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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愛美之心人人都有”見到美好的事物當然想紀錄下來，因此出現了打卡這項

活動。而青少年當然也有一份愛美之心，加上現代網社交平臺盛行，久而久

之，就助長了「網紅效應」的出現。而「網絡經濟」是指網路紅人利用自身的

知名度和影響力，在網路社交媒體上快速地集聚人氣，依託龐大的粉絲群體來

進行網路宣傳，並通過一定的變現管道將粉絲轉化為購買力，從而使自身獲得

更多經濟利益的一種新型商業模式。(许光，申洪根，2017) 

而「打卡」（check in），又稱簽到，乃透過智慧型手機將地理位置傳送到社交

平台分享之服務，最早出現於 21 世紀初，一開始的目的，是讓手機使用者

「廣播」自己所在位置，看看附近有哪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可以做臨

時、隨興的聚會。(吳筱玫，2016)。我們每日每夜隨時隨地也可以進行打卡，

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得到朋友的關注。打卡更影響到消費，很多店舖商家

都會用打卡來宣佈自己或增加顧客的消費意願，特意把店面做得很華麗、將食

物的名稱改變、甚至是用一些誇張搞笑的行為來博取他人的眼球，這就是我們

俗稱的網紅店，而這些網紅店就會吸引到青少年來消費，有些青少年就會用龐

大的金額來進行打卡活動。 

因現在社群文化流行，所以商家藉此用這種手法銷售商品。大眾普遍對廣告出

現率太多的產品不太信任以及會出現反面情緒，而社群文化就是使用者主動對

此商品進行推薦，當使用者身邊的朋友看到推薦也會對此商品的信任度提高和

購買，同時商家也會藉此推行一些「打卡」活動，如把這商品發上網上就能得

到一些優惠折扣，通常都會針對學生來進行這些活動，因為這些年輕一代正正

就是跟着打卡這個潮流去生活，學生參與的意願也高，年齡越低者其社群好友

人數越多,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朋友於社群平台上互動,其在社群平台上所發佈

的訊息多數用來展示個人特色,對展現自我品味的人際溝通需求較高,偏好參與

具好玩,有趣資訊的活動以及能增加與朋友互動及情感交流的行銷活動,也比較

在意是否能獲得獎品或報酬。所以打卡這個活動從中可以起到一個很大的銷售

作用。(邱婉菁 2012) 

因此，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研究，打卡文化的興起對社會經濟所帶來的好

處；同時，我們希望可以知道一些青少年因打卡而產生的改變，因此我們以打

卡對青少年消費及悠閒的影響作主題 

 

 

 

 

 

 

 



 
 

3 
 

二∙研究背景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半結構式的訪問大綱作為訪談過程中的依據，希望在這過程中

令受訪者不會過於緊張和出現離題的情況，找出一些較為新穎的想法。 

 

形式是以引導式的問題和開放式的問題兩種形式來對受訪者進行提問，讓

受訪者有較大的彈性空間來說出對於打卡的主觀感受，詢問受訪者的經歷、自

我想法或其他的觀點進行回答。訪問全部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訪談時間大約

10-30分鐘之間。 

 

我們透過訪談使訪談者和受訪者不斷的對話中，通過受訪者的訪問資料可

以了解到打卡文化對青少年消費及休閒的影響。 

 

2.2 抽樣方式 

我們用到了滾雪球研究，通過少量樣本單位獲得更多樣本單位的資訊。通

過身邊朋友結識幾位不同打卡程度的人，再透過他們結織其朋友，樣本就好像

滾雪球般由小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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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定義解釋 

2.3.1 打卡之定義 

打卡（check in）: 稱簽到，乃透過智慧型手機將地理位置傳送到社交平台分

享之服務，最早出現於 21 世紀初，一開始的目的，是讓手機使用者「廣播」

自己所在位置，看看附近有哪些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可以做臨時、隨興的

聚會。(網上行走:Facebook 使用者之打卡戰術 與地標實踐，吳筱玫，2016) 

 

2.3.2青少年之定義 

青少年:年齡介於 15 歲與 24歲之間（含 15歲和 24歲）的那些人(聯合國青年

議題，2016) 

 

2.3.3休閒之定義 

休閒:有「被允許」或「自由」之涵義，意指個體可以自由選擇與運用的時間。

(休閒效益之初探，張見文，2012) 

 

2.3.4消費之定義 

消費  :以非轉售 為目的之購買行為。 

狹義的顧客購買行為:指為了獲得和使用經濟性商品和服務，個人所 直接投入

的行為，其中包含導致及決定這些行為的決策過程; 

廣義的購買行為:除消費者行為之外還有非營利組織、工業組織及各種中間商的

採購行為。(SBL超級籃球聯賽廣告效益與消費行為模式建構與驗證之研究，黃

恆祥，2006) 

 

2.3.5 網紅之定義 

 “網紅”是“網絡紅人”的簡稱，其內涵已經遠遠超過“網絡紅人”的范疇，如今的

“網紅”所包含的種類非常豐富，包括主播類“網紅”、自媒體“網紅”等，各行各業

的普通人都可能成為“網紅”。各類游戲“網紅”、美食“網紅”、美妝“網紅”、健

身“網紅”等大量活躍在互聯網上，每類“網紅”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向粉絲傳播自己的

狀態或是關於社會事件的態度，吸引受眾的同時獲取自己的心理和物質需求。筆者綜合

其他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和查閱相關資料，把“網紅”定義為“在現實中或者網絡生

活中因為某個事件或者某個行為而被網民關注從而在網絡上走紅的人”。(淺談「網

紅」傳播熱的社會效應，人民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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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文獻回顧 

社會影響對 Facebook 使用者打卡行為之探討: 

這個研究項目是通過派發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並且運用了 SPSS和 AMOS進行

數據上的分析。藉此去深入瞭解年輕人「打卡」的動機，而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分為兩類，分別是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外在動機是指受到周遭人、事、物的

影響而產生動機；而內在動機大多是年輕人與「人做我做」的羊群心理有關。

他們會盲目地跟從別人的舉動，藉此去獲得關注和社會的認同，以上別是此次

研究中較為顯著的結果。（阮紅絨  2015） 

 

 

 

藝文活動參與 8者 Facebook打卡行之研究: 

這份研究透過網上問卷調查，對一些曾參加藝術展覽和進行過打卡行為的參與

者進行調查，最近 Facebook的打卡(check-in)功能，不但帶動了標記地標的風

潮，還有一些商家都看準了打卡帶來一種新穎的行銷效果，本研究也顯示有關

沉浸於打卡、沉浸於藝文活動、聲水譽及期望報酬與行為態度之間影響的數

據。而跟據這些影響，研究報告中也提到如何改善的一些建議方案，例如可針

對擁有智慧型手機的大學生，令參與者感到投入到活動當中，而參與者又具備

Facebook打卡技能並且喜歡打卡、喜歡從事於知識與資訊分享行為，更能提供

報酬或是將打卡地標名稱美化，將使得參與者提高打卡意願。（盧芃芬 2013） 

 

 

 

從使用者人際溝通需求探討行動化社群之行銷模式: 

因現在社群文化流行，所以商家藉此用這種手法銷售商品。大眾普遍對廣告出

現率太多的產品不太信任以及會出現反面情緒，而社群文化就是使用者主動對

此商品進行推薦，當使用者身邊的朋友看到推薦也會對此商品的信任度提高和

購買，同時商家也會藉此推行一些「打卡」活動，如把這商品發上網上就能得

到一些優惠折扣，通常都會針對學生來進行這些活動，因為這些年輕一代正正

就是跟着打卡這個潮流去生活，學生參與的意願也高，年齡越低者其社群好友

人數越多,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和朋友於社群平台上互動,其在社群平台上所發佈

的訊息多數用來展示個人特色,對展現自我品味的人際溝通需求較高,偏好參與

具好玩,有趣資訊的活動以及能增加與朋友互動及情感交流的行銷活動,也比較

在意是否能獲得獎品或報酬。所以打卡這個活動從中可以起到一個很大的銷售

作用。(邱婉菁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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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Facebook 打卡訊息的說服效果: 

隨著 Facebook 的普及，人們慢慢熱愛打卡，而商店就藉此推行一些優惠方式

來吸引顧客打卡。「意義」或「折扣」的打卡內容會影響到論點品質。關係好的

朋友感受到的來源可信度會高於關係不好的朋友。在處理資訊時，有較高資訊

性人際影響敏感度傾向的人，會提高論點品質的效用；有較高規範性人際影響

敏感度傾向的人，則會提高來源可信度的效用。所以打卡進行嘅說服效果可以

直接影響該店舖的營業額，同時也夠作為介紹該地方的特色（盧贊名 2014） 

 

 

 

打卡的網絡口碑傳播效果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影響之研究: 

在這次研究中以派發問卷作為調查的形式，並運用了 SPSS進行整理和分析。文

獻中提及了現今網絡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便利，人們可以使用網絡尋找

資料，也可以用來與人交流。好像近年有一些社交平台在網絡世界中嶄露頭

角，例如 Facebook，Instagram等。在平台上打卡也成為了一種在年輕人中新

起的一種熱流，成為了他們與朋友溝通的其中一個渠道。打卡慢慢變成青少年

的日常，不管去到何處，他們所想到的就是拍照、打卡。（葉盈佑 2013） 

 

 

 

Facebook使用者旅遊地打卡行為模式之研究: 

