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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分享網站對千禧世代青少年的心理及價值觀影響 

1  引言 
      現代電子科技發達，為我們青少年帶來豐富多彩的娛樂，特別是電子科技產品。近年，隨著

影片分享網站的興起（影片分享網站是指在網上免費提供有聲影片視訊的服務）例如Youtube和
抖音等等，令到很多青少年都觀看創作短片，或成為一個網上創作者。但究竟青少年如何面對及

選擇影片分享網站的訊息。 
      根據新浪網(2018)指出，內地去年的短視頻佔手機流量50%，用戶花在短視頻的時間是其他內

容時間的5倍。同時，2017年短視頻行業市場規模達到了57.3億元，預計未來三年，整個市場的

規模將會達到356.8億元。 
      由此可見，影片分享網站已經漸漸走入生活中，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平台，同時亦為社會增

加了正面效益。但任何都有正反兩面，在眾多的資訊當中，增加正面印象同時，亦應該要想一下

為我們帶來了甚麼負面影響。 
      因此，是次研究將會探討本澳青少年在影片分享網站影響下的生活模式，從日常生活、心

理、行為和價值觀四個層面進行探討，比對青少年在參與網絡行為的持續性因素和對青少年的影

響，從而歸納分析出青少年使用網上創作平台背後的原因。 
 綜合以上的觀點，我們將會在本次研究報告中探討: 

●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日常生活之影響 
●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性格之影響 
●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行為之影響 
●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價值觀之影響 
●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自制力之影響 
● 影片分享網站和蔡格尼克記憶效應對青少年之影響 

 
2  研究目的 
      網絡資訊訊息眾多，特別是影片分享網站，一段簡單有趣的影片、或一段載歌載舞的短片，

成為了青少年打發時間的選擇。使用影片分享網站是否會對青少年做成不良的影響？我們希望可

以透過研究這一份報告，探討出澳門青少年對於影片分享網站的使用習慣，和探討出影片分享網

站對於青少年的心理及價值觀的影響，從而帶出一個聰明上網的訊息。 
 
3  文獻回顧 

3.1  影片分享網站的定義 
● 指在網上免費提供有聲影片（視訊）的服務。（維基百科 2019） 

3.2  影片分享網站趨勢 
● 目前大眾對於網路的普及度越來越高，年齡層也越來越廣，許多年輕人也開始使用

網路賺錢，而 youtuber 正是透過網路賺取金錢的其中一種方式，透過拍影片、剪

輯、上傳 youtube後，賺取點閱率，在網路廣泛使用下很多影片會被分享，使更多

人得知他們的存在，而後就會吸引廣告商來合作，進而獲取廣告費。(王珮容 胡茜雯 
陳姿婷 2019) 

● 近來有一個全球下載量最多的、由中國開發的短視頻應用程式「抖音」 ，正慢慢地

在香港中、小學裡蔓延。(謝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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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程式被西班牙《國家報》網站形容為「可與鴉片相比」，是因為它的黏著力很

高，使人重複地看源源不絕的短視頻。(謝芳 2018) 
● 它亦提供了創作空間給大眾，使大家可不斷地試著自己拍攝及上載想令人讚好的短

片。直到本年6月，全球已有1.2億個下載。(謝芳 2018) 
● 15秒的視頻自動不斷播放，掃上去看下一個視頻又繼續不斷播放，由於片子短、快

，看一次未必可以完全理解，於是又繼續看它的自動重播……玩家就是這樣每天看

呀看、掃呀掃，時間就一分一秒的過去。(謝芳 2018) 
● 根據調查4月初企鵝智酷發布的《抖音、快手用戶研究報告》顯示，「抖音」的用戶

中有約22%是每天使用該應用程式超過1小時，而它在中國的活躍用戶有一億二千多

萬人。(謝芳 2018) 
● 「抖音」的「日活躍用戶與月活躍用戶」的比值是0.45，即是玩家每人每月有13.5

日會打開使用這個應用程式。(謝芳 2018) 
3.3  影片分享網站受青少年歡迎 

● 「抖音」的傳播威力強，不少學生因為同學都在玩，而忍不住要加入，跟上這股風

潮。(謝芳 2018) 
● 近日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針對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

Snapchat五大社群平台對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做出調查，結果發現，只有YouTube
在綜合評分上給他們帶來正面的回饋，其他社群媒體皆使青少年增添焦慮感，甚至

