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自拍，能強調某些個人特質，向外界展示自己最
美好的一面，並強化自我認同感，也是自我認識和自我
表達的方式。自拍雖然快樂又好玩，但玩出禍的事例近
年亦屢見不鮮。還記得去年在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追悼
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首相卡梅倫和丹麥首相施
密特3人齊齊面帶笑容玩自拍嗎？
此外，英國一名19歲青年Danny每天都在家自拍，為

了擁有模特兒身形還減重13公斤，後來更因為對自拍照
愈看愈不滿而仰藥自殺，幸最終被救回。可見自拍一旦
成為心癮，可能會引發各種極端想法和危險行為。

1. 參考以上資料，指出及解釋導致青少年
熱衷於「網絡自拍文化」的其中兩項因
素。 (6分)

2. 「網絡自拍文化對青少年個人成長的弊
多於利」。你是否同意這看法？參考資料
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8分)

1. 因素 VS成因
因素題是常考的題型之一，無論卷一或卷

二都會出現。因素題與成因題的作答方法不
同，是常見的錯誤之一。同學作答之時，可
以注意以下事項：
．卷一的重點是考核同學們提取資料的能
力。同學宜善用資料Ａ、Ｂ及Ｃ，找出能
夠解說「網絡自拍文化」現象的相關資
料。

．把提取出來的資料概念化、宏觀化、中性
化成為因素詞彙。
．解說因素如何導致「網絡自拍文化」的發
生，並扣緊與青少年成長特質相關的概念
詞。解說時可先介紹概念的來源及內容，
再推論因素如何導致結果。這是篇幅較長
的部分。
．最後利用資料內容，作為例子，解說有關
因素。同學不宜用大量篇幅描述資料。

注意成因只能簡單歸納及描述單一事實；
因素需要把事實概念化，具通則性，屬高階
思維。以成因方法作答，最高只能獲取約
60%的分數。
2. 利弊分析技巧
利弊分析是常見的通識題目。一般而言，

同學只從利弊的角度數量入手，然後得出利
多於弊或弊多於利的結論，或略為全面衡量
利弊的重要性。一個關鍵弊處的力量，有時
足以勝過多個利處的角度，故必須考慮其他
準則。回應題目時，同學應辨識題目的主要
提問字眼，並加以回應：
．注意「網絡自拍文化」的特性，例如：即
時分享、多元性、互動性、讚好功能等。
．扣緊「青少年個人成長」的不同層面，如
自我認同、人際關係、價值觀、潛能發展
等。
．要獲取最高級別，必須全面地衡量利弊，
不應局限於利弊的角度數量。可以嘗試從
利或弊的影響深遠程度、範圍、可逆轉性
等方面去總結其程度。

1. 科技發展：拍
攝科技及互聯網
科技發展迅速，

增加青少年熱衷於網絡自拍文化的機會。隨手
機於青少年間普及，拍攝照片成為舉手之勞。拍
攝後，透過美化軟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攝影
大師」，更可以即時透過互聯網上載至社交網
站，享受分享及提供讚美等方便的功能。勇於嘗
試新事物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並形成習
慣。資料Ｂ提及B612軟件和社群平台，讓自拍
文化更加流行。

文化全球化：網絡自拍熱潮捲全球，吸引青
少年跟隨此行為。外國政要、名人和影視紅星
喜歡透過自拍軟件及平台，分享日常的大小事
情和生活習慣，吸引大量追隨者，形成社會風
潮。文化全球化下，全球都分享共同的習慣
與喜好。青少年熱愛追捧明星，容易受明星效
應影響，參與自拍行動。資料C指出，互聯網
上有關自拍的相關條目多達7億，可證明其全
球流行程度。
自我表現：自拍可以突出個人形象，吸引成長

階段的青少年踴躍嘗試自拍。自拍照片，向外界
展示了個人的外貌特徵與性格形象，從而獲取別

人的認同與評價。拍攝者可以更認識自己長處及
優點，也了解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從而建立自尊
感與自我概念。青少年處於成長探索期，需要透
過別人評價來肯定自我存在價值及辨識自我，故
熱衷於自拍分享。資料Ａ中，44%的青少年認同
自拍可以別人對自己照片的評價提升自信心，
49%認為自拍是滿意自己容貌的表現。

2. 同意弊多於利
妨礙正面價值觀的建立：自拍文化宣揚自我中

心的觀念，不理會拍攝場合及他人的心情，欠缺
同理心；以修圖軟件美化個人外貌，掩飾真我，
間接鼓勵以貌取人，妨礙青少年建立正面價值
觀。
影響正面自我價值的建立：自拍者容易過於在

意他人評價，依賴讚好的數量來鞏固自我概念和
自信心，妨礙全面認識自我，不利建立自尊感。
網絡欺凌，破壞人際關係：自拍者只關心自己

拍攝留念，不理會他人感受，容易惹人反感，招
來非議，損害人際關係；照片上載至網站後，網
民可自由評價、留言、轉載。部分網民口無遮
攔，對朋輩的分享任意批評，易造成網絡欺凌，
破壞人際信任。

不同意弊多於利
認識自我：透過自拍所呈現的自我概念，青少

年更能夠發掘個人特質，了解自己的強項優點；
透過同儕間的認同讚美，有助建立正面自我概
念，提升自尊感。

鞏固人際關係：自拍後，照片會上載至網上社
交平台，或以手機軟件與朋輩或家人分享，描述
自己的近況及喜惡，有助拉近彼此的關係及提供
社交話題，鞏固及拓展社交圈子，有利個人成
長。
發揮潛能創