這個研究是探討現今社會上盛行的一種風氣，「打卡文化」。人們都喜歡到一些

餐廳去打卡，不論那間餐廳的味道是否適合自己，價錢是否合理，只要是「打

卡聖地」，人們都會花費金錢和時間。而現在的社交平台也會設置一個地標功

能，讓人們可以標註出打卡的地點，讓地標打卡成為一股熱潮。大家喜歡用打

卡的方式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方法也能讓幫助餐廳去推銷它們的產

品，而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免費的宣傳。一些餐廳會特意裝修得很漂亮，從而吸

引人們去打卡，幫忙做宣傳。（許亦萱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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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地性打卡動機對使用者休閒效益之影響—以 Facebook places  為例: 

這個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討社交平台使用者的打卡動機和休閒效益之間的關

係，是次是採用了問卷調查法，一共收到了 384份的有效問卷，研究對象為

Facebook Places使用者，而他們亦有設計到一份打卡動機量表以及休閒效益

量表，而結果顯示女性的打卡動機較男性高；而女性在心理與社交效益亦較男

性高。社交導向的打卡動機可以顯著的預測休閒內效益，同時對於休閒外效益

的影響力較大。（高惠君 2015） 

 

 

 

餐廳消費者打卡使用態度，動機與口碑效果關係之研究: 

這篇文章中提及到打卡文化的出現，比起我們傳統的廣告，更有機會令一些景

點場所的曝光度增加。近年來，也有一些商家注意到這個銷售的手法，他們也

鼓勵消費者打卡幫助他們進行宣傳。他們的研究主要是想人們在打卡時的態

度，打卡時的動機和口碑的效果之間的關係，打卡動機和口碑效果會不會存在

差異。他們的研究對象是曾經在餐廳打卡的消費者。最後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使用者之年齡,打卡頻率與使用媒體等背景資料不同,在打卡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也跟打卡的頻率不同,在口碑效果上有顯著差異。根據他們多次分析後發現了，

打卡動機顯著影響口碑效果,並且影響程度較高，使用者的態度和打卡動機亦顯

著地影響着口碑效果，他們會根據研究的結果，會提供一些建議給商家。（廖璽

緯 2016） 

 

 

 

Facebook 適地性打卡行為對網路口碑影響之研究—以宜蘭餅發明館為例: 

最近打卡成為熱門話題，很多 Facebook使用者一到觀光景點、餐廳、商店、電

影院等地方，都會進行打卡，透過手機將所在的地點發佈到社群平台，因此許

多商家也看準這塊商機，紛紛推出行銷策略。本研究主要以探討 Facebook 適地

性打卡（Check-In）行為對於消費者的網路口碑效果及打卡使用者的打卡分享

意圖之研究，而研究以問卷為主，問卷共 308份有效問卷。發現當消費者覺得

Facebook打卡功能容易操作、上網速度夠穩定、地標夠好找、打卡人數較多

時，對於使用 Facebook 打卡的喜愛程度會提高，自然就會提高使用意願。而打

卡的訊息是具有口碑傳播效果的，根據問卷得到的結果顯示，社群好友人數越

多，其接收訊息的來源也較廣，使用者接觸到越多社群行銷訊息，參與企業行

銷活動的機率也跟著增加，消費者會因為網路打卡而提高對旅遊景點的興趣，

更會進一步進行消費。（冼卉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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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打卡的口碑傳播效果對消費者購買決策之研究: 

這份研究通過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了網路打卡訊息接收者的網路訊息主動搜尋

程度越大，網路打卡訊息對其購買決策的影響越大；網路打卡者與訊息接收者

之間的聯繫強度越緊密，則訊息接收者對於此類網路打卡者的網路訊息主動搜

尋程度將會越大；訊息接收者對傳播者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會積極向其主動搜

尋相關的網路 打卡資訊。本研究也顯示，網路打卡訊息是具有口碑傳播效果

的，在「購買決策影響」 之題目，受訪者認為各種網路打卡訊息是會提高其對

於餐廳商家的興趣，也會優先考慮親友打卡過的餐廳商家去進行消費。因此在

人際因素中的訊息接收者的「主動搜尋程度」越大與「聯繫強度」越緊密， 越

會對購買的決策產生影響;而「聯繫強度」越緊密，也會對「主動搜尋程度」成

正向的影響。在「對傳播者的信任程度」部分，訊息接收者對傳播者的信任程

度越高，越會積極向其主動搜尋相關的網路打卡資訊;而網路打卡資訊對於訊息

接收者購買決策也會成正向的影響。而對於傳播者的信任程度的重要性在本研

究被提出， 顯示透過 Facebook等強調「真實註冊」而又較不具匿名性性質的

社群網站或軟件，社群內多為現實生活的親朋戚友，而非網路上不認識之網

友，因此訊息接收者會對傳播者信任較大 或彼此聯繫強度越大的人，進而主動

向其搜集資訊。由此看出，打卡行為能令消費者增加購買或消費欲望，更能達

到宣傳效果。（馬千惠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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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及抽樣方法     

3.1 研究目的 

近年來，打卡文化成為了商人常見的營銷及宣傳手法，青少年更是熱衷於

「打卡」這個行為。他們願意花費金錢和時間到各種的地方進行打卡活動，就

是為了上傳一張自我滿足的照片到社交平台得到別人的「Like」。但是我們亦有

認為打卡是一種可以刺激消費的一種商業手法。而我們產生這次的研究念頭的

起因是因為我們身邊也有這些熱衷打卡的人，我們亦有觀察到這樣的情況，因

此我們希望藉此可以透過這次的研究，深入了解到當中的主要成因，及提出可

改善青少年盲目跟隨打卡潮流及過度消費問題的方案 

主要目的： 

1.了解打卡文化對青少年的消費影響 

 

2.觀察打卡文化對青少年的悠閒活動的影響 

 

2.1了解打卡文化對青少年的社交影響 

 

2.2了解打卡文化對青少年的人際關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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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訪問對象 

 性別 年級 打卡程度 

A 女 高二 高 

B 男 高三 中 

C 男 高三 低 

D 女 高二 低 

 

高:經常性進行打卡，頻率為一個月 1-2次。 

中:較少進行打卡，頻率為半年 1-2次。 

低:有嘗試過打卡，但沒有固定的頻率。 

 

A: A訪問對象作為一名高二生，打卡頻率為一星期一次至二次，她為打卡而消

費的金額約是每次一百至三百元，而她對打卡的喜愛程度較高 

 

B:B訪問對象作為一名高三生，打卡頻率為頻率為半年 1-2次，他為打卡而消

費的金額約是每次一百元以上，而他對打卡的喜愛程度為中間 

 

C:C訪問對象作為一名高三生，有嘗試過打卡，但沒有固定的頻率，他為打卡

而消費的金額約是每次五十元以上，而他對打卡的喜愛程度較低。 

 

D:D訪問對象作為一名高二生，有嘗試過打卡，但沒有固定的頻率，她為打卡

而消費的金額約是每次五十元以上，而她對打卡的喜愛程度較低。 

 

3.3 研究限制: 

在是次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不同大大小小的因難和挫折。在研究的前期，

我們在尋找文獻中出現了問題，由於打卡文化的研究題目比較新穎 ，因此我們

能找到的文獻並不多，我們亦嘗試找尋國外的文獻，卻因語言不通的問題而放

棄，隨後，我們在各式各樣的搜尋網站中成功找到更多關於我們主題的文獻。

從後，我們進入了訪問階段，在製作訪問大綱中，我們十分順利，但直到第一

次的訪問中，由於經濟上的不足，加上準備不太充分，因此第一次的訪問時長

較久，也浪費了很多不必要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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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結果 

4.1在消費方面帶來的影響 

4.1.1打卡者自身消費的增加 

受訪者 A: 如果你要入哥 D網紅店呢，叫野食比如話幾個人去唔可以齋叫一

兩樣嘢食，佢有個最低消費，比如，四個人，佢係會限金額嘅，

我遇到嘅經歷就係限每個人最低消費 40蚊、50蚊咁樣，所以對

我的影響都係消費。 

受訪者 B: 有時候與朋友出街亦會聽到佢地說「我地去試下這間店，我看見

這間店很多人打卡，我都想去影相打卡」。有時候我亦會同佢地一

齊去打卡，繼而產生消費。 

受訪者 D: 有 D 朋友可能有時就會特登一至五佢地都返屋企食，跟住一到放

假就可能連返工嘅錢都拎埋出黎，就係特登為左過香港或者去大

陸咁樣...然後去揾間網紅店打卡。/ 

就算沒有特別的假期，星期六日都會特登搭車過香港或者翻大

陸，要轉好多次嘅車程去到個間野，消費比較高，佢地就會將大

部分零用錢放曬落去打卡個方面 

 

根據文獻顯示:網絡打卡信息是具有口碑傳播效果的，網絡上的資訊也會提高消

費者選擇該餐廳的意欲（廖璽緯，2016）。就以上訪問內容得知，受訪者會因為

打卡的地點和時間不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消費金額，如在網紅店中的飲品或食

品、多人推薦的網紅商品、甚至是一些打卡地方的入場門票等等，都會造成消

費。而且他們會根據網上的打卡資訊進行選擇，因此可能會去到一些高消費的

餐廳或地點，經濟能力較高的消費者更會消費龐大的金額，四位受訪者中有三

位亦認為會增加自身不必要既消費，因此可說明打卡會增加自身的消費金額。

除此之外，一些青少年沉迷打卡，把自己的收入以及積蓄都花費在打卡方面，

由此可見打卡對青少年的消費方面而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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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打卡文化興起導致部分店舖收益增加 