有助長霸凌的可能性。(洪雅筠 2019) 
● 社交媒體已經被描述成比香菸和酒類更容易上癮，而且已經與現代年輕人的生活緊

密相關，談及青年人的心理健康時不能忽視社交媒體的影響。(孟曉聞 2017) 
3.4  影片分享網站影響青少年的專注力 

● 一旦對抖音上癮，最直接的後果就是會破壞他們的專注力。  當我們刷抖音時，看完

一個視頻之後，螢幕上會出現很多相關的視頻，讓你想要去打開，在這過程中，時

間很快就消磨掉。專注力是指人的注意力能夠長時間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但沉

迷抖音的，早被光光怪陸離視頻場景和熱烈轟動音樂擾亂了思緒，變得躁動不安，

難以平靜，無法平心，無法專注。(每日頭條2018) 
3.5  影片分享網站令多巴胺活躍 

●  觀看「導致恐懼的視頻令大腦接受少量多巴胺」多巴胺在體內產生以促進強化，起

到獎勵的作用，並產生了一遍又一遍地做某事的願望。（CNBC 2018） 
3.6  蔡格尼克記憶效應 

● 蔡格尼克記憶效應，20世紀20年代德國心理學家蔡格尼克在一項記憶實驗中發現的

心理現象。（維基百科 2019） 
● 蔡格尼克記憶效應是指人們天生有一種辦事有始有終的驅動力，人們所以會忘記已

完成的工作，是因為欲完成的動機已經得到滿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這同一動機

便使他對此留下深刻印象。（維基百科 2019） 
● 實驗結果發現，未完成工作所引起的心理緊張系統還沒有得到解除，因而回憶量相

對大。人們對於尚未處理完的事情會有較強烈的去完成它的動機，所以記憶自然也

會較為深刻。(維基百科2019) 
3.7 影片創作者與觀眾的模仿行為 

● 美國YouTuber洛根保羅（Logan Paul）近日上載於日本富士山自殺熱點青木原拍攝

的一條影片《自殺森林》，片中拍到自殺者遺體，席間他更表現輕鬆、惹笑，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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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狠批。這除揭示部分所謂的網絡紅人為收視而「為所欲為」的社會弊病外，更值

得關注的是這類YouTuber對青年甚至兒童粉絲的強大影響力。他們透過譁眾取寵、

漠視道德甚至生命危險的影片，一步步扭曲以至蠶食年輕一代的價值觀。(馮翠山 
2018) 

● 不少YouTuber都以分享日常生活或興趣作為短片題材。洛根保羅的大部分影片以分

享玩樂為主，不過部分影片內容富爭議性，惹來觀眾的指摘及批評。早期他上載一

條以高難度跳躍拯救馬路中心小貓的影片，驚險程度令人汗顏。(馮翠山 2018) 
● 而最近一條題為《我們在東京市中心打架》的影片，洛根保羅拍攝與好友到東京旅

行的過程。期間他不時大聲說話騷擾當地市民，又在鬧市向途人遞出死魚和章魚。

不少人留言指摘他和好友不尊重日本人，更有人直斥他們「丟美國人的架」。(馮翠

山 2018) 
● 還有一條《我給我母親1萬美元現金過聖誕》的影片，片頭看到洛根保羅在屋內大灑

金錢，炫富一面表露無遺。諷刺的是，有部分觀眾留言希望收到洛根保羅的金錢，

更有忠心粉絲為他辯護，指他「夠膽拍攝每天日常生活，能拍任何類型的影片」，

認為「批評他的人應該停止討厭他」。(馮翠山 2018) 
● 隨著網路越來越進步，手機的普及度提升，青少年可以從網路上獲得很多資訊，而

某些 訂閱率高的 youtuber 所拍攝的影片也被很多觀看者模仿，甚至也有不少青少

年將「當一個youtuber」成為自己的職業夢。這種現象在網路上被討論，有些人認

為現在的 youtuber為了吸引更多的訂閱者，拍攝一些罵髒話、惡搞他人、犯罪欺騙

等危險不當之行為，所 以反對;有些人則認為這不是件壞事。(王珮容 胡茜雯 陳姿婷 
2019) 

