增強與家人溝通”的人數占受訪者的 89.4％。可見家長與

孩子之間在追星方面缺乏溝通。事實上“追星”在青少年成長之中也是心裡健康之中重要的一部

分，家長應提高對孩子“追星”的關注度，並且對其進行適當的引導。但也應尊重孩子自己的意

見，家長可以自己去瞭解一下孩子所喜歡的明星，嘗試在孩子感興趣的話題上多多與孩子溝通，

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家人之間的熟絡程度，更可以及時對孩子在追星方面進行合適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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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 
“青少年心理如何影響追星行為”問卷 

前言： 您好！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第五屆“共鑽研，創明天”計

劃的學員，我們現在正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心理如何影響追星行為”的調查，希望通過此問卷瞭解

青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同的心理狀態會如何影響其追星行為，並從研究結果因應相關問題而提出建

議，現在想借用您幾分鐘的時間來完成我們的調查問卷，其所得資料絕對保密，只供日後研究及相關

參考用。 

＊本問卷中所指的「明星」是藝能界中(影、視、歌星)的人士等。 

一、 基本資料(請在相應的空格內打「」) 

a) 性別：□1 男 □2 女  

b) 年齡：________________ 

c) 學校：________________ 

d) 年級：□1 高一 □2 高二 □3 高三 

e) 科目：□1 文組 □2 理組 □3 商科 □4 未分科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請回答以下問題及在相應的空格內打「」 

a) 請問您最喜歡的藝能界明星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 

b) 請問您追星的熱情的程度如何? (最低為 1,最高為 5) 

□1 □2 □3 □4 □5 

c) 你對自己喜歡的明星熟悉程度如何? (最低為 1,最高為 5) 

□1 □2 □3 □4 □5 

d) 你喜歡的明星在你心中的重要程度? (最低為 1,最高為 5) 

□1 □2 □3 □4 □5 

e) 請問該明星職業屬於哪一個領域?(可多選) 

□1 影視 □2 歌唱 □3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f) 請問該明星屬於哪一個地區? 

□1 中國內地 □2 港澳臺 □3 日韓 □4 歐美 □5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g) 您選擇明星的條件?(可多選) 

□1 外貌 □2 身材 □3 演技 □4 舞技 □5 唱功 □6 創作才華 □7 品格 

□8 衣著品味 □9 公眾形象 □10 成就 □11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h) 您經常會用哪一種途徑來獲得明星的相關訊息?(最常使用的 1,最不常使用的為 4) 

 1 2 3 4 

1 報紙     

2 電視     

3 雜誌     

4 電臺     

5 社交網站(如: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等)     

6 朋友（家人）     

7 明星的相關網站或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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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您最近兩星期有多少零用錢用於追星?$                 

j) 您最近兩星期有多少時間用於追星?              小時 

k) 您曾參與什麼活動來支持你喜歡的明星?（可多選） 

□1 購買正版專輯 □2 從網絡下載歌曲或影片 □3 購買海報、照片 

□4 購買同款服飾 □5 出席簽名會   □6 出席歌迷會、演唱會 □7 接送機 

□8 購買相關書籍 □9 瀏覽相關資料 □其他：                  

l) 你認為追星對你帶來甚麼影響?(請在相應的空格內打「」)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1 對未來工作與發展提高積極性,

帶來動力 

1. 2. 3. 4. 

2 在困難的時候可以激勵自己 1. 2. 3. 4. 

3 保持心情愉快 1. 2. 3. 4. 

4 性格更加開朗 1. 2. 3. 4. 

5 拖累工作學習  1. 2. 3. 4. 

6 減少與他人溝通 1. 2. 3. 4. 

7 影響正常生活作息 1. 2. 3. 4. 

8 花掉大量積蓄 1. 2. 3. 4. 

9 經常與家人發生矛盾 1. 2. 3. 4. 

10 增加與家人溝通的時間 1. 2. 3. 4. 

 

三、 請回答以下問題及在相應的空格內打「」 

a) 你會跟從自己所喜愛的明星做以下哪些行為?（可多選） 

□1 處事態度 □2 衣著風格 □3 說話、唱歌風格（語氣、語調、技巧等） 

□4 日常行為動作（走路姿勢，手勢，站姿等） □5 舞臺風格 □6 表演動作 

□7 舞蹈動作 □8 創作風格 □9 愛好 □10 其他         

b) 使你產生模仿興趣的因素? (請在相應的空格內打「」) 

 完全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完全同意 

1 明星的行為外表很帥或很有趣 1. 2. 3. 4. 

2 吸引他人注意 1. 2. 3. 4. 

3 彌補自己不足的方面 1. 2. 3. 4. 

4 與明星的心態產生共鳴 1. 2. 3. 4. 

5 學習一種新的技能 1. 2. 3. 4. 

6 興趣愛好相符 1. 2. 3. 4. 

7 朋友推薦 1. 2. 3. 4. 

c) 你周圍的同學對明星的模仿的程度如何?(最低為 1,最高為 5) 

□1 □2 □3 □4 □5 

d) 你認為你模仿明星的心態有多強烈?(最低為 1,最高為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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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在相應的空格內打「」(1＝很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很同意) 

 1 2 3 4 

1 我認為追星會令我和朋友的話題變多。     

2 我認為追星使我認識到了更多朋友。     

3 我認為追星會使我常和朋友因明星問題而爭執。     

4 我認為追星令我和朋友關係更加緊密。     

5 我和朋友經常以追星為目的而外出活動。     

五、請在相應的空格內打「」(1＝很不同意 2＝不同意 3＝同意 4＝很同意) 

以下是一組有關自我感覺的句子，請按你的情況作答。 

 1 2 3 4 

1 我認為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至少基本上是與別人相等的。      

2 我覺得我有很多優點。     

3 總括來說，我覺得我是一個失敗者。     

4 我做事的能力和大部份人一樣好。     

5 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值得驕傲。     

6 我對於自己是抱著肯定的態度。     

7 總括而言，我對自己感到滿意。     

8 我希望我能夠更多的尊重自己。     

9 有時候我確實覺得自己很無用。     

10 有時候我認為自己是一無是處。     

總分(由工作人員填寫)  

 

~問卷完畢，感謝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