受訪者 A: ⚫ 間鋪嘅裝修同埋嘢食夠吸引的網紅店呢，宣傳本來就已經好

大量，繼而人氣增加 

受訪者 B: 打卡是絕對會影響到消費的。就像我剛剛說的，你分享了，就會

有更多人看見，即使不是全部看見的人都會去，但亦都會有人被

吸引到去。 

受訪者 C: 這個能吸引消費者消費，也能獲得這間店鋪的消息。 

受訪者 D: 因為依加好多熱潮就係話年輕人嘅熱潮，都係打卡或者去其他地

方打卡影相，特登去影個間鋪嘅野食，有好多鋪頭就會捉住呢個

點而去做一些營銷手法 

 

 就以上訪問內容，四位受訪者都認為打卡影響到消費，而其主要的影響包括

部分店舖收益增加。由於打卡可增加該店鋪的知名度，同時，商家也可藉著打卡

的優惠，令消費者的消費增多或加以宣傳。就受訪者 D 的訪問內容，「因為依加

好多熱潮就係話年輕人嘅熱潮，都係打卡或者去其他地方打卡影相」以及「有好

多鋪頭就會捉住呢個點而去做一些營銷手法」，說明打卡的青少年會帶動身邊的

朋友打卡，從而能能增加店鋪的消費效應。除外，因打卡文化的興起，商家也就

此點而改變營銷手法，使用打卡優惠或增加打卡設施來吸引青年階層顧客，就以

上訪問內容，四位受訪者都認為打卡影響到消費，而其主要的影響包括部分店舖

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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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打卡文化興起以致澳門經濟效益增長 

受訪者 A: 會啊，就類似我啱啱講嘅，就係而家啲鋪頭呢，多數傾向於裝

修，裝修好，間鋪會靚，從而吸引更多人黎呀，野食唔一定要好

食但首先要靚，同埋主要影相要影得要靚，吸引多啲人。 

受訪者 B: 打卡還可以振興經濟，刺激消費，亦可以讓人們分享自己的生

活，而去一些景點打卡，那麼這些景點是有固定構圖，別人就不

需要自己再構圖。 

我覺得打卡是促進消費的，但亦有好處及壞處。之前曾經發生因

為打卡而影響到別人的，例如之前內地的遊客到了香港或者澳門

的地方打卡，但是打卡地點卻是別人家的天台這樣的事件，所以

我覺得打卡這件事是一件中性的事情。不用影響到別人其實理論

上是好的，你分享到社交平台，然後別人又可以去，是一件好的

事情。 

受訪者 C: 我覺得打卡呢一樣野可以吸引到一部分嘅消費者，有啲人就話我

唔清楚呢到有呢樣嘅活動，或者唔清楚有呢個地點，亦都唔知道

呢個地方本身係咁靚嘅咁樣，之後經過打卡啦，之後慢慢就有好

多好多嘅人，黎進行觀光啊、消費咁樣，其實我覺得係一個促進

經濟發展嘅一個活動黎嘅 

 

就以上受訪者內容，三位受訪者認為打卡文化是會影響到澳門經濟的，由於澳

門青少年在打卡時也會消費一定的金額，從而提升到澳門的經濟。除此之外，在

打卡的過程中，他們會上傳到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wechat等，可達到宣傳

的效益，因此，有更多的外地人可了解到澳門這個地方。如受訪者 D 提到「我覺

得打卡呢一樣野可以吸引到一部分嘅消費者，有啲人就話我唔清楚呢到有呢樣嘅

活動，或者唔清楚有呢個地點，亦都唔知道呢個地方本身係咁靚嘅咁樣，之後經

過打卡啦，之後慢慢就有好多好多嘅人，黎進行觀光啊、消費咁樣，其實我覺得

係一個促進經濟發展嘅一個活動黎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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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打卡文化對青少年悠閒方面的影響 

4.2.1打卡文化興起導致青少年間的悠閒活動增多 

受訪者 A: 
係啊，係屋企冇野做都會想出去。因為出去打卡可以約一堆 fd

出去啦，約唔同朋友出去嘅話，唔會係屋企咁悶囉，如果而家

啲 fd 譬如留係澳門嘅話，而家啲 fd都唔會想係澳門咁樣啦。

澳門冇野做，但係如果你打卡揾到個好嘅地方嘅話，啲 fd聽到

會覺得幾好喎，即係比較新嘅地方，佢就會想陪你出去玩啊咁

樣。 

受訪者 B: 
我多數會被朋友約去打卡。 

受訪者 D: 
有 D 朋友會為左去網紅店打卡而登在放假時過香港或者返大

陸，然後如果他們叫上我，而且我也有空，我也會一齊去 

 

就以上訪問內容得知，打卡慢慢成為了青年人的消閒活動，亦成為了他們

聯繫友情的社交活動以及茶餘飯後的討論話題。他們會因為一些打卡地點的出

現而主動去約朋友一起去進行打卡，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樣，悠閒時亦因為打卡

文化的興起而增添了更多不同的活動選擇。而同時，青少年也因打卡的興起以

致青少年的悠閒活動增多，一邊令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悠閒活動選擇，一邊可以

在打卡的過程中促進青少年和他的朋友們的友誼。由訪問內容得知，他們的朋

友會用打卡遊玩的理由約訪問者出去遊玩，這樣可以促使青少年增多些外出活

動的機會，可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正常。除此之外，也可令青少年的餘下

活動更豐富，受訪者 A有提到「澳門冇野做，但係如果你打卡揾到個好嘅地方

嘅話，啲 fd聽到會覺得幾好喎，即係比較新嘅地方，佢就會想陪你出去玩啊咁

樣。」，證明打卡可以縮短青少年之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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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打卡文化對青少年社交方面的影響 

受訪者 A: 
社交方面啊，可能例如 ig啦，ig唔一定得 Friend follow 

你，或者有其他人 follow 你，假如你同戈個人以前冇講過野，

啲人會成日問下你，傾下你呢，你就會多啲傾計呢方面嘅野，

就可能會因為打卡呢樣野或者你自己都會 follow 下其他人就會

越黎越識得更多人，朋友圈可能會擴展啲。 

受訪者 C: 
告訴了朋友這些(有關打卡地點的)資訊 

受訪者 D: 
因爲那時候剛好有空，朋友又不停問左我好多次，所以我就同

佢地一齊去左 

 

就以受訪者 A、C、D的訪問內容，當青少年有悠閒的時間時，他們會選擇約

朋友出外打卡拍照；同時，受訪者 C 亦提到可告知朋友一些澳門周圍的新鮮事

物，亦可豐富自身的資訊。除此之外，受訪者 A、D 的內容，打卡文化的興起可

擴大青少年的社交圈，加上現今青少年的網絡社交文化盛行，因此可在打卡後放

上朋友圈的過程中，認識更多的朋友。現今網絡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便利，

人們可以使用網絡尋找資料，也可以用來與人交流。好像近年有一些社交平台在

網絡世界中嶄露頭角，例如 Facebook，Instagram 等。在平台上打卡也成為了一

種在年輕人中新起的一種熱流，成為了他們與朋友溝通的其中一個渠道。打卡慢

慢變成青少年的日常，不管去到何處，他們所想到的就是拍照、打卡。（葉盈佑，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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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其他 

4.3.1打卡是青少年「刷存在感」的行為 

受訪者 A: 
⚫ 吸引多啲人 follow我，如果係 ig嘅話。 

⚫ 即係 po多啲呢啲相(打卡類型的相)嘅話會多啲 Like。 

受訪者 B: 
我覺得為了打卡而去消費是在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因為你的

享受不是個人的享受，你是相對地有虛榮的心態，你是為了讓

自己的 PO文有一個網紅格，而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去食。 

受訪者 C: 
我覺得係，因為打卡原本就係想展現戈個地方嘅一啲事物啦，

但係漸漸我覺得呢係啲人想去刷存在感，係覺得我想展現自

己，我想比人知道自己嘅存在感，增強自己嘅存在感。 

受訪者 D: 
因爲有些人打卡會有好多 like，然後會有滿足感，所以會繼續

做呢樣野 

 

根據以上訪問內容，打卡為一種滿足青少年的虛榮心及增加青少年自身存在感

的行為。由於現今社會的科技發展，網上平台越來越多，青少年也更多地接觸

社交平台，因此他們會在意別人在網絡上對自身的看法，從而導致他們麻木地

跟隨潮流的趨勢。受訪者 A和受訪者 D提到，「po多啲呢啲相(打卡類型的相)

嘅話會多啲 Like。」以及「因爲有些人打卡會有好多 like，然後會有滿足感，

所以會繼續做呢樣野」，可以說明青少年會因得到網絡上的認同而增加自信心。

與此同時，受訪者 C提到「我覺得係，因為打卡原本就係想展現戈個地方嘅一

啲事物啦，但係漸漸我覺得呢係啲人想去刷存在感，係覺得我想展現自己，我

想比人知道自己嘅存在感，增強自己嘅存在感。」，他認為打卡本身的意義和目

的已經轉變，由向別人分享美好事物變成青少年用來加強存在感，以及展視自

己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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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在是次質性研究中，我們訪問了四名具打卡經歷的受訪者，從而了解打卡

文化對青少年消費及悠閒的影響。 

現今社會上盛行的一種風氣，「打卡文化」。人們都喜歡到一些餐廳去打卡，不

論那間餐廳的味道是否適合自己，價錢是否合理，只要是「打卡聖地」，人們都

會花費金錢和時間。而現在的社交平台也會設置一個地標功能，讓人們可以標

註出打卡的地點，讓地標打卡成為一股熱潮。（許亦萱，2016），隨著打卡的興

起，青少年在閒暇時間也喜歡與朋友約出來打卡，因為澳門的悠閒活動并不

多，因此青少年的悠閒模式轉變成打卡拍照。 

而當打卡文化開始普遍時，少部分青少年開始出現打卡上癮的情況或將打卡成

為炫耀自身的行為，由我們的受訪者提到，在打卡文化興起後，打卡被許多的

商家用來作為一種的免費宣傳和營銷手法，從而吸引青少年到店舖消費。而在

我們的訪問過程中，我們亦了解到訪問者亦認為打卡增加了自身的消費金額，

他們大部份同意打卡會令到自身的消費增加 10至 20%;而有關悠閒的方面，有

一半的受訪者都贊同打卡文化的興起，會令到他們的悠閒活動增多，而他們亦

有提出希望澳門可以增設更多的打卡點，或引入更多不同的打卡類展覽。除此

之外，部分的受訪者對於打卡這個行為亦有一個不一樣的見解，他們認為這是

一個「呃 like」的行為，打卡者會由此去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以及展現自己的存

