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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現今，社交平臺成為了年輕人喜愛的交流方式。不論在日常生活記錄點滴、休閒娛樂，甚至最基

本的溝通交流，基本都須透過社交平臺，而青少年處於心智仍不完全發展的過程，是很容易被網路的

花花世界灌注不良好資訊。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能瞭解澳門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並從中得

知與其對青少年的行為模式有沒有明顯相關。並延伸出其他可能與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對青少年的行

為模式相關的因素，就兩者作出比較，如性別、年級等。按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分析兩間之間的關係，

進而討論結果的形成的成因。（寫一下我們的初衷，澳門現在有研究嗎）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推介性抽樣及便利性抽樣為主要方式，覆蓋了全澳 14間學校。派出

220份紙本問卷和網上問卷形式，收回問卷 314份，有效問卷 304份。 

 

貳．前言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成為人們日常社會生活中不可忽視的一

部分，各類媒體更融入我們的生活。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資訊，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臺讓世

界每一處的人去交流和認識彼此，瞭解不同的文化，從而擴闊世界觀。青少年更為其主要的使用者，

對他們今後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性格、心理、社會生活、思維方式、人際關係

都產生著巨大影響。社交網絡在豐富了青少年生活的同時，也對他們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使青少年

在技能規範、價值觀確立、社會互動、人格塑造、角色扮演等社會化過程中面臨困境。社交媒體對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有正反兩面不同的研究，特別對中學生的影響，更為值得關注。由

於青少年心智發展尚未成熟，人生價值觀未形成，對於接收的訊息未能以批判性思維去思考，導致不

慎地選擇去吸收或過濾。加上年青人特別重視朋輩的看法，所以對這些人際網絡平臺，青少年比成年

人更加倚重。通訊軟件的本質是為了拉近人們的關係，特別是青少年。在現今科技發達的世代，幾乎

每人的智慧手機中都安裝了通訊軟件應用程式，方便自己與外界聯絡。而現時市面上的通訊軟件大多

都具備除即時通訊及更多能互動的功能，大眾可以透過這些應用程式與朋輩發送短訊、分享照片及影

片等，從而讓雙方增加了不同方式的溝通，增進彼此的感情，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同時，這些通訊

軟件亦能讓一些較內向和現場語言表達力較差的使用者多了機會及管道與他人聯絡，增進雙方的友

誼。 

 

 

 

 

 

 

 

 

 

 

 

 

 



 

參．研究目的 
昔日，人們的交流只限於各類的書信及真實的溝通，但因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我們已步進這「一

人一機」的年代，人們在溝通和交流的方式上已變得多樣化。然而，現代人更傾向於在網絡平臺上的

展現自己，面對面的現實溝通已顯得「沒落」。隨著各類社交平臺的崛起和普及，它們的高滲透性，

使其在人類生活中佔有一席不可取替的地位。 

青少年是我國未來的棟樑，他們正處於最容易被影響的一個階段，也正是使用社交平臺第二多的

年齡層。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次研究，使青少年能得知使用各種社交平臺的時長會對他們在行為模

式上的帶來的影響。在行為模式方面，我們將著重於網絡行為中的狹義和廣義來分別進行討論，主要

針對社交能力，心理方面以及網絡集羣三個方面。 

    目的： 

(一)瞭解澳門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 

(二)瞭解澳門青少年對社交平臺的依賴 

(三)探討澳門青少年是否因社交平臺的使用時長而影響社交能力，心理及參與網路集羣 

(四)按研究結果進行分析及討論，並提出可付諸行動的建議 

 

肆．文獻回顧 
 4-1：定義 

1.青少年：青少年是身體和心理發展的過渡階段，此一階段通常發生在青春期到法定成年期間。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 10到 19歲的年齡組為「青少年」。本研究主要以中學生為主，年齡介乎此年齡

層。（世界衛生組織） 

 

2.行為模式：人所表現出的人格模式，即個人的行為習慣。通常是生理特質和心理特質在環境中發生

作用的結果。本文將著重探討行為模式中的網絡行為。本研究主要集中於研究社交能力，心理以及參

與網路集群的行為模式。（教育百科） 

 

3.網絡集群：為網絡行爲的其中一細項，是指那些發生在電子網絡空間裏的人的行為活動。這類行為

活動是一種在人們激烈互動中自發的、無指導的、無明確目的、不受正常社會規範約束的眾多人的短

暫性狂熱行為，也稱為群集行為、群眾行為或集體行為。（百度百科） 

 

4. 社交平臺：社交平臺可以透過溝通連結、分享、交友等不同的應用方式存在。社交平臺網站代表

了某種交友平臺的新型態，代表一種新的交友型態，不只從使用者的觀點出發，讓個人自訂各自的資

訊、資料、版面以外，更延伸讓使用者可以自成群組，使用者可以根據本身的需求、興趣，在這樣的

社交網路的網站上進行群組的創建、加入等動作，進一步地群組本身也將延伸各式自己的活動與相關

的應用情境。（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的定義與發展，2011） 

 