3.8 影片分享網站之影片推薦 
● 在YouTube影片推薦系統結合了兩個神經網絡，候選生成模型及排名模型推薦系統

會先從候選生成模型，考量使用者過去的瀏覽影片歷史、捜尋歷史、人口變項等變

數，將YouTube的影音資料庫中的數百萬個影音資料篩選出數百個和使用者相關的

影音資料，以貼近使用者的喜好。再經過排名模型，通過提名特徵，特徵包括了人

口統計資料如地理位置、最受歡迎影音、使用者語言、影片使用的語言、近期觀看

紀錄、使用者和該頻道過去的連結等等特徵，以權重評分找出和使用者有關鏈性的

訊號，以產生數十個影片推薦給使用者。為使用戶感受到YouTube瞭解使用者的喜

好，YouTube隨時會準備100小時用戶可能感興趣的內容。（蘇文彬 2017） 

4  量性研究方法 
4.1  抽樣方法 
      在本次量性研究調查中，我們採用問卷調查法、非隨機便利取樣及滾雪球的方法。為

了更快速採集樣本，我們收集來自培正中學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同時，為了增加是次研究

的可信度，我們亦在高士德、筷子基、水坑尾收集樣本。 
4.2  研究對象 
      在本次研究調查中，我們主要的訪問對象為千禧世代青少年。(千禧世代是指2000年後

出生青少年)同時，根據教育暨青年局澳門青年指標，澳門青年的年齡定義為 13~19 歲。

故此，我們將受訪對象設置為十三至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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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以量化形式進行。問卷分為七部份，分別為觀看習慣及個人基本資料、日常

生活影響程度量表、性格影響程度量表、行為影響程度量表、價值觀影響程度量表、自制

力影響程度量表、蔡格尼克記憶效應量表，總共57題 
● 第一部份為觀看影片分享網站的情況、類型以及個人資料。 

用作了解受訪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每天觀看時間和觀看內容主題 
● 第二部份為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日常生活影響。 

判斷青少年是否因觀看影片分享網站而導致工作進度推遲、成績下降、忽略身邊人。 
● 第三部份為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性格的影響。 

了解青少年觀看影片分享網站後，心態、想法、表達自己的變化程度。 
● 第四部份為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 

了解青少年觀看影片分享網站後，會否因而作出相對的模仿行為。 
● 第五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的價值觀影響 

了解青少年觀看影片分享網站後，判斷事物是非的影響。 
● 第六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自制力影響。 

了解青少年會否因觀看影片分享網站而導致工作進度推遲、不能控制自己觀看時間的程度

影響。 
● 第七部份蔡格尼克記憶效應的影響 

了解青少年會否因受蔡格尼克記憶效應的影響，而導致心理情緒感到緊張、焦慮。 
4.4  研究假設 

● 如果青少年接觸較多影片分享網站，就會使青少年勇於表達自己 
● 如果青少年長時間瀏覽影片分享網站，專注力會下降 
● 如果青少年於影片分享網站上瀏覽到不良（或吸引、刺激的）內容，會使青少年作

出相對的模仿行為 
● 如果青少年於影片分享網站上瀏覽到不良內容，會影響/扭曲青少年的價值觀 
● 如果長時間瀏覽影片分享網站，會使青少年自制力下降 
● 影片分享網站會令青少年感到焦慮（蔡格尼克記憶效應） 

        本次研究所有量表都是採用李克特五分量表，一為非常不同意、二為不同意、三為沒

有意見、四為同意、五為非常同意。 

 
圖一、李克特五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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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架構圖 

 
圖二、研究架構圖 

 
4.6  數據分析 
        受訪者完成問卷調查後，我們會以不記名的方式輸入問卷數據至電腦，並以統計軟件

SPSS(社會科學軟件統計包 Solution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進行數

據統整以及分析。 
4.7  樣本數目 
      蒐集問卷完畢後，共得300份問卷。經過SPSS檢查、整理後，共得260份有效問卷。 
4.8  研究限制 
      有問卷調查過程當中，主要遇到以下問題： 