在感。有的甚至認為打卡這個行為是降低自身生活品質的表現。有些網业的資

料則認為有些人是喜歡用打卡這個方式去讓別人理解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方法

也能讓幫助餐廳去推銷它們的產品，從而獲得了一個免費的宣傳，因此一些餐

廳會特意裝修得很漂亮，吸引人們去打卡，幫忙做宣傳（許亦萱，2016）;最後

我們認為打卡這個行為除了有好的影響外，亦會有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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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就訪問者提出一些打卡文化對青少年消費及休閒的影響，我們藉此對家

長、個人、學校這三方面作出了一些建議 

 

家長方面: 

其一，家長可從金錢方面適當地管制青少年的消費 

其二，與孩子一起進行這類型的打卡活動，例如一起到網紅咖啡室、歷史

古蹟合照等，增加親子溝通，了解青少年的內心想法 

其三，一起了解打卡文化，可提升家長對現今流行文化的認識  

 

個人方面: 

其一，對自己的時間及金錢作出合適的安排，不要麻木地跟隨潮流而忽略

自身的經濟狀況 

其二，聽取身邊親友的意見再作行動 

其三，當壓力大時，可約朋友去打卡，放鬆心情 

 

學校方面: 

其一，學校可教給青少年正確的消費觀念； 

其二，學校可舉辦一些關於消費價值觀和合理管理時間的講座； 

其三，與學生討論打卡文化的利弊 

 

政府方面: 

 

  眾所周知，澳門是一個旅遊城市，而在背後支撐著旅遊業發展的卻是博彩

業。因此，很多界別都希望解決產業單一，博彩業獨大的這個情況，但要蛻變

成一個產業多元化並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們認為可在其他方面先

吸引旅客，達到一個暫緩的作用，從而慢慢解決博彩業獨大、旅遊產業單一的

狀況。我們建議政府可以嘗試把澳門的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特色景點與現代的

流行文化相結合，如鄰岸的香港，便有一個位於中環的「大館」，它是一座古蹟

與藝術相結合的歷史博物館，於 2007年正式開始入稟立法會提出活化該建築為

當代藝術中心，最後於 2018年開幕，成為時下年青人拍照及消磨時間的熱點，

同時亦吸引了大批的遊客到訪。其實澳門亦有一些具有澳門特色的活動，就如

每年冬季都會舉行的光影節一樣，吸引了無數的青少年、家庭以及遊客進行打

卡以及參與。我們認為政府可多增加此類型的活動，令年輕人在空閒的時間能

有更多的去處，亦能藉此增加與朋友相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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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體力行: 

根據我們的題目:「打卡文化對青少年消費及休閒的影響」。我們也做了一

些行動來實踐我們的想法，我們開了一個 ig賬號來為大家介紹一些澳門鮮有人

知的建築物或景點，以及其背後的故事以及歷史。故令遊客來到澳門除了到賭

場玩之外，還能到户外拍照作為一個留念;在拍照的同時亦能去了解很多澳門的

小故事，就如:澳門的路環村:對比起賭場林立的路氹連貫公路，路環的小漁村

就像是澳門的一個世外桃園一樣，遠離澳門的煩擾及雜亂，所以歷史文化和人

文風貌得以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極大地把澳門以前的面貌展現出來;除此之

外，它還有一些吸引到年輕人的打卡點—彩虹屋，是一個老少咸宜的打卡點。

因此我們想透過社交媒體來作一個宣傳，除了吸引遊客到這些景點外，亦可以 

令青少年不再麻木地只知道打卡拍照，可以係打卡既同時,獲得一份知識。因為

社交媒體是現在年輕人之間最盛行的一種社交文化，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特點，

所以我們才決定使用這個途徑來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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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資料來源 

網上行走:Facebook 使用者之打卡戰術 與地標實踐（吳筱玫，2016) 

(聯合國青年議題，2016) 

休閒效益之初探（張見文，2012) 

 SBL超級籃球聯賽廣告效益與消費行為模式建構與驗證之研究（黃恆祥，

2006) 

(淺談「網紅」傳播熱的社會效應，人民網，2018) 

社會影響對 Facebook 使用者打卡行為之探討（阮紅絨  2015）   

 藝文活動參與 8者 Facebook打卡行之研究（盧芃芬 2013） 

從使用者人際溝通需求探討行動化社群之行銷模式(邱婉菁 2012) 

探討 Facebook 打卡訊息的說服效果（盧贊名 2014） 

 打卡的網絡口碑傳播效果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影響之研究（葉盈佑 2013） 

Facebook使用者旅遊地打卡行為模式之研究（許亦萱 2016） 

適地性打卡動機對使用者休閒效益之影響—以 Facebook places  為例（高惠

君  

2015） 

 餐廳消費者打卡使用態度，動機與口碑效果關係之研究（廖璽緯 2016） 

Facebook 適地性打卡行為對網路口碑影響之研究—以宜蘭餅發明館為例（冼卉

堉 2013） 

網絡打卡的口碑傳播效果對消費者購買決策之研究（馬千惠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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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訪問大綱 

基本資料 
1.你知唔知咩係打卡嗎？ 

2.打卡對你黎講是咩黎? 

3.你平時會唔會打卡? 

—會。打卡的頻率？ 

—不會。你身邊朋友會唔會打卡? 

4.你平時打開邊一類型嘅卡或商品？ 

5.幾時開始打卡? 

6.你點睇打卡呢項活動？ 

7.打卡有沒有對你帶黎影響? 

消費影響 
1.你認為打卡影響消費嗎? 

2.你會唔會為左打卡而消費？ 

—會。有咩經歷? 

—不會。你點睇其他人為左打卡而消費? 

3.打卡佔你的日常開支多少？ 

4.打卡前後你的開支有變嗎? 

5.你點睇為左打卡而令到消費金額較大嘅人？ 

6.一間餐廳嘅裝修、人氣會唔會影響你去選擇戈間餐廳？ 

—會。有咩經歷? 

—不會。為什麼? 

7. 你認為現在打卡的優惠多嗎? 

8.你認為打卡係一個唔錯嘅營銷或宣傳手段嗎？ 

9.會唔會因為一啲優惠而打卡？ 

—會。有咩經歷? 

—不會。為什麼? 

10.打完卡之後嘅優惠會對你有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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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影響 
1.你平時大多數嘅休閒活動係？ 

2.你是有空才去打卡？還是特意抽時間去的？ 

—為什麼? 

3.你有沒有試過見到有一個地方好靚而去打卡？ 

4.打卡有令你嘅生活豐富左？ 

5.你認唔認為打卡會令你嘅餘下活動更豐富？ 

6.你認唔認為打卡成為你約朋友的好活動? 

其他 
1.你有沒有試過打完卡放上網？ 

—為什麼? 

2. 你認唔認為打得多會上癮？ 

3. 你認唔認為打卡對你嘅人際關係有幫助？ 

4.你會唔會帶動你身邊嘅朋友打卡？ 

—為什麼? 

5.你覺得打卡呢個行為暴露私隱或行蹤嗎？ 

6.你認為你嘅打卡行為會唔會影響到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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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訪問內容 

逐字稿(訪問者 A) 

訪問者:你同你既朋友平時會打開邊一類型卡，或係邊一類型產品? 

受訪者:產品啊? 野食吧，或者網紅店，遮係主要係佢既野食影出黎首先要靚同

廿埋佢間野既裝修比較吸引，仲要我去戈啲主要係比較有唔同風格，有啲少女

風或者係文青啲既風格，主要係要靚囉。重要係啲野食唔好味都唔緊要，主要

係靚囉。 

訪問者:遮係主要同商品無咩關係，主要係同戈個環境或者係佢既外貌既。 

訪問者:你係由幾時開始接觸打卡呢樣野架? 

受訪者:幾時?呢兩三年吧~ 

訪問者:咁其實打卡文化都係最近先比較興起或者比較普及，咁如果你係兩三年

前接觸既話都係算比較早架啦喎。 

受訪者:係啊，我都覺得算係。 

訪問者:係戈個咁早期既時間下你係可以點樣去接觸呢樣呢? 