5. 社交：指社會上人與人的交際往來，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方式（工具）傳遞資訊、交流思想的意識，

以達到某種目的的社會各項活動。（百度百科） 



 

 4-2：文獻 

青少年越多使用社交媒體越不快樂，女生尤其如此 

以往有不少研究均發現，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會對我們的情緒產生不良影響，但有批評者指這些研究揭

示的大多只是相關性，並未建立明確的因果聯繫——簡單來說，很難講清楚是使用社交媒體使人不開心，還是

不開心的人更有可能去使用社交媒體。該研究由英國勞動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主持，

使用了 2010年至 2014年期間對英國家庭的追蹤調查數據——有約 4000名 10歲至 15歲的青少年提交了自己

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並對其在學習、外表、朋友、家庭、學校和整體生活這六個方面的滿意程度進行了打分。

調查人員發現，花越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的孩子，對於自己在學習、外表、家庭、學校和整體生活狀況方面的

滿意程度越低；雖然「朋友」狀況是一個例外，但調查數據也沒有顯示，社交網絡有利於增加孩子們對友誼的

滿意程度，與此同時，調查還發現在社交媒體使用頻率差不多的前提下，相對男生而言，女生更容易感覺到不

快樂，並且在「外表」與「學校」這兩項特別突出。（《青少年越多使用社交媒體越不快樂，女生尤其如此》，

2016） 

 

社交網站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影響現實生活及情緒，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2013年的「青少兒網路使用與價值觀」調查，發現 fb重度使用者，

相較其他網站使用者，較易逃避責任。Fb重度使用者在網上分享心情，若得到認同(獲「like」)，在現實生

活的言論很易失去分寸和界線。耶魯大學、加州大學和 fb合作研究發現，在 fb上發表具正向或負面情緒的貼

文，短時間內會衍生更多相同情緒的貼文。香港青年協會 2009年訪問近 700名中學生，44%受訪者受情緒困擾

時，會把感受分享到 fb，42％受訪者稱分享後心情會紓緩。（《社交網站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2015 

 

研究指瀏覽社交網影響情緒 fb 反駁：積極互動可改善人際關係 

社交網站 facebook（fb）前副主席帕利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日前批評，fb破壞社會運作、使

人與人關係緊張，更稱「不准子女用那垃圾」。fb週五（15日）發表網誌，引用研究指瀏覽 fb接收資訊，的

確會影響用家情緒，但只要在平臺上與人積極互動，反有助增進人際關係。fb週二（12日）回應帕利哈皮蒂

亞的言論，指他已離開公司 6年，不熟悉公司近期改善服務的努力。帕利哈皮蒂亞兩天後改口，稱 fb是「令

世界美好的力量」。今年 3月，有美國學者研究指出，每日使用 fb、Instagram、Twitter等社交網站最少兩

小時，與用家感到被孤立有一定關係。fb週五（15日）發表網誌，引用兩個「引人注目的」同類研究，承認

花費大量時間「被動地接收資訊」，即只瀏覽內容而不與別人互動，會令用家情緒及精神健康較差。但 fb形

容，這些研究「不全面」，並引述公司自己進行的研究，指只要在 fb上與人「積極互動」，都可以加強用家

與家人、同學、同事、朋友間的聯繫，令他們更快樂及感覺到自己「屬於組織的一部分」。公司特別強調，單

在 fb上貼文是不足夠的，更重要是與其他人進行「一對一的互動」，例如互傳訊息、分享帖文及留言等，才

最能令他們享受到平臺帶來的好處。（《研究指瀏覽社交網影響情緒 fb反駁：積極互動可改善人際關係》，

2017） 

 

 

 

 

 

 

 

 



 

“人肉搜索”猖獗 香港過半中學生資訊遭曝光 

港媒稱，一項調查發現，香港一半以上中學生的個人資訊和照片未經允許就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應用軟件上

遭到曝光。香港《南華早報》網站 9月 5日發表題為《調研報告揭示香港'人肉搜索'現狀，一半以上中學生的

個人數據遭網上曝光》的報導稱，受害者中，超過 20%的學生覺得介於輕微和極其嚴重抑鬱及焦慮之間，接近

16%的人說他們感到緊張。報導稱，調研發現 48%的受害者說他們採取以牙還牙的辦法予以還擊，在網上公佈

加害者的個人信息，儘管因問卷設置多選回答而存在矛盾，66%的人宣稱他們“無計可施”。報導指出，最常

見的資訊共用包括個人照片或視頻、姓名、出生日期、手機號碼和所在學校。這些資訊最有可能通過社交媒體

或即時通訊應用軟件加以傳播。報導稱，近一半案例中，加害者是同學。但是，在大約 25%的案例中，加害者

是父母一方或家庭成員。剩下的四分之一受害者說他們不知道是誰披露了自己的資訊。調研還詢問了學生是否

人肉搜索過其他人，只有 12%的人說搜索過。回答問卷的學生中，男孩更可能搜尋和傳播他們討厭的人的資訊，

而女孩則搜索和傳播他們喜歡的人。一名六年級的學生說：“我覺得人肉搜索的主要原因是好奇心。他們想更

多瞭解他們感興趣的人的背景。當他們確實喜歡或厭惡某人時，也會這麼幹。” （趙潤琰，2018） 

 