● 受訪者資料欠缺 
● 受訪者提供不真實資訊 

 
5  質性研究方法 

5.1  訪談對象 
● 在本次研究調查中，我們進行訪談的對象主要有二位 
● 第一位訪問對象是澳門培正中學初三年級的冼嘉俊，是一名年輕學生的YouTube影

片創作者。接觸影片拍攝大約三年，影片創作的主要類型為旅遊、觀光和Vlog為主 
● 第二位訪問對象是位於澳門培正中學任教中文的黃耀鋒老師，黃老師於三年前入職

，負責帶領培正校園電視台，亦是電視台的指導老師。校園電視台影片創作的主要

類型為新聞、街訪節目、簡單創作影片以及專題研究。同時，校園電視台亦是澳門

培正中學中文科的改革課程，透過拍攝影片、構思故事、撰寫劇本等等的製作過程

，令學生加強聽、說、讀、寫的能力。 
5.2  訪談大綱 

在本次的研究中，進行訪談的對象為影片分享網站的影片創作者。主要探討的問題

是在於影片創作者製作影片的原因，對影片分享網站的看法，在製作影片途中的得着，難

忘的經歷和一些創作過程的心得。了解他們創作影片的故事。主要問題如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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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甚麼時候開始接觸影片分享網站 
2. 你是在甚麼時候開始拍攝創作短片 
3. 是甚麼原因令到你想去創作短片 
4. 對你來說，影片創作是一樣如何的東西 
5. 你在創作影片途中有沒有一些有趣的經歷 
6. 你會否鼓勵新一代的年輕人成為影片分享網站的創作者 
7. 你在拍攝影片途中學習到了甚麼，對你的人生有甚麼改變 

5.3 訪談分析 
● 冼嘉俊 

○ 其實我平時由小到大都有看YouTube的習慣，我平時喜歡看的類型為Vlog，
以外國的影片為主 

○ 我覺得外國人的生活習慣是非常適合我 
○ 我也比較喜歡一些外國人的拍攝手法，所以我都比較喜歡看這些類型的影

片。 
○ 我由大概小三開始接觸這些類型的影片 
○ 在初一暑假的時候開始拍攝關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等等的影片，開始學習一下

外國人的生活，學習他們是如何拍攝這一類型的影片。 
○ 在初一的時候，我參加了學校的一個澳洲旅行，當時的我從未到過澳洲，我

就開始想可不可以用拍片的方式去記錄我的生活，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就

開始拍攝Vlog 
○ 以我其中一條影片為例，我去旅行的時候就會一直拿着相機，見到甚麼特別

的東西就把他拍下來 
○ 總而言之就拍攝一大堆的影片，到後期製作的時候，慢慢好用心地去挑選影

片，找網上的背景音樂，然後就完成一條Vlog。 
○ 我認為現時的影片分享網站對現時的青少年影響頗大的，他們可以有另一個

方法去接觸現時的資訊，就像一個新世界一樣 
○ 不會讓青少年規限在一個狹窄的空間，可以有一個廣大的空間去讓他們吸收

更多的資訊。 
 
 

● 黃耀鋒老師 
○ 在這電話年代，學生生主要接觸資訊的來源是影片，影片的傳播速度，整體

表達方法會特別容易影響青少年。因為影片是結合音樂，影象，對白，說話

，是一個綜合表達能力強的一個媒體。 
○ 校園電視台的學生主要作兩類型工作，第一：報導校內新聞，第二：製作節

目。 
○ 已經運作到第三年，初初成立時的學生已經可以作為負責人了，帶著新學生

去準備每個節目了。有的是劇情類，訪問類，時事類，都有四至五個節目運

作當中。 
○ 課程內容主要是中文課融入拍攝、創作劇本、剪接、主播等元素。以前的中

文課主要是偏向於讀寫方面，而現在的中文課就可以訓練同學「聽說讀寫」

的綜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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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中文課程內容是學習抒情文、記敍文的寫作，現在則會一起進行故事、