受訪者:以前既話就係通常就係自己同 FD出街，遮係行過見到有啲咩靚既鋪頭

或者野食吸引咁樣或者最初頭戈既話或者係 Instagram都有可以揾到啲鋪頭或

者啲地址咁樣去囉，而家就唔一樣啦，而家就有戈啲小紅書啊等等，即係食評

啊戈啲地方，比如我咁啦，我去完呢個地方或者會出 Po吸引更多人黎睇，點解

而家啲鋪頭越黎越多偏向裝修同埋野食要靚呢?就係因為你咁樣會吸引更多啲

人，啲人會幫你影相，幫你宣傳，用網上面既宣傳比較多。 

訪問者: 即係其實都係一啲網上面嘅宣傳會吸引到你去知道呢樣啦，然後再去

接觸呢樣野，咁其實你係咪一開頭打卡嘅時候已經係影人，或者其實有無一啲

係已經慢慢去變化嘅呢？ 

受訪者:以前嘅話，最開頭嘅話係齋影食物，以前係唔會影人架囉，即係淨係影

食物，而家慢慢變到，可能話以前就唔識化妝，而家就慢慢識化妝咁樣或者會

影埋人啦，越黎越變，慢慢變嘅話呢，人啊景啊野食都一齊，以前係齋野食。 

訪問者: 即係其實呢個文化都係有變化嘅，係不斷興起嘅時候都有變化係到

啦，咁其實你點樣睇呢樣野？打卡呢樣野，或者係呢樣文化嘅興起？ 

受訪者:都係豐富生活啊，或者你 po嘅話朋友圈會越黎越多人 Like，越黎越多

人 Like，你就會覺得呢樣野越多人重視，遮係如果你平時出街影戈啲相或者影

普通嘅野 po嘅朋友圈嘅 Like可能少啲，但係如果你去一啲網紅店啊或者影戈

啲野食等等，之後你啲 Like越黎越多你就會覺得呢樣野係多人睇或者咩，你就

重視，你自己就可能多啲傾向 po呢啲嘅野。 

訪問者:即係其實文化嘅興起都會導致身邊嘅人會更加 Like呢類型嘅 po啦然後

係會更加促進你去做呢一類型嘅野，咁你有冇覺得佢有無帶影響俾你？ 

受訪者: 影響啊，可能係消費吧。遮係而家食野啊，越黎越多戈啲網紅戈啲店



 
 

24 
 

或者打卡嘅地方都有好靚嘅景裝修左係到啦，但係如果你要入嘅話呢，叫野食

比如話幾個人去唔可以齋叫一兩樣嘢食，佢有個最低消費，比如，四個人，佢

唔會限金額嘅，我遇到嘅經歷就係，限每個人最低消費 40蚊、50蚊咁樣囉，

對我影響都係消費囉。 

訪問者:即係其實都係多數消費方面影響，咁其實係你啱啱訪問，你一開頭都有

講會帶動到朋友啦，咁其實係社交方面會唔會都有影響呢？ 

受訪者: 社交方面啊，可能例如 ig啦，ig唔一定得 Friend follow 你，或者

有其他人 follow 你，假如你同戈個人以前冇講過野，啲人會成日問下你，傾

下你呢，你就會多啲傾計呢方面嘅野，就可能會因為打卡呢樣野或者你自己都

會 follow 下其他人就會越黎越識得更多人，朋友圈可能會擴展啲。 

訪問者:咁遮係其實都會對你有其他方面嘅影響嘅，咁好似你啱啱都講咗啦，咁

你覺得打卡呢樣野會唔會帶動到消費或者影響到消費呢？ 

受訪者: 會啊，就類似我啱啱講嘅，就係而家啲鋪頭呢，多數傾向於裝修，裝

修好，間鋪會靚，從而吸引更多人黎呀，野食唔一定要好食但首先要靚，同埋

主要影相要影得要靚，吸引多啲人。 

訪問者:好似你啱啱所講嘅經歷啦，咁你係會因為打卡而去消費嘅，咁你最近期

因為打卡而去消費咁係幾時啊？ 

受訪者: 琴日吧～ 

訪問者: 琴日，咁可唔可以講下個地點或者係裝修係點架？ 

受訪者: Lady M，即係好似係你見到越來越多人去啦，首先你唔知啲嘢好唔好

食先，但係越來越多人去打卡嘅話，你會覺得啲嘢可能係好嘅，你自己又可能

會想去試下咁囉，就會咁樣影響。 

訪問者: 咁你覺得中間其實會唔會有一個羊群心理係到呢？即係人哋做咩，你.

又跟住做咩。 

受訪者: 會啊會啊，就好似我琴日咁樣，類似多人去呢樣嘢就會帶動到越黎越

多人去咁樣。 

訪問者:咁打卡佔你日常嘅開支有幾多？ 

受訪者: 全部吧，即係假如我全部錢都攞嚟食嘢，嘢食我都會影出嚟 po，所以

我覺得應該會佔全部。 

訪問者: 即係其實都佔得比較多嘅？ 

受訪者: 對於我來講係全部。 

訪問者: 可能你兩三年前先接觸到打卡，咁你打卡前同打卡後嘅開支其實有冇

變到呢？打卡前係用係邊方面架呢？ 

受訪者: 有嘅。以前啊，主要而家都唔係好大啦，以前可能係同 fd 出去玩吧，

但係唔會專注於，譬如為左食、為影相先會用錢囉，而家係可能係啲錢會覺得

呢樣嘢靚啊影相啊，可能係為以前食啲好食，而家係為靚啊，咁樣。 

訪問者: 即係其實咁樣已經會對你選擇餐廳嘅一個條件已經改變左，慢慢趨向

於打卡嘅戈方面嘅，咁你點樣睇戈啲為左打卡而去消費好大量嘅金錢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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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瘋狂吧，但我自己就唔算太大量嘅金錢啦，可以擺啲錢係做啲其他嘅

身上，唔應該一定將所有嘢擺曬係打卡戈方面。 

訪問者: 因為呢其實之前有一啲嘅事件，就係呢有一啲人會因為去一啲國外嘅

地方啦，去進行打卡啦，遮係啲地方好靚啦，咁就會花費左好大量嘅金錢啦，

咁其實你會唔會去做呢一類型嘅嘢啊？ 

受訪者: 咁暫時我就未可以做到呢樣嘢囉，但係我都係會想咁樣做嘅。 

訪問者: 即係其實你覺得有呢個心態係你會明白嘅？ 

受訪者: 明白，但係係唔好嘅，但係為左打卡應該都會去做嘅，即係去旅行多

數都會去 search 下戈啲景點，或者邊到食野、靚啊或者係囉咁樣先會再去戈

到囉。 

訪問者: 即係其實一間餐廳好似你啱啱所講啦，佢嘅外表或者佢嗰啲嘢食嘅樣

其實會吸引到你去㨂啦，咁咩類型嘅裝修或者呢類型餐廳會吸引到你呢？ 

受訪者: 吸引我啊，對於我來講可能係比較少女風啲嘅風格，比較偏向粉紅色

風格囉，即係夢幻啲嘅感覺。 

訪問者: 咁你而家係由咩途徑去知道呢類型嘅餐廳？ 

受訪者: 而家可能係小紅書囉，即係小紅書呢個軟件囉。 

訪問者: 其實容唔容易去搵呢一方面嘅資訊啊？ 

受訪者: 容易啊，即係譬如你想去戈個地方，你搜尋個地方就會有網紅打卡或

者網紅店頭三個就會有呢啲地方，而家都係呢啲趨勢。 

訪問者: 即係其實都好熱門嘅呢類型嘅搜尋？ 

受訪者:係，小紅書呢個軟件就好似差唔多係為呢一方面嘅。 

訪問者: 即係好似係為佢而設嘅？ 

受訪者: 類似，因為我自己用小紅書就係用係呢一方面。 

訪問者: 即係而家有啲打卡係你 po左相就會有一個 discount啦，po 完相可能

set 個 location就會有呢一類型嘅 discount，咁你覺得而家呢一類型嘅優惠

多唔多？即係多唔多見到呢一類型嘅宣傳? 

受訪者:而家比較少，以前會多啲，而家冇。  

訪問者:你可唔可以講下以前係邊一個時間見得特別多?或者有邊啲類似嘅宣傳

係令你印象深刻嘅呢? 

受訪者:冇吧，佢而家都係為左打卡而去食，所以本來網上嘅大量宣傳就好多唔

使再去 po野或者有啲折扣咁樣，係比較偏向於以前戈啲冇咩人知嘅鋪頭，佢為

左你去宣傳佢，要你 po佢上網，引更加多人黎佢呢一間鋪頭囉，但係而家戈

啲，通常啲網紅店呢，宣傳本來就已經好大量囉。 

訪問者: 即係而家嘅宣傳已經足以比人去知道呢樣野啦? 

受訪者: 係啊，就係睇下你間鋪嘅裝修同埋嘢食夠唔夠吸引。 

訪問者: 即係其實而家呢類型你 po完相就會有 discount，咁你知道左呢樣

野，你會唔會去打卡啊？即係佢啲景可能唔係特別靚嘅，但係佢會有呢個優

惠，你會唔會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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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唔會，都係睇自己鐘意先囉。  

訪問者:都係會要吸引到你先?  

受訪者:係，都係會要吸引到自己先。 

訪問者:咁我地忽略左打卡先啦，咁你平時多數嘅休閒活動係咩呢?即係你平時

放假會做啲咩呢? 

受訪者:食! 

 

訪問者:食，咁都係同啱啱嘅打卡係聯繫嘅。 

受訪者:食就會影相，影相就會 Po。 

訪問者:咁你放假係得閒冇野做先會去打卡，定係你會 set 個 timetable，會預

留呢一日去打卡嘅，你會係點樣，即係你會偏向邊一方面呢? 

受訪者:後者吧~ 

訪問者:即係你會預留一日去嘅? 

受訪者:係啊，係屋企冇野做都會想出去。 

訪問者:即係會想出去嘅，而你出去一般會係考慮到咩活動先呢? 

受訪者:食! 

訪問者:都係啱啱偏向打卡方面嘅，你點解會專登抽空去打卡呢?即係咩促使你

專登留一日時間去打卡呢? 

受訪者:因為出去打卡可以約一堆 fd出去啦，約唔同朋友出去嘅話，唔會係屋

企咁悶囉，如果而家啲 fd譬如留係澳門嘅話，而家啲 fd都唔會想係澳門咁樣

啦。澳門冇野做，但係如果你打卡揾到個好嘅地方嘅話，啲 fd聽到會覺得幾好

喎，即係比較新嘅地方，佢就會想陪你出去玩啊咁樣， 

訪問者:你有冇係澳門因為佢靚而去打卡嘅地方約埋朋友去架呢?有冇一啲例子? 