來博取同情，展現自己 

鑒於青少年網絡成癮以日趨嚴重，而身處於生活充斥著網際網路的時代，使用網路已是無可避免的事，因此我

們應該要探討的是為什麼青少年會過度依賴網路，根據相關研究指出青少年網路成癮是因為於現實生活中遇到

挫折，獲得不到肯定，找不到舒壓的管道，進而逃避自己，從虛擬的世界裡，來博取同情，展現自己，捨去旁

人的眼光與平日的道德的枷鎖，解放自己，創造自我所認識的價值，從中獲取成就感與滿足感，從中遺忘現實

生活中所遭遇的困難與挫折。（黃成榮，2009） 

 

上網頻率越來越長，出現負面情緒反應及與朋友與家人疏遠 

上網時周及頻率越來越長，且難以克制自己上網的渴望與沖動；當突然被迫停止上網·離開電腦甚至是不能上

網時，會出現躁鬱、失落或抓狂等強烈的負面情緒反應；生活中因長時間沉溺於網路，造成課業落後，與朋友

與家人漸漸地疏遠以及生理因長時問維持同一項動作而造成的肩頭痛，睡眠不足等問題，都可能已經有網路成

癮的跡象。（賴梅芳，2013） 

 

使用社交媒體時間的長短相比，女生男生出現抑鬱症狀的機率高 
零零後女生出現抑鬱和情緒問題的機率高於同齡男生，這與她們每天花費在社交媒體上的驚人時間有密切關係。

造成抑鬱症狀的元兇，包括網絡欺淩、睡眠習慣欠佳以及社交平臺上的形象經營和競爭心態。倫敦大學的 

Yvonne Kelly 教授形容，在患有抑鬱症的 14 歲女生之中，她們更容易表現出心理健康問題，並可能引發自

殘和自殺的念頭。Kelly 解釋道與男生相比，女生沉迷社交媒體和抑鬱症狀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對她們來說，

每天花費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抑鬱症狀的增加趨勢則愈明顯。使用社交媒體時間最長的族群（即每天超過 

5 小時），與每日使用 1 至 3 小時的群體相比，女生出現抑鬱症狀的機率高達 50%，而男生則高達 35%。（謝

利，2019） 

 

過度使用社交媒體、著重外表，導致較差的信心和心理健康 

英國兒童委員會委員 Anne Longfield 警告，愈來愈多人因此過分著重外表和擔心自己在網絡世界的形象。倫

敦國王學院育兒研究專家 Stephen Scott 教授亦表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確實會導致較差的信心和心理健康。

一開始可能是因為對自己體形不滿意，朋友不多，花更多時間在虛擬社交世界。又或者次序相反，接觸太多悉

心包裝的網絡紅人，對自己身體感到厭惡，真實的朋友亦很少。（余偉豪，《青年的虛擬與現實》） 

 



 

伍．研究及抽樣方法 
   5-1 研究假設 

  我們作出假設： 

一：女生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較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不成立） 

二：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越希望取得關注 

三：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情緒越負面。 

四：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會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五：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越長，越容易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不成立） 

 

   5-2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分為五部分：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性別、年級。 

第二部分：受訪者對社交平臺的使用概況：平時使用社交平臺的類型，每天使用其的總時長及什麼原

因開始使用社交平臺，社交平臺上的使用時長及對其的類型的調查，相對於假設的；另外亦會調查他

們是否可以接受不再使用社交平臺的意願。 

第三部分：社交能力的測試，我們根據參考心理測試，抽選出十五題關於社交能力測試的量表，以分

數總和的高低作為計算單位。 

第四部分：社交平臺與心理方面，我們根據參考心理文獻，抽選出八題關於心理測試的試題，以分數

總和的高低作為計算單位。 

第五部分：社交平臺與網路集羣方面，我們根據參考的文獻，抽選出八題關於網路集羣測試的試題，

以分數總和的高低作為計算單位。 

 

   5-3 研究對象 

  澳門的中學生。 

 