劇本創作，其實都是訓練寫作能力，只不過是換了學習形式 
○ 我覺得是真的有趣的，在這個媒體年代裏，對比各樣藝術範籌，其實影片製

作是最吸引的，所以令到許多同學開始嘗試製作，然後越來越投入當中。 
○ 最主要是快樂，其次是意義。因為在製作過程會感到開心，讓學生感受到，

學習到影片出品的背後製作過程。 
○ 有不少同學都會因真心喜歡拍攝或者覺得拍攝有趣而投放更多時間，即使是

不計分也好，都會繼續去做一些校園電視台的工作，例如拍攝微電影，參加

比賽，錄製新聞等。 
○ 在現在的網絡年代當中，影片出品後的影響力很大，影響許多人，其實是其

中一項動力。 
○ 因為是學生所創作的，他們的創意想法，拍攝製作方法是以學生年青人為主

，雖然會有家長，老師，成人去觀看，但比例不算高，所以針對的層面都係

針對學生。 
○ 影片製作都是一個開心的來源，是一個推動學生同時，學生是享受，若果每

次都不開心，學生便不會願意去做。 
○ 始終影片是學生主要接觸資訊的來源，同時好與壞的資會直接影響學生成長

以及想法。 
○ 反而我覺得沒所謂，想做就去做，亦不會阻止的。 
○ 其實拍攝每一段影片要付出許多的時間，對於我來說，學習建構故事是對我

較大的幫助，因為本身都喜歡創作，尤其是微電影，需要創作故事時會遇到

許多問題，需要更改情節，更改對白。 
○ 以前的學生時代如果你不是讀拍攝相關的專業並不會接觸到影片製作，但當

你接觸後會學習到更多的技巧，這些都對我人生都有幫助的。 
○ 不一定要給予一定的意義或成長了甚麼，其實我覺得拍片本應是一件開心的

事，在過程當中有笑，在公開後有滿足感，對我來說這已經是意義。 
○ 如果要說得實際點，拍片的過程會訓練到學生，說話技巧，溝通技巧，統籌

技巧，寫作技巧，結構故事能力，其實有許多不同的能力能夠訓練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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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量性研究結果 
6.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圖三 性別】 

6.1.1 性別 
圖三顯示在260名受訪者當中，男性約有134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51.5%；女性

約有126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48.5%。 
 

 
【圖四 年齡】 

 

6.1.2 年齡 
圖四顯示在260名受訪者當中，年紀最小的受訪者為11歲，而年紀最大的受訪者為

19歲，平均年齡為14.85歲。只有11歲的受訪者只有一個，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

0.4%。而12歲的受訪者有23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的8.8%。13歲的受訪者有41
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15.7%。14歲的受訪者有52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20%
。15歲的受訪者有43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16.5%。16歲的受訪者有50位，佔有

效受訪者人數的19.2%。17歲的受訪者有33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12.7%。18歲
的受訪者有15位，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5.8%。19歲的受訪者只有2位，佔有效受訪

者人數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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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教育程度】 

6.1.3 教育程度 
圖五顯示在260名受訪者當中，佔有效受訪者人數98%的受訪者正就讀中學階段，

共名257名。而只有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2%的受訪者正就讀小學階段。 
 

 
【圖六 觀看時間】 

6.1.4 每天平均觀看的影片分享網站的時間 
圖六顯示在260名受訪者當中，在每天平均觀看影片網站時間由0至8小時以上。每

天平均觀看0至1小時有43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的16.5 %；每天平均觀看2至3小時

有138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53.1%；每天平均觀看4至5小時有59人，佔有效受訪

者人數22.7%；每天平均觀看6至7小時有12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4.6%；每天平均

觀看8小時以上有8人，佔有效受訪者人數3.1%。可見，大部份的青少年每天平均觀

看影片分享網站的時間為2至3小時，其次為4至5小時，可見青少年一天在影片分享

網站所花費的時間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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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影片類型】 

6.1.5 觀看影片的內容或主題 
圖七顯示在260名受訪者當中，觀看產品評測影片佔有效受訪者人數35.8%；開箱類

短片佔51.5%；遊戲類短片佔61.2%；VLOGs 佔49.2%；搞笑類影片佔70.4%；美

妝類影片佔有20.4%；教學類影片佔38.8%；綜藝類影片佔53.4%；音樂類影片佔

68.1%；美食類影片佔42.7%；盤點類影片佔15%；新聞類影片佔30%；色情類影

佔6.2%；動漫佔3.5%；電影佔3.1%；電視劇佔5.4%；資訊性節目佔2.3%。由此可

見，開箱短片、遊戲短片，搞笑影片、綜藝節目和音樂類影片比較受青少年的歡迎

，而搞笑影片更深得千禧世代青少年所愛。 
 

 
6.2  第二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日常生活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有使用

影片分享網站

的習慣 

7.7% 8.8% 18.1% 37.3% 28.1% 

Q2我認為影

片分享網站對

青少年的影響

會偏向負面 

11.2% 43.1% 35% 8.1% 0.4% 

Q3我對影片

分享網站有深

厚的認識 

3.8% 11.5% 41.5% 34.2%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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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我每一日

花費非常多的

時間在影片分

享網站上 

8.5% 27.3% 25.8% 32.3% 6.2% 

Q5我主要接

觸資訊的途徑

為影片分享網

站 

5.4% 22.3% 31.5% 34.2% 6.5% 

Q6我瀏覽影

片分享網站後

，會發現自己

無法專注在其

他事情上 

10.4% 32.7% 26.2% 25.8% 5% 

Q7我沒有限

制自己觀看影

片分享網站的

時間 

4.6% 20.8% 24.6% 35.8% 14.2% 

Q8我經常因

過分瀏覽影片

分享網站而令

自己的工作進

度推遲 

10.8% 21.5% 26.2% 31.9% 9.6% 

Q9我經常因

過分瀏覽影片

分享網站而被

身邊的人抱怨 

24.6% 38.5% 19.6% 13.1% 4.2% 

Q10我經常因

為過分瀏覽影

片分享網站而

導致成績下降 

25.4% 38.1% 22.7% 1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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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第三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性格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是一個