受訪者:澳門啊…好似威尼斯人會定時定期出一啲唔同展覽，戈啲都算一個打卡

文化，佢 set 好曬戈啲場景呢，set 好曬啲佈置，引唔同嘅人過去囉，唔係免

費嘅，佢會收門票嘅。澳門嘅話偏向呢啲，澳門嘅話比較少，即係大陸比較會

多啲戈啲網紅店，但澳門比較少，但慢慢都越黎越多。 

訪問者:即係澳門都慢慢咁去推出一啲展覽去收費嘅咁樣，咁遮係可能你都會進

行一啲消費嘅，好似係買門票咁樣。咁你覺得澳門應唔應該去增加呢樣野？ 

受訪者: 我覺得應該囉，即係主要佢本來產業就單一，冇乜嘢，而家所有嘢都

偏向創意啊、要文化咁囉，所以我認為澳門要增加多啲嘢。 

訪問者: 咁打卡即係好似你啱啱所講啦，打卡會唔會增添左你生活嘅樂趣或者

令到你生活豐富左呢？ 

受訪者有啊，都類似都啱啱講戈啲。  

訪問者: 咁你會唔會因為打卡嘅時候去了解更加多唔同嘅嘢，可能了解更加多

其他地方唔同嘅嘢，有冇類似嘅經歷呢？ 

受訪者:會啊，都會上網專係揾呢啲打卡嘅地方，譬如我去一個地方首先就搵咗

可以打卡嘅地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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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 即係都會促進你去主動去了解戈個地方嘅一啲嘢？ 

受訪者:係~ 

訪問者: 咁你覺得打卡會唔會成為左你同好朋友一約出去嘅時候就係考慮呢方

面嘅嘢？ 

受訪者: 係唔同嘅朋友囉，同我一樣鐘意打卡嘅朋友，即係會因應唔同嘅朋友

再決定囉。 

訪問者即係打卡呢樣嘢已經會令到你有一個朋友嘅圈子，係新嘅擴闊左出黎

嘅？ 

受訪者:係啊係啊~ 

訪問者: 咁你都有講打卡會放上網，咁你放上網嘅原因係出自於？ 

受訪者: 吸引多啲人 follow我，如果係 ig嘅話。 

訪問者: 仲有冇其他或者可以分享下？ 

受訪者: 即係你 po 多啲呢啲相嘅話會多啲 Like。 

訪問者:咁你覺得打卡會唔會上癮架呢？即係你會唔會因為開左頭，就會慢慢繼

續落去啊？ 

受訪者: 量力而為，睇自己經濟情況。 

訪問者:即係如果經濟情況許可嘅話，你都係覺得打卡會令到一個人上癮嘅？ 

受訪者: 我會一直繼續落去嘅。 

訪問者:咁好似你啱啱所講啦，咁你打卡會唔會對你嘅人際關係有啲幫助呢？或

者會唔會令你多左朋友？ 

受訪者: 有呀～ 

訪問者: 咁其實多左戈啲朋友淨係做呢類嘅野，咁其他方面會唔會有交流返

呢？ 

受訪者:會啊，即係你約得多出黎，或者一齊做呢樣野嘅話，就會傾得越來越

多，就會了解大家越來越多。  

訪問者: 咁即係你都會帶動你身邊嘅朋友去打卡啦，咁除咗幫助影相再冇其他

嘅原因呢? 

受訪者:都係影靚嘅相，同 friend出下去，識下新朋友咁樣。 

訪問者: 有啲人話打卡就會暴露咗自己嘅行蹤，咁你認唔認同呢樣嘢？ 

受訪者: 因為我自己唔會當時 tag，我自己來講係會之後，影完相仲要 P相等

等所有嘢，Po嗰時已經唔係嗰度，所以我覺得唔會暴露行蹤。 

訪問者: 咁你覺得打卡會唔會影響到其他人? 即係影相嗰陣會唔會有人覺得你

霸占左個 C受訪者 fe空間，或者話你造成左人哋嘅不便，等類似情況? 

受訪者: 如果係網紅店嘅話就唔會有呢啲情況，但係如果佢本來就係普通食

嘢，如果你霸占左時間黎影相嘅話就會有人覺得唔好囉。但係如果係一間網紅

店嘅話，每個人去都係做呢一方面嘅嘢，都會互相就下，每個人都係為左影下

相，大家要出發點都一樣，所以唔會太咩。 

訪問者: 有冇呢方面嘅經歷，可能人哋會有不滿咁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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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有啊，琴日影相就有人望住我。我琴日去嗰間個位比較小，枱比較少，

咁啱我去嘅時候比較多人，多人排隊，我係到影相，之後後面排隊嗰啲人就好

似有啲不滿咁。 

訪問者: 係呢種情況下你認為打卡文化嘅興起係好事定壞事？ 

受訪者: 有好有唔好，對於嗰啲商家黎講或者係一件好事，譬如你好趕時間，

但係等仲要等，對自己本身而言唔係一件好事。但係人地咁樣通過宣傳等等

野，如果佢賺得錢多，係佢地方面係件好事。 

 

訪問者: 其實對於商家來講呢一個係件好事啦，咁你覺得對於一個以一個城市

黎講啦，好似澳門有光影節，你覺得對澳門有冇一啲啲咩影響？ 

受訪者:我覺得冇乜太大影響囉，佢呢個光影節主要係 12月份呢個時候，係澳

門嘅話就多啲假期，但對於大陸黎講，對於內地黎冇乜太大影響同埋佢除左影

響冇咩收益囉，即係佢唔會收費架嘛，齋係俾人影相，所以我覺得冇乜特別作

用比啲鍾意打卡嘅人嘅話，就會有時會好逼囉，譬如倒數，南灣湖會有煙花，

但係光影節每年南灣湖都會有，所以就會搞到嗰度好迫，好多人好多人，基本

上行唔郁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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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訪問稿 B) 

逐字稿 

訪問一： 

訪問者：你好，我們是「共鑽研創明天」小組——佛系小朋友，我們想研究一

份打卡對青少年消費及休閒方面的影響。你知道什麼是打卡嗎？ 

受訪者：打卡就是類似簽到，分享到社交平台標註地點。 

訪問者：對於你來說，打卡是什麼？ 

受訪者：我覺得打卡是促進消費的，但亦有好處及壞處。之前曾經發生因為打

卡而影響到別人的，例如之前內地的遊客到了香港或者澳門的地方打卡，但是

打卡地點卻是別人家的天台這樣的事件，所以我覺得打卡這件事是一件中性的

事情。不用影響到別人其實理論上是好的，你分享到社交平台，然後別人又可

以去，是一件好的事情。 

訪問者：你平時會打卡嗎？ 

受訪者：會的，但比較少。可能到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或者風景好靚的地

方，就會打卡分享。 

訪問者：按照你這樣說，就是你沒有一個特定的頻率打卡，哪你還記得你上一

次打卡是什麼時候嗎？ 

受訪者：對上一次打卡是前幾天的校運會，當然這是特殊例子。如果是因為消

費而打卡，就是比較耐之前，應該是在香港，半年前左右。 

訪問者：你身邊有沒有朋友會打卡？ 

受訪者：有，有一些朋友是經常打卡的。即使他們一至五沒有空，但是到了假

期他們都會到一些咖啡廳、網紅店食甜品打卡分享。 

訪問者：平時你打卡是哪一類型的？ 

受訪者：我會偏向去旅行打卡，因為你打卡分享大多輸都是你的朋友看到，但

你的朋友與你都在同一個地點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他們會有相對的認識，但旅

行打卡會 tag一些地點，可以幫助到一些想去這個地方旅行的朋友。 

訪問者：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打卡？ 

受訪者：大概在我初一的時候接觸，因為我在初一的時候有一部手機，這樣拍

照、分享都比較方便，不用像以前一樣要用電腦分享，而且用電腦打卡會很少

分享、因為會沒有代入感，你不會在那個地方分享出去。而是回到家才能分享

出去。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在慢慢興起嗎？慢慢變成一個文化、趨勢嗎？ 

受訪者： 我覺得有的。因為以前是很少人打卡，最多是口述那地點在哪，但現

在可能也是科技進步，GPS定位更加精確，能讓市民定位店鋪，所以我覺得這

個興起是有原因的。 

訪問者：如果是有原因，可以詳細說一下主要原因是什麼嗎？ 

受訪者：主要原因是社交網絡越來越方便、發達，一個網紅的趨勢是最大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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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打卡很多去的地方都是以網紅去標籤，所以我覺得最重要興起的原因是網

紅效應。 

訪問者：網紅效應又是指什麼呢？ 

受訪者：我的看法是一些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到社交平台，而不單單讓朋友看，

而是讓所有人看，他們會放在 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然後會拍一些

volg介紹店鋪，而現在最普遍的社交軟件是抖音，這個平台鑄造了很多網紅。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對你帶來了什麼影響？ 