   5-4 抽樣方式 

  本研究主要推介性抽樣及便利性抽樣為主要抽樣方式。 

1. 組員首先在校內陳瑞祺永援中學的中學部，以各級均等數量派發問卷。 

2. 透過朋友或在街上向學生派發問卷。覆蓋學校包括：粵華中學、慈幼中學、嘉諾撒聖心中

學、高美士中葡中學、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

中文部及英文部、濠江中學、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聖保祿學校、澳門海星中學、澳門

培正中學、等十三所中學。 

 

   5-5 數據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以進行資料統計和數據分析。

在覆查數據確定無誤後，再使用單因數變異數分析（ANOVA）、皮爾森相關(Pearson)等作分析。 

 

   5-6 樣本數目 

  本次研究一共派出 220份紙本和網上問卷形式，收回 314份問卷，經核對，有效問卷為 304份。 

 



 

   5-7 研究限制 

1. 因是次抽樣方式不為隨機抽樣，所以只能代表已填問卷的人，研究結果未能覆蓋全澳中學生。 

2. 因現今澳門社會未有一個最為標準的行為模式上的正確與否，在社交能力，心理及網路集羣未有

確切的量表，根據鄰近地區內地採用了一個較為合適的量表作為測試標準。不同量表標準有可能

影響受訪者測試的得分。 

 

   5-8 評分標準 

    第三部分社交能力的測試，共抽取 15道問題，計算方法採用我國學者馬建青編制的人際交往能

力自測量表。該問卷採用 5點計分，5代表完全符合，4代表基本符合，3代表難於判斷，2 代表基本

不符合，1代表完全不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人際交往能力越低，總分超過 60分則說明社交能力存在

很大問題。 

   在第四和第五部分的量表，各 8道問題。計算方法使用李克特 5等級量表，受訪者可選擇 1分(非

常不同意)到 5分(非常不同意)。在該部分中，均分別或整體與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作單因數變異數

分析（ANOVA）檢定。 

 

陸．研究結果 
6-1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6.1.1 性別 

    表 6.1.1為受訪者性別之比例。其中男性有 110名，佔 44.9%；女性有 194名，佔 55.1%。 

表 6.1.1  受訪者性別之個數分配表 (N=304) 

性別 個數 百分比 

男 110 36.2% 

女 194 63.8% 

 

  6.1.2 年級 

   表 6.1.2為受訪者年級之比例。以高一人數(87名, 28.6%)最多，及後為高二(68名, 22.4%)、初

三(50名,16.4%)、初一(35名,11.5%)、高三(33名,10.9%)、初二(31名,10.2%)。 

表 6.1.2  受訪者年級之個數分配表 (N=304) 

年級 個數 百分比 

初一 35 11.5% 

初二 31 10.2% 

初三 50 16.4% 

高一 87 28.6% 

高二 68 22.4% 

高三 33 10.9% 

 

 



 

    6-2 第二部分：平時使用社交平臺 

   表 6.2.1平時使用社交平臺的類型之比例。以使用者創作內容平臺的使用人數(234名，26.4%）

最多，及後為社會網絡網站(223名，25.1%），行動社群平臺(216名，24.4%），遊戲網站(110名，12.4%）、

其他（8名，0.9%)。 

表6.2.1 平時使用社交平臺的類型次數分配表 

N     百分比 觀察百分比 

社會網絡網站 223 25.1% 73.4% 

使用者創作內容平臺 234 26.4% 77.0% 

交易與市場網站 96 10.8% 31.6% 

遊戲網站 110 12.4% 36.2% 

行動社群平臺 216 24.4% 71.1% 

其他 8 0.9% 2.6% 

總數 887 100.0% 291.%8 

a. 二分法群組於值 1 表格化。 

 

表 6.2.2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的使用者之比例。以使用 120分鐘以上的人數(134名，44.1%)

最多，及其後為使用 90-120分鐘(64名，21.1%）、60-90分鐘(54名，17.8%）30-60分鐘（41名，

13.8%）、1-30分鐘(10名，3.3%)。 

表6.2. 2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 

 N 有效百分比 

1-30分鐘 10 3.3 

30-60分鐘 42 13.8 

60-90分鐘 54 17.8 

90-120分鐘 64 21.1 

120分鐘以上 134 44.1 

總計 304 100.0 

 

表 6.2.3可以接受不再使用社交平臺之比例。可以接受的人數(58名，19.1%）。不可接受的人數（246

名，80.9%）。 

表6.2.3 可以接受不再使用社交平臺 

 次數分配表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可以 58 19.1 19.1 19.1 

不可以 246 80.9 80.9 100.0 

總計 304 100.0 100.0  

 

 

 

 

 



 

6-3 第三部分：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分數：平均數為 42.0757，分數<30 社交能力較好，分數>60社交能力較差 