內向的人 
9.6% 30% 33.8% 20.4% 6.2% 

Q2我平時不

喜歡表達自己

的意願 

10% 31.2% 30% 23.8% 5% 

Q3我會在影

片分享網站上

表達自己平時

不會表達的意

願 

29.6% 35% 19.6% 12.3% 3.5% 

Q4我經常因

為在影片分享

網站上表達不

當的言論而被

別人責備 

29.6% 35% 19.6% 12.3% 3.5% 

Q5承上題，

我會選擇反駁

別人的言論 

47.3% 22.3% 17.3% 10.8% 2.3% 

Q6我會因為

接觸多了影片

分享網站而令

到自己變得勇

於表達自我 

19.6% 32.3% 29.6% 14.6% 3.8% 

Q7我認為自

己因為接觸多

了影片分享網

站令到自己性

格改變 

19.2% 30% 34.6% 13.1% 3.1% 

Q8我經常因

影容上不良的

內容而影響到

33.1% 33.1% 25% 7.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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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態和

性格 

Q9我會感受

到自己心態上

的變化 

15% 21.9% 34.6% 25.4% 3.1% 

 
 
 
 
 
 
  

6.4 第四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行為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會在影

片分享網站上

觀看一些較吸

引或刺激的內

容 

14.6% 33.5% 21.5% 20.8% 9.6% 

Q2我會在影

片分享網站上

觀看一些較不

良的內容 

40.4% 32.3% 18.1% 7.3% 1.9% 

Q3我會認為

這些影片對我

的行為和思想

有改變 

18.1% 28.1% 31.2% 19.6% 3.1% 

Q4我經常模

仿自己喜愛的

影片創作者的

行為和言語 

16.2% 36.2% 23.8% 18.1% 5.8% 

Q5我認為一

些含有不當行

為的影片會使

青少年作出相

對的模仿行為 

11.5% 15.4% 31.5% 37.7% 3.8% 

15 



第九屆「共鑽研 創明天」研究報告書 

Q6我認為影

片分享網站的

影片和我們的

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 

4.2% 4.6% 31.9% 48.1% 11.2% 

Q7我認為影

片創作者會影

響青少年成為

影片創作者 

4.6% 5.8% 33.1% 43.8% 12.7% 

Q8我認為網

上創作影片會

令青少年產生

負面影響 

11.9% 31.5% 41.5% 13.1% 1.9% 

 
 
6.5 第五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價值觀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經常在

瀏覽影片分享

網站時，看到

令人不適的內

容 

7.7% 35.8% 34.6% 20.4% 1.5% 

Q2承上題，

我會選擇繼續

觀看該內容 

28.5% 41.9% 18.1% 10% 1.5% 

Q3我會受到

該內容的影響

，而改變對事

物價值觀的想

法 

18.5% 31.5% 32.3% 16.9 0.8% 

Q4我認為一

些不當的內容

從風趣的手法

表達出來是沒

有問題 

13.8% 34.2% 34.2% 1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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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我感受到

自己比起初初

開始觀看影片

分享網站時候

的價值觀有轉

變 

8.8% 27.3% 36.2% 25% 2.7% 

Q6我認為做

一個影片創作

者是走向成功

的捷徑 

15% 23.1% 44.6% 13.1% 4.2% 

Q7對於瀏覽

影片分享網站

的內容，我不

懂得分辦影片

內容的對與錯 

30.8% 46.5% 18.5% 2.3% 1.9% 

Q8承上題，

我會選擇置諸

不理 

24.2% 28.8% 35.4% 9.2% 2.3% 

 
6.6 第六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自制力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制定的

計劃，經常因

為瀏覽影片分

享網站而不能

如期進行 

13.5% 35.8% 26.9% 20.8% 3.1% 

Q2 我每天都

不能控制自己

瀏覽影片分享

網站的時間 

17.5% 33.5% 24.2% 21.2% 3.8% 

Q3 我認為瀏

覽影片分享網

站是每天必做

的事情 

7.3% 21.5% 28.1% 33.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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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我做任何