受訪者：其實是有好多影響。多人打卡可以令我知道更多資訊，以澳門為例，

澳門有很多店鋪，而這些可能都轉得很快，但是有人打卡就可以令我知道這些

資訊。 

訪問者：那麼你覺得打卡對你會有負面的影響嗎？ 

受訪者：也是有的，例如商家過分濫用打卡。如果我見到一些店鋪寫著「網紅

店」我會見到很惡心。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會影響到消費嗎？ 

受訪者：我覺得打卡是絕對會影響到消費的。就像我剛剛說的，你分享了，就

會有更多人看見，即使不是全部看見的人都會去，但亦都會有人被吸引到去。 

訪問者：那麼你會因為打卡而去消費嗎？ 

受訪者：我比較少因為打卡而去消費，其實你去玩去食，是因為自己想做這件

事，而不是為了讓別人看見才去的。 

訪問者：你身邊會有因為打卡而去消費的朋友嗎？ 

受訪者：有。有時候與他們出街亦會聽到他們說「我們去試下這間店，我看見

這間店很多人打卡，我都想去影相打卡」。 

訪問者：有類似的經驗可以分享嗎？ 

受訪者：有的，之前去香港，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我朋友就推薦了一家店，

但去到的時候食物來到十多分鐘我都沒有得吃，因為要影相、執相，直至照片

分享出去，我才可以吃。 

訪問者：那麼你怎樣看一些為了打卡而去消費的朋友？ 

受訪者：我覺得為了打卡而去消費是在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因為你的享受不

是個人的享受，你是相對地有虛榮的心態，你是為了讓自己的 PO文有一個網紅

格，而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去食。 

訪問者：根據你這樣說，其實打卡佔你生活的很少，那麼在你接觸了打卡之

後，你的開支有沒有變化？ 

受訪者：其實變一定有變，但是不是因為打卡，而是因為陪朋友去。 

訪問者：除了一些美食打卡，亦有人會特意去旅行只是為了一個景點，但這個

消費是很高的，你又會如何看待這些人？ 

受訪者：我覺得這個會有少少本未倒置，如果你因為去這個地點而順便打卡，

才產生這筆消費，這樣是很合理，但是你因為打卡而去這次旅行，你不是因為

想去而去，那麼我覺得浪費金錢的不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浪費時間。因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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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核心在於，體驗生活，但是你是為了打卡而去，會體驗不到生活。 

訪問者：有些人會影響店鋪的裝修，或者人氣、品牌等等的因素而去選擇餐

廳，那麼你會因為什麼因素去選擇？ 

受訪者：如果在本地我很多都會嘗試，看見新開店店鋪都會去嘗試，不過都會

以近自己為標準：如果旅行，我不會選擇去一些比較靚的店鋪，我會選擇一些

當地人會吃的，一些小店會更吸引我。 

訪問者：所以一間店的裝修是不會影響你的選擇嗎？ 

受訪者：是的。因為你食一餐飯的本體不是裝修而是食物。 

訪問者：你覺得現在關於打卡優惠多嗎？ 

受訪者：我覺得現在是相對少，在一、兩年前會比較多。 

訪問者：你覺得這是好的營銷手段嗎？ 

受訪者：我覺得是不錯的。 

訪問者：對比起來你覺得這樣的營銷手段比較好，還是把店鋪裝修得好靚會比

較好？ 

受訪者：沒有那種比較好，但是我覺得後者是比較高明，因為前者是你要求，

所以消費者才分享出去，後者是消費者自願。 

訪問者：那麼你會因為有優惠而去打卡嗎？ 

受訪者：其實都會，但是我會看它分享的程序會不會很繁複，如果是簡單一個

打卡，我也會的。 

訪問者：那你覺得這種優惠打卡，會不會對你產生影響？ 

受訪者：是有影響的，如果我選擇打卡，就嘗試的多一樣，如果覺得味道是不

錯，下次也可以光顧，相對地，這樣是比較麻煩，會增加更多排隊，但是我本

身又不喜歡等，所以其實系不喜歡的。 

訪問者：你平時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受訪者：食、聽音樂會或者看電影。 

訪問者：那麼你會特意抽時間去一些景點打卡嗎？ 

受訪者：會的。 

訪問者：那麼你會見到一個地方好靚而打卡嗎？ 

受訪者：都會的。 

訪問者：你會見到打卡的出現令你的生活豐富了嗎？ 

受訪者：豐富就未必，但我接觸的東西會多了。 

訪問者：那打卡會令的餘暇活動多了嗎？ 

受訪者：不會，因為我不會因為打卡而去做一個活動，而是會因為一個活動而

順帶打卡。 

訪問者：如果你得閒而約朋友打卡嗎？ 

受訪者：我多數是被約去而順帶打卡。 

訪問者：所以是有這方面的休閒活動嗎？ 

受訪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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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你覺得打卡會令人上癮嗎？ 

受訪者：我覺得是有人會打卡而上癮的，但這不是因為打卡上癮，而是這些人

覺得自己是網紅。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會對你的人際關係有幫助嗎？ 

受訪者：我覺得的確有幫助的，可以幫助一些生疏了的朋友。 

訪問者：你會帶動身邊的朋友去打卡嗎？ 

受訪者：我不會，因為通常我是被帶動的一方。 

訪問者：你認同打卡會暴露到私隱嗎？你有什麼看法？ 

受訪者：我覺得打卡會暴露到自己行蹤，但這個是可以預防的，例如你早上去

的地方，但你下午、夜晚或者離開了這個地方才分享出去。打卡的確會暴露到

私隱，但這是自願分享出來，不是被逼分享，且對他產生影響，令到他覺得反

感。 

訪問者：那麼你可以詳細分享一下剛剛你所說，打卡帶來的負面影響嗎？ 

受訪者：我有一個親身經歷，在一個博物館禁止開閃光燈，但是有一堆人在拍

照開閃光燈，這樣都算了，他們還把路堵了，妨礙了別人瀏覽。 

訪問者：所以你覺得最大的影響是妨礙了別人？ 

受訪者：是的。 

訪問者：那麼你覺得打卡還有什麼好處？ 

受訪者：打卡還可以振興經濟，刺激消費，亦可以讓人們分享自己的生活，而

去一些景點打卡，那麼這些景點是有固定構圖，別人就不需要自己再構圖。 

訪問者：好的，感謝你今天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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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訪問者 C) 

訪問者:你清唔清楚咩係打卡啊 

受訪者:嘅...係我印象中打卡就係話去到一啲地點啦或者看到一啲商品之後影

相然後 po上網，即係 share個 po戈啲叫打卡囉 

訪問者:咁打卡對於你黎講會係啲咩野呢 

受訪者:我覺得打卡就係話比人地知道你黎過呢個地方，或者係比人地知道你食

過呢樣嘢，或者係見過呢個商品咁囉 

訪問者:咁其實你平時會唔會打卡 

受訪者:有試過打卡，但係唔會成日打卡囉呢個，我個人角度黎講有啲麻煩 

訪問者:即係你比較少做呢一樣野嘅。咁你身邊嘅朋友會唔會有打卡呢個行為？ 

受訪者:有啊 

訪問者:可唔可以講下啲例子，或者佢地會有啲咩類型嘅打卡？ 

受訪者:嗯...好似話有啲人去左國外，就會係咁影啲相返黎，係咁話我去過呢

啲地方啊，或者 po 下佢地嘅心情啊，有啲人就話佢地去到某一個地方食左啲好

野，之後就話影相 po上黎，然後講自己嘅心情，或者形容下味道咁樣。 

訪問者:即係都係偏向野食嘅你嘅朋友。嘅...咁你係點睇打卡呢一樣嘅活動？ 

受訪者:嘅... 我覺得打卡呢一樣野可以吸引到一部分嘅消費者，有啲人就話我

唔清楚呢到有呢樣嘅活動，或者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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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有呢個地點，亦都唔知道呢個地方本身係咁靚嘅咁樣，之後經過打卡啦，

之後慢慢就有好多好多嘅人，黎進行觀光啊、消費咁樣，其實我覺得係一個促

進經濟發展嘅一個活動黎嘅 

訪問者即係可以促進到經濟發展，咁其實你都有嘗試過打卡呢樣啦，只不過後

來覺得麻煩而去冇繼續做啦，咁你覺得打卡對於你黎講有冇影響？ 

受訪者:其實就唔會冇嘅，只不過影響唔大。其實當時我打卡都係想試下呢樣活

動 

訪問者:咁係咩嘢令到你會想去嘗試呢樣嘢呢 

受訪者: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就係之前兩年前去到外國戈到戈個景好靚影落黎，

之後 po上去 

訪問者:咁你覺得打卡文化呢樣嘢係近呢幾年慢慢，或者會興起成為一個趨勢？ 

受訪者:會嘅，呢個係會嘅。即係始終而家好多好多嘅社交媒體啦，唔單指話係

以前嘅 wechat，而家 ig都係一個成日見到人地打卡嘅地方，所以打卡文化成

為而家嘅趨勢係一個必然嘅走向 

訪問者:乜嘢導致打卡文化成為一個趨勢，即係乜嘢令到呢樣嘢興起呢 

受訪者:我覺得係，因為打卡原本就係想展現戈個地方嘅一啲事物啦，但係漸漸

我覺得呢係啲人想去刷存在感，係覺得我想展現自己，我想比人知道自己嘅存

在感，增強自己嘅存在感。 

訪問者:你會不會為了打卡而去消費？ 

受訪者：不太會。 

訪問者：你怎麼樣看待為了打卡而去消費的人？ 

受訪者：在好的方面，這些人是敢於嘗試；在另外的角度看，這些人并不理

智。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對店鋪的裝修和商品有沒有影響？ 

受訪者：有，經過很多人的宣傳，很多店鋪都會改變自己的裝修，符合年輕人

的心態，特意改變裝修，令更多人去打卡。 

訪問者：你怎樣看待這些店鋪？ 

受訪者：我覺得這是明智的決定，人就是要跟著潮流走。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能夠獲得優惠好不好？ 

受訪者：這個能吸引消費者消費，也能獲得這間店鋪的消息。 

訪問者：你會不會因為這些優惠活動而去這間店鋪？ 

受訪者：有嘗試過。 

訪問者：那麼你 po 完會不會有朋友去詢問你這些資訊？ 

受訪者：有。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這個行為對你和朋友之間的社交關係有沒有幫助？ 