表6.3.1統計量 

社交能力分數   

N 有效 304 

遺漏 0 

平均數 42.0757 

中位數 42.0000 

眾數 45.00 

標準差 10.58570 

最小值 15.00 

最大值 75.00 

分數≤30 39 

分數≤60 251 

分數>60 14 

 

6-4 第四部分：心理分數 

心理分數：平均數為 19.6513，有人分數最低僅有 8分，最高有 40分。 

表6.4.1統計量 

心理分數   

N 有效 304 

遺漏 0 

平均數 19.6513 

中位數 20.0000 

眾數 24.00 

標準差 5.98156 

最小值 8.00 

最大值 40.00 

 

希望獲取關注：平均分為 7.4507，有人分數最低僅有 3分，最高的有 15分。（總分為 15分） 

表6.4.2 統計量 

希望獲取關注   

N 有效 304 

遺漏 0 

平均數 7.4507 

中位數 7.0000 

眾數 9.00 

標準差 2.46645 

最小值 3.00 

最大值 15.00 



 

 

情緒負面：平均分為 12.2007，有人分數最低僅有 5分，最高的有 25分。（總分為 25分） 

表6.4.3 統計量 

情緒負面   

N 有效 304 

遺漏 0 

平均數 12.2007 

中位數 12.0000 

眾數 15.00 

標準差 3.94130 

最小值 5.00 

最大值 25.00 

 

6-5 第五部分：網路集群 

網路集群分數：平均分為24.3092有人分數最低僅有10分，最高的有38分 

表6.5.1統計量 

網路集群分數   

N 有效 304 

遺漏 0 

平均數 24.3092 

中位數 24.0000 

眾數 24.00 

標準差 4.09497 

最小值 10.00 

最大值 38.00 

 

 

 

 

 

 

 

 

 

 

 

 

 



 

柒．研究分析及討論 
7.1 假設分析 

假設一：女生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較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 

    見表7.1.1和表7.1.2，以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將受訪者分開男生和女生兩個使用社交平臺的

時長與其心理作檢定。結果顯示男生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其心理有顯著相關（r=0.204，N=110，

P<0.05），而女生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其心理沒有顯著相關（r=-0.064，N=194，P>0.05）。故女

生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較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沒有相關。（見表7.1.1和表7.1.2） 

 

男生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心理分數比較 

應變數:   心理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2.75641 3.31930 .921 -6.4571 11.9700 

30-60分鐘 3.49170 1.83744 .324 -1.6086 8.5920 

60-90分鐘 4.20879 1.71123 .108 -.5412 8.9587 

90-120分鐘 3.60124 1.55024 .146 -.7018 7.9043 

a. 性別 = 男         （表7.1.1）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心理分數 

 

女生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心理分數比較 

應變數:   心理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87719 2.39587 .996 -7.4761 5.7217 

30-60分鐘 -.25053 1.27938 1.000 -3.7743 3.2733 

60-90分鐘 -1.84689 1.15008 .495 -5.0145 1.3208 

90-120分鐘 -2.03910 1.12542 .370 -5.1388 1.0606 

a. 性別 = 女         （表7.1.2）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心理分數 

 

 

 

 

 

 

 

 

 

 



 

假設二: 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越長，越容易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 

 以Anova相關將受訪者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參與網路集群作檢定。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

時長與參與網路集群沒有顯著相關（r=0.204，N=110，P<0.05），故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

的時長越長，越容易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沒有相關。 

 

初一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4.75000 3.11500 .555 -4.2854 13.7854 

30-60分鐘 4.27381 2.29509 .359 -2.3834 10.9310 

60-90分鐘 6.27381 2.29509 .072 -.3834 12.9310 

90-120分鐘 2.08333 2.41287 .908 -4.9154 9.0821 

120分鐘以上 -2.08333 2.41287 .908 -9.0821 4.9154 

a. 年級 = 初一       （表7.1.3）初一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初二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84615 3.05036 .999 -8.0867 9.7790 

30-60分鐘 .17949 2.57229 1.000 -7.3533 7.7123 

60-90分鐘 3.29060 1.74145 .348 -1.8091 8.3903 

90-120分鐘 1.59615 2.29623 .956 -5.1282 8.3205 

a. 年級 = 初二       （表7.1.4） 初二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初三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30-60分鐘 .49231 2.31760 .997 -5.6904 6.6750 

60-90分鐘 .56731 1.91884 .991 -4.5516 5.6862 

90-120分鐘 2.09231 1.76602 .639 -2.6189 6.8035 

a. 年級 = 初三      （表7.1.5）初三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高一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3.00000 2.81005 .823 -4.8384 10.8384 

30-60分鐘 -1.72727 1.31765 .685 -5.4027 1.9482 

60-90分鐘 1.45455 1.31765 .804 -2.2209 5.1300 

90-120分鐘 1.22727 1.02554 .753 -1.6334 4.0879 

a. 年級 = 高一       （表7.1.6）高一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高二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30-60分鐘 .60000 1.33215 .969 -2.9140 4.1140 