事前都會先瀏

覽影片分享網

站 

20% 35% 28.8% 12.3% 3.8% 

Q5 我經常因

瀏覽影片分享

網站而忘記時

間 

14.6% 27.7% 22.3% 28.5% 6.9% 

Q6 我決定做

一件事時，經

常受到影片分

享網站干擾 

15.4% 38.1% 23.5% 19.6% 3.5% 

Q7 對於瀏覽

影片分享網站

，我常抱著一

種「再看多一

段」的態度 

5.4% 14.6% 25.8% 38.8% 15.4% 

Q8 如果連續

幾天不瀏覽影

片分享網站，

我會感到焦慮 

5.4% 14.6% 25.8% 38.8% 15.4% 

Q9 如果自己

喜愛的影片創

作者連續幾天

都沒有上載短

片，我會感到

焦慮 

30% 32.3% 20.4% 10.8% 6.5% 

 
6.7 第七部份：影片分享網站和蔡格尼克記憶效應對青少年之影響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有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Q1.  我會常常

因心情不好而

選擇去瀏覽影

片分享網站 

7.3% 19.2% 29.6% 35.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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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我認同影

片分享網站帶

有良好成分讓

我忘掉焦慮 

3.1% 11.2% 30.4% 46.2% 9.2% 

Q3 我認同影

片分享網站可

以令我的心情

有所改善 

2.3% 8.8% 26.2% 48.8% 13.8% 

Q4 我認為影

片分享網站會

令我的心情變

得焦慮 

16.9% 47.3% 26.2% 8.5% 1.2% 

Q5 我曾因瀏

覽影片分享網

站後而令我難

以集中注意

力、心不在焉 

14.2% 31.9% 35.4% 15.4% 3.1% 

Q6 我曾因瀏

覽影片分享網

站後而令我胡

思亂想 

19.6% 37.7% 26.9% 12.7% 3.1% 

Q7 我曾因瀏

覽影片分享網

站後而令我緊

張不安 

20.8% 44.2% 23.8% 8.5% 2.7% 

Q8 我曾因睡

前沒有瀏覽影

片分享網站而

較難入睡 

32.7% 35.4% 20.4% 6.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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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分析 
通過上述報告指出，青少年在影片分享網站所觀看的影片類型為搞笑類的影片，而更反映

出瀏覽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的專注力影響不大，不會對他們的其他工作甚至學業受到明顯的影

響。但是大部份受訪者青少年都沒有限制自己瀏覽影片分享網站的時間，導致自己的工作進度推

遲的現象，但是卻少出現因瀏覽影片分享網站而被人抱怨或成績下降的現象。報告指出青少年一

般不會替影片留言，所以很少出現因評論不當言語而遭受責備，而青少年更認為影片分享網站並

沒有對他們的性格做成明顯的轉變。大部份青少年更認為，觀看影片分享網站是每天必做的事

情。青少年對於瀏覽影片分享網站，會抱著一種「再看多一段」的態度，青少年如果連續幾天不

瀏覽影片分享網站，會感到焦慮，可見影片分享慢慢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上述數據顯

示出影片分享網站大致上沒有令青少年變得焦慮，反而可以令青少年放鬆心情，作為一個娛樂的

工具。 
 
7  質性研究結果 

7.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第一位受訪者：冼嘉俊（學生） 

● 正就讀於澳門培正中學的初三年級 
● 已接觸影片分享網站大約六年 
● 已開始製作影片約三年 

第二位受訪者：黃耀鋒（老師） 
● 於澳門培正中學任教中學中文科 
● 已接觸影片分享網站多於十年 
● 為培正校園電視台的負責老師 
● 培正校園電視台 

○ 由中文科學以致用課程延伸之社團活動 
○ 給學生創設屬於自己的校園資訊平台，讓學生可以發揮創意，善用資訊科技

和電子媒體製作各類節目。 
○ 利用社交平台進行發佈，從而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責任感和團隊合作精神

，增加歸屬感。 
7.2  研究分析 

冼同學的例子講述到，冼同學從小三年級開始接觸影片分享網站，並因此而開展拍

攝影片，以及學習到外國影片創作者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青少年在小學階段的時候已

經非常容易接觸到影片分享網站，而且會造成青少年模仿學習的影響。 
另外，冼同學也提到現時的影片分享網站對於青少年就像一個新的世界一樣，有一

個廣大的空間去讓青少年吸收他們想吸收的資訊。影片分享網站同時成為了青少年的一個

空間表達的平台，冼同學作為一個影片創作者，為身邊的人分享了他在外地旅遊的所見所

聞，從而讓他有一個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影片分享網站能為創作者和觀眾提供一個表