受訪者：我不覺得有什麼明顯的幫助。我只是告訴了朋友這些資訊，但對關係

并沒有影響。 

訪問者：你平時的休閒活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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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做運動。 

訪問者：澳門都會有打卡方面的活動，你覺得這對澳門旅遊或經濟有沒有幫

助？ 

受訪者：我覺得是幫助不大，因為澳門本身的客流量已經很大。 

訪問者：網上的宣傳是主要的宣傳手法嗎？ 

受訪者：是的。 

訪問者：你覺得會不會暴露自己的私隱或行蹤？ 

受訪者：會暴露自己的行蹤，私隱就看使用者如何使用。 

訪問者：你覺得打卡會不會影響其他人？ 

受訪者：一定有的，但是對於拍照的人會有很大的滿足感。 

訪問者：你有類似的經驗嗎？ 

受訪者：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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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訪問者 D) 

Q 你知唔知咩係打卡呀？ 

A 知！類似果啲成日去網紅店或者好多人討論嘅店度特登去影相，po 上網 

Q咁打卡對於你尼講係啲咩？ 

A嗯..唔算係一個必須品 

Q咁你平時會唔會打卡呀？ 

A會少 

Q咁個頻率係？ 

A唔係果種一有假期或者星期六日就特登去果種，係朋友叫得閒就一齊去 

Q咁身邊朋友有帶動過你去打卡嘅？ 

A有！ 

Q例如..？ 

A就係佢地有時放假就會特登返大陸話去果啲類似 cafe?果啲波波池呀，成間都

粉紅色咁樣，特登去影相 

Q咁你幾時開始打卡架？ 

A應該依一兩年開始接觸 

Q點解會開始打卡嘅？ 

A因爲身邊嘅朋友好多都會特登搵一啲地方去影相，然後有時得閒就會叫埋我

咁樣 

Q你點睇打卡依個活動依個行為呀？ 

A打卡依個行為有少少呃 like嘅成份 

Q點解會咁覺得嘅？ 

A因爲感覺成件事嗯..有啲唔真實，啫係好似去食野但係你就特登咁樣影相，

好似以經唔係你本身去果個地方嘅目的冇左，啫係可能真係有啲人係去特登去

影相 

Q咁打卡對於你黎講有冇帶嚟啲咩嘅影響 

A嗯...唔太大嘅影響 

Q你認唔認為打卡會影響消費 

A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會有少少... 

Q有冇類似嘅經歷 

A我啊...我覺得對於我黎講冇咩影響 

Q咁你身邊有冇類似嘅人 

A有，佢地可能有時就會特登一至五佢地都返屋企食囉或者點樣，跟住一到放

假就可能連返工嘅錢都攞埋出黎，特登為左過香港或者返大陸咁樣...就值得去

揾間鋪咁.. 

Q咁你點睇戈呢啲人 

A點睇呢啲人...係我角度黎睇呢件事冇咩特別嘅必要，比如話一放假你就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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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影相 

Q咁打卡佔你日常開支幾多？ 

A好少... 

Q咁打卡前後你嘅開支有無改變？ 

A吾算多 

Q咁你身邊有無一些打卡金額比較高的人？ 

A有...就算沒有特別的假期，星期六日都會特登搭車過香港或者翻大陸，要轉

好多次嘅車程去到個間野，消費比較高，佢地就會將大部分零用錢放曬落去打

卡個方面 

Q咁你有無參與過這種行為？ 

A少...但都有試過 

Q咁可吾可以分享一下你嘅經歷？ 

A個時佢地話翻大陸影相，好似波波池那種類型的網紅店，然後他們叫上我，

而且我也有空，所以就一齊去 

Q咁那時候你大概消費了多少金額？ 

A如果你講最少消費了多少金額嘅話，都有 6、70蚊，但計上車費可能就過一

百蚊 

Q咁點解你又會參與呢種打卡行為？ 

A因爲那時候剛好有空，她們又不停問左我好多次，所以我就同佢地一齊去左 

Q咁你覺得個間鋪嘅裝修同人氣會吾會影響到你撰擇個間餐店？ 

A好少會影響到我對個間餐廳嘅睇法 

Q甘你最主要睇間餐廳嘅什麼？ 

A環境嘅乾淨程度同食物好吾好食 

Q點解間餐廳嘅裝修同人氣吾會影響到你？ 

A因爲這些東西很主觀，因為間餐廳人氣高好大因素係大部分人都鐘意呢個口

味，但吾代表我都鐘意呢個口味，我覺得大家嘅口味都吾一樣 

Q甘你身邊有無一些人衝著個間餐廳嘅人氣去食個間野？ 

A有...有陣時間忽然那間雞蛋仔被人吹棒，佢就會特登排成半個鐘或者一個鐘

去買 

Q咁你點睇呢 d人？ 

A有少少跟風嘅成分，買完之後都吾係即刻食，不停咁影相，影完之後就 po，

po完之後先再食 

Q咁你點解覺得佢地係跟風？ 

A因爲係人氣高先去排，而有一 d朋友係我地推薦佢去排個間好食，但無咩人

上網 po出黎，去睇那些 app沒有提及到，佢都吾會去試 

Q咁你覺吾覺得依加嘅打卡優惠好多？你有無試過因爲有打卡優惠而去打卡？ 

A多...都有，就同朋友去一些類似手搖店，佢同你講你 like佢地嘅主頁或者

你 po一個 po然後 tag佢地間鋪就可以有一些甜品之類嘅贈品，甘個時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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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有多一份食物，然後一齊食，同佢地一齊 po左 

Q咁你認吾認為打卡係一個較好銷售及宣傳手法？ 

A會係...因為依加好多熱潮就係話年輕人嘅熱潮，都係打卡或者去其他地方打

卡影相，特登去影個間鋪嘅野食，有好多鋪頭就會捉住呢個點而去做一些營銷

手法 

Q甘你有無試過因爲呢個打卡優惠而去個間鋪頭？ 

A無... 

Q你最主要嘅打卡原因都係咩？ 

A真係純粹朋友叫我一齊去 

Q咁你認為打卡會吾會影響社交？ 

A部分...對於我來說不會影響全部社交 

Q你身邊有沒有一位打卡而影響社交的人？ 

A有一部分會，有一部分不會成日去網紅店影相，基本上她們的話題就是幾時

去邊到開左新店 

Q你認爲打卡對人際關係的影響嗎？ 

A可能會，可能大家沒有共同話題，你對打卡也不是特別熱衷 

Q你平時大多數的休閒活動是？ 

A留在家中，或者和朋友出街。 

Q有沒有嘗試去打卡？ 

A好少 

Q會不會抽時間去打卡？ 

A不會特意 

Q你身邊有這樣的朋友嗎？ 

A有 

Q你如何看待這樣的人？ 

A我覺得有些不切實際，不必要 

Q爲何你覺得不必要？ 

A因爲我覺得這些不會影響到生活很大部分 

Q你會不會見到一些店鋪好靚而去打卡？ 

A有試過 

Q你如何發現這些店？ 

A通常是行過或見到朋友 po，但不至於特登去找這些店，然後去找路 

Q打卡會不會令到你生活豐富了？ 

A有的，你去打卡可能會有很多嘗試 

Q你的餘暇活動有沒有不同了 

A沒有 

Q大卡會不會成爲你約朋友的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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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會，有部分朋友之前約出去就只是行街，現在就會變成去打卡 

Q你打卡會不會 po 上網 

A會 

Q點解你會選擇 po 上網？ 

A我 po上網不是為了厄 like，而係我覺得我地一起 po上網好似就同步左，可

以拉近我同表妹的距離 

Q打卡有沒有成爲你一個美好的回憶？ 

A有部分，通常我會成爲拿相機的人，其中會發生一些搞笑的事情 

Q你認爲打卡會上癮嗎？ 

A我覺得會，因爲有些人打卡會有好多 like，然後會有滿足感，所以會繼續做

呢樣野 

Q你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A有，但係少 

Q你如何看待這些人？ 

A我覺得她們喜歡就好，只要不要影響到別人 

Q你覺得打卡會不會增加自信心？ 

A我覺得對於一些人會 

Q你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A都有 

Q例如呢？ 

A她們會爲了打卡而去學化妝，襯衫，去增加自己自信心 

Q你會不會帶動身邊的朋友打卡 

A不會 

Q你會不會被身邊的朋友帶動打卡？ 

A有，不過少，基本她們打卡會叫我，但是如果我唔得閒，都不會去 

Q你覺得打得多會唔會上癮 

A會上癮 

Q身邊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A相機裡面 ge自己都系靚 D，佢地打卡 po相唔會用原相機，可能佢地習慣相機

中 ge自己，有人開始留意佢，然後佢會開心，呢個行為可以令佢有滿足感 

Q你點樣睇呢 D人？ 

A我覺得冇咩所謂，我唔討厭呢 D人，但係都冇話想成為呢 D人 

Q你覺得打卡會暴露行蹤嗎 

A我覺得唔會 

Q你覺得打卡會影響其他人嗎 

A我覺得有時會，有一次去復古茶餐廳食野，我同個朋友都唔知個間系一 D打

卡網紅店，然後會有好多人行黎行去，然後為左影張靚 ge相撞到我哋，我同個

朋友就會覺得餐飯食得好唔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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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當時有咩感受 

A我唔會干涉人地點做，但係我覺得唔影響人就 ok，但係佢個次就系影響到我 

Q點解你會覺得唔舒服 

A可能我個人覺得本身間店已經系茶餐廳，然後又有服務員，加上我哋坐 ge位

後面就系打卡點，D 人系到撞黎撞去，所以覺得好唔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