60-90分鐘 -2.33333 1.24611 .250 -5.6204 .9537 

90-120分鐘 -.37500 1.12938 .987 -3.3541 2.6041 

a. 年級 = 高二        （表7.1.7）高二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高三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比較 

應變數:   網路集群分數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2.41667 2.13199 .788 -3.7949 8.6282 

30-60分鐘 2.58333 1.39572 .366 -1.4831 6.6497 

60-90分鐘 1.20238 1.32759 .892 -2.6655 5.0703 

90-120分鐘 -.08333 1.39572 1.000 -4.1497 3.9831 

a. 年級 = 高三       （表7.1.8）高三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與網路集群 

 

 

 

 

 

 

 

 

 



 

假設三: 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越希望取得關注 

見表以 Anova相關將受訪者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參與其心理作檢定。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

的時長與其心理沒有顯著相關（r=0.204，N=110，P<0.05），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越

希望取得關注沒有相關。 

 

（表7.1.9）敘述統計 

心理分數1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1-30分鐘 10 7.9000 3.24722 1.02686 5.5771 10.2229 3.00 13.00 

30-60分鐘 42 6.9524 1.98718 .30663 6.3331 7.5716 3.00 12.00 

60-90分鐘 54 7.5741 2.15968 .29390 6.9846 8.1636 3.00 11.00 

90-120分鐘 64 7.6094 2.15743 .26968 7.0705 8.1483 3.00 12.00 

120分鐘以上 134 7.4478 2.78440 .24054 6.9720 7.9235 3.00 15.00 

總計 304 7.4507 2.46645 .14146 7.1723 7.7290 3.00 15.00 

 

（表7.1.10）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其心理比較 

應變數:   心理分數1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45224 .81064 .981 -2.6770 1.7726 

30-60分鐘 .49538 .43730 .789 -.7048 1.6955 

60-90分鐘 -.12631 .39859 .998 -1.2202 .9676 

90-120分鐘 -.16161 .37574 .993 -1.1928 .8696 

               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越希望取得關注 

 

 

 

 

 

 

 

 

 

 

 

 

 

 

 



 

假設四：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情緒越負面。 

以 Anova相關將受訪者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參與其心理作檢定。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時

長與其心理沒有顯著相關（r=0.204，N=110，P<0.05），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情緒越負

面。 

 

（表7.1.11）敘述統計 

情緒變化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1-30分鐘 10 11.7000 4.47338 1.41461 8.4999 14.9001 5.00 17.00 

30-60分鐘 42 11.9762 3.57149 .55109 10.8632 13.0891 5.00 20.00 

60-90分鐘 54 12.0556 3.19443 .43471 11.1836 12.9275 5.00 18.00 

90-120分鐘 64 12.2344 3.61102 .45138 11.3324 13.1364 5.00 19.00 

120分鐘以上 134 12.3507 4.44897 .38433 11.5906 13.1109 5.00 25.00 

總計 304 12.2007 3.94130 .22605 11.7558 12.6455 5.00 25.00 

 

 

（表7.1.12）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情緒變化比較 

應變數:   情緒變化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30分鐘 30-60分鐘 -.27619 1.39474 1.000 -4.1041 3.5517 

60-90分鐘 -.35556 1.36461 .999 -4.1007 3.3896 

90-120分鐘 -.53438 1.34785 .995 -4.2336 3.1648 

120分鐘以上 -.65075 1.29941 .987 -4.2170 2.9155 

                       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情緒越負面 

 

 

 

 

 

 

 

 

 



 

假設五：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會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以 Anova相關將受訪者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社交能力作檢定。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

與社交能力沒有顯著相關（r=0.204，N=110，P<0.05）， 

 

（表7.1.13）敘述統計 

社交能力分數2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的 95% 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1-30分鐘 10 16.5000 6.07819 1.92209 12.1519 20.8481 8.00 27.00 

30-60分鐘 42 15.9048 4.68422 .72279 14.4451 17.3645 7.00 29.00 

60-90分鐘 54 16.9074 4.51943 .61502 15.6738 18.1410 10.00 30.00 

90-120分鐘 64 15.8906 4.10233 .51279 14.8659 16.9154 7.00 23.00 

120分鐘以上 134 16.5821 5.09356 .44002 15.7118 17.4524 6.00 30.00 

總計 304 16.3980 4.76194 .27312 15.8606 16.9355 6.00 30.00 

 

（表7.1.14）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與社交能力比較 

應變數:   社交能力分數2   

Tukey HSD   

(I) 每天使用社交平臺

的總時長 

(J) 每天使用社交平

臺的總時長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120分鐘以上 1-30分鐘 .08209 1.56625 1.000 -4.2165 4.3806 