達意見和想法的平台。成為了吸引青少年瀏覽影片分享網站的其中一個原因。 
 
黃老師提到在這電話年代，學生生主要接觸資訊的來源是影片，影片的傳播速度，

整體表達方法會特別容易影響青少年。他認為創作影片不單是只有娛樂，還可以加強青少

年聽說讀寫的四項技能。影片分享網站對於青少年來說可以是一個尋找興趣的通道。黃老

師提到拍攝和創作影片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快樂，令到自己有所得著。影片製作都是一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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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來源，是一個推動學生同時，學生是享受，若果每次都不開心，學生便不會願意去

做。反映出影片分享網站在創作的途中對青少年也可以有所得着和學習。 
 

8  總結 
8.1 影片分享網站對青少年的潛在危機 
      文獻指出，在現今世代的影片分享網站眾多，網上的資訊多不勝數。其中YouTube、
抖音、Facebook、Instagram等等的社交媒體，也成為了影片分享網站的一員。隨著網路

越來越進步，手機的普及度提升，青少年可以從網路上獲得很多資訊，社交媒體已經被描

述成比香菸和酒類更容易上癮，而且已經與現代年輕人的生活緊密相關，談及青年人的心

理健康時不能忽視社交媒體的影響。通過以上調查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證實大部份青少年都有使用影片分享網站的習慣，但不認為影片分享網站會為

他們帶來負面的影響。大部份的受訪者都認為，影片分享網站作為一種娛樂工具，無阻他

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但是上述調查也顯示出，青少年大多數沒有限制自己觀看影片分享

網站的時間，導致自己的工作經常推遲，但是大多數並沒有出現被身邊的人抱怨，或導致

成績下降的現象。 
      第二，一般影片分享網站的影片，不會對青少年造成太大改變，大部份青少年認為，

他們所觀看的影片並沒有令他們思想、行為和價值觀造成改變，但是他們認為，不良的影

片內容的確會令青少年作出模仿行為。青少年在觀看影片分享網站的時候具備判斷能力，

懂得分別影片內容的對與錯。 
      第三，影片分享網站有助青少年放鬆心情，減輕壓力，使他們的心情有所改善。反而

不太會造成上述文獻所說的焦慮、降低集中力、胡思亂想、緊張不安和失眠等等的負面現

象。所以一般的青少年都視影片分享網站為一個娛樂的工具，作為他們減輕壓力的途徑。

影片分享網站的資訊眾多，青少年可以選擇他們所喜歡的短片觀看，而令自己的心情放

鬆。 
      所以綜上三點所說，作為影片分享網站的觀眾的青少年，只要適當在工作生活和影片

娛樂之間取得平衡，好好分配彼此的時間，對青少年的心理及價值觀大致上無負面影響，

而能有效地放鬆青少年的壓力。 
 
9  建議 

● 家庭、教育——增加自制力 
  研究發現，青少年並沒有限制觀看網站的時間，並常抱著「再看多一條」的態度。研究同

時亦顯示並無阻礙日常工作及生活，雖然如此，青少年往往會因此導致工作經常推遲，長

遠來看，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如何有助青少年的自制力加強，需要家長、學校有

共識。 
  青少年並沒有足夠的自制能力去限制觀看時間，所以更需要家庭及教育的協助。我們建議

家長可以鼓勵的方式去提醒青少年觀看時間過長的問題。同時青少年亦是自尊心較強的個

體，所以建議家長以温柔的方式去提醒青少年，同時亦設立觀看時間，避免適得其反，造

成不睦的情況。 
● 社會方面——減少推薦影片 

  現今的世代，無論男女老幼都能輕易能接觸影片分享網站，無論何年齡層，總會接觸到影

片分享網站。研究發現，青少年常抱著「再看多一條」的態度，同時，擁有此態度是源於

影片分享網站中的推薦影片系統。根據文獻顯示，影片分享網站是通過瀏覽影片歷史、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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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歷史、人口變項等資料而準備數十個影片推薦給使用者。由此可見，推薦影片亦是讓青

少年自制下降的其中一個因素。 
  我們建議網上分享網站可以設提醒觀看時長過長的方法。例如，觀看一小時需休息五分鍾

，每隔半小時便提醒使用者需要休息或繼續工作，以避免青少年會把工作延期的情況發

生。 
 
 
1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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