30-60分鐘 .67733 .84491 .930 -1.6415 2.9962 

60-90分鐘 -.32532 .77012 .993 -2.4389 1.7883 

90-120分鐘 .69146 .72597 .876 -1.3010 2.6839 

                          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會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7.2 研究假設分析 

1. 概論 

    在是次研究中，受訪者中有男生 110人，女生 194人。高一的比例佔最高，高三的比例最低。受

訪者表示最常使用的社交平臺類型是使用者創作內容平臺。透過問卷中社交能力的測試，我們發現到，

中學生的平均得分低於 43分，也有 14人的高於 60分。在心理方面，我們發現平均得分低於 20分。

在網路集群方面，分數低於 25分，但占總分過半。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不可以接受不使用社交平臺，

有六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可以接受不使用社交平臺。 

2. 女生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間越長不一定比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女生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沒有較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即使女生使

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其在心理影響方面並沒有較男生受影響。證明女生的心理方面並沒有較男生容

易波動。與文獻中指出，社交媒體使用頻率差不多的前提下，相對男生而言，女生更容易感覺到不快

樂並不符，因而我們得出，即使女生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沒有較男生容易在心理方面被影響。 

3. 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不一定越希望取得關注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沒有較其他使用社交平臺時間短的青少年而越

希望取得關注。即使一個人使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其在希望獲取別人關注的分數並不高。證明個人

使用社交平臺並不是為了獲取別人的關注。與文獻中指出，為獲得肯定，透過社交平臺來博取關注，

從中獲取成就感與滿足感不符。因而我們得出，即使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不一定越希望取得

關注。 

4. 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不一定情緒越負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沒有較其他使用社交平臺時間短的青少年更容

易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使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但對青少年的負面情緒影響並不大。證明青少年使

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並不會確切的影響到情緒。與文獻中指出，使用社交平臺會影響現實生活及情緒

不符。因而我們得出，即使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也不一定會影響情緒。 

5. 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會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並沒有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即使一個人使

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其並沒有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證明個人使用社交平臺並沒有使社交能力變更

好。與文獻中指出只要在平臺上與人積極互動，反有助增進人際關係並不相符。因而我們得出，即使

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時長越長，並沒有擁有更好的社交能力。 

6. 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時間越長不一定越容易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越長，不會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

即使一個人使用社交平臺時間很長，其在網路上人云亦云的機會不大，雖然沒有顯著的差異性，但初

一和高三相比之下，初一的青少年會更容易成為網路集群的一份子。證明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

平臺的時長越長，越不會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與文獻中指出，“人肉搜索”猖獗並不相將，因而

我們得出，即使青少年年級越低，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越長，不會成為網路集羣人云亦云。 

初一 高二 高三使用時間較長 

 

 

 

 



 

捌．研究建議 

家庭方面--青少年想獲得關注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對著電話的時間比對著他們的時間更多，對於這種情

況，青少年覚得他們的父母重視電話多於重視他們，青少年缺乏關心、安全感，自然就會尋找其他管

道發報資訊，以獲得大眾的關注.....，文獻中指出「青少年在這裡渴望得到全部關注，那是他們夢

寐以求而鮮少獲得的歡愉。這些青少年從小是和一邊走向遊戲場、一邊講手機和捲動訊息的爸媽一起

成長。他們一手打簡訊、一手推鞦韆；一面打電話，不時抬頭望一眼攀爬架。」我們可以做出預防措

施，可與身邊的人有更多的現實互動，嘗試離開虛擬的世界。 

 

社會--可以做一些廣告宣傳長期對著手機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生活習慣--根據文獻得知，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平衡血壓、增進心肺功能，亦幫助平衡情緒，可

以給你好心情，但它會因為壓力而逐漸消耗，所以不要忘了多運動、適度的運動。最簡便的方式，就

是每天快步走 30分鐘。這也是消除心理壓力的方法。充足的睡眠，一個有充足睡眠的人一定比經常

性失眠的人壓力耐受力大，並且也較能應付環境的變遷。養成注意自己呼吸的習慣，工作一段時間後，

給自己三分鐘的時間，將兩眼輕輕的閉上，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並以吐氣比吸氣長的

腹式呼吸，如果經常坐著的人一定要記得常起來身伸懶腰走動走動。有不少人心情不好時會飲酒，但

飲酒要適量，酒精不但會消耗體內的維生素 B群，還會降低抵抗壓的耐受力。長期大量飲酒的人因為

營養攝取的不均衡，會嚴重損傷大腦的功能，讓他難以去應對與思考如何處理生活的種種問題。多交

好朋友，人際關係的好壞也會關係著一個人承受壓力的大小，良好和諧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對抗壓力，

並且很多人會以為身兼數職的人會因為分身乏術而產生壓力，其實剛好相反，身份越多的人越快樂，

因為他有更多的人事資源可以幫助他度過難關。外去旅行也可以幫助放鬆心情，去旅行時可以交一些

當地的朋友，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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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少年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對其的行為模式的影響 
 

您好： 

  我們是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資助，第九屆「共鑽研  創明天」計

劃的學員。我們現正進行一項有關「澳門青少年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時長對其的行為模式的

影響」的研究。希望透過問卷收集數據，使本次的研究更具參考性及完整性。本問卷採用不

記名的方式進行，所得資料絕對保密，數據僅作本次研究分析之用。 

    本問卷內容分為五部分，請依序填寫完畢，您的寶貴意見對本研究極具貢獻，衷心感謝

您的合作與協助。 

※除特別標明外，以下問題均為單選。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級：□1.初一   □2.初二   □3.初三 

     □4.高一   □5.高二   □6.高三 

 

第二部分：社交平臺的使用概況 

1.您平時使用社交平臺的類型?（最多可選三項） 

□1.社會網絡網站(例如：Facebook, Instagram)  

□2.使用者創作內容平臺  (例如:YouTube, Tik Tok, Bilibili,抖音) 

□3.交易與市場網站 (例如:淘寶, Amazon, eBay) 

□4.遊戲(例如:LOL, 絕地求生) 

□5.行動社群平臺 (例如:WeChat, WhatsApp) 

□6.其他：_______________ 

 

2.您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總時長? 

□1.1-30 分鐘    □2.30-60分鐘  

□3.60-90 分鐘   □4.90-120 分鐘   □5.120分鐘以上 

 

3.您是基於什麼原因開始使用社交平臺?（最多可選三項） 

□1.交友    □2.消閒    □3.朋輩影響    □4.通訊  

□5.娛樂    □6.好奇    □7.其他：_______________ 

 

4.您可以接受不再使用社交平臺嗎? 

□1.可以 □2.不可以 

 

第三部分：社交能力 



 

 完全不符合 

（1） 

基本不符合 

（2） 

難於判斷 

（3） 

基本符合 

（4） 

完全符合 

（5） 

1. 我看見陌生人常常覺得無話可

說。 

     

2. 我不喜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

話。 

     

3. 我的文字表達能力遠比口頭表

達能力強。 

     

4. 在公共場合講話，我不敢看聽

眾眼睛。 

     

5. 我不喜歡廣交朋友。      

6. 我只喜歡與談得攏的人接近。      

7. 到一個新環境，我可以接連好

幾天不講話。 

     

8. 別人請求我幫助而我無法滿足

對方的要求時，常感到很難對

人開口。 

     

9. 如果沒有熟人在場，我感到很

難找到彼此交談的話題。 

     

10. 我不善於說服人，儘管有時我

覺得我很有說服別人的理由。 

     

11. 有人對我不友好時，我常常找

不到恰當的相處模式。 

     

12. 我同別人的友誼發展，多數是

別人採取主動態度。 

     

13. 我善於贊美別人，很容易把話

說得自然親切。 

     

14. 別人話中帶刺諷刺我時，除了

生氣外，我別無他法。 

     

15. 我的朋友都是同我年紀相仿

的。 

     

 

 

 

 

 

 

 

 

第四部分：社交平臺與心理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很在意我在社交平臺上的受歡迎程度。      

2. 當我發現我在社交平臺上受歡迎程度有變

化，我的情緒起伏很大。 

     

3. 比起現實世界，我更在乎他人在網上對我的

看法。 

     

4. 我曾因社交平臺的言論而影響到現實生活

（例如情緒低落，沒有動力，不願與別人交

流等）。 

     

5. 在使用社交平臺後，我變得易怒。      

6. 在使用社交平臺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時

會覺得很空虛孤獨。 

     

7. 在使用社交平臺後，有時候我覺得生活對我

不公平。 

     

8. 我曾在社交平臺上分享出不同的照片，只為

取得他人的關注。 

     

 

第五部分：社交平臺與網絡集羣 

--------------------------以上為問卷內容---------------------------- 

感謝您完成此問卷！您的寶貴回答將有助我們更瞭解澳門青少年每天使用社交平臺的

時長對其的行為模式的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 非常同意 

1. 我同意將社交平臺上未經考究的資訊，分享

給身邊的人。 

     

2. 我不同意在社交平臺參與網絡公審。      

3. 我曾因網上一些私人恩怨，想過去「人肉」

一個人。 

     

4. 我不同意在社交平臺上發表一些惡搞他人

的言行或圖片。 

     

5. 我不同意在社交平臺上參與一些網絡公審

是可驕傲的事。 

     

6. 我曾在社交平臺上被惡搞或被恥笑      

7. 我不同意在現實生活中行為不儉的人，在社

交平臺上遭受輿論暴力或網路審判是很平

常的事。 

     

8. 我曾被一些網路謠言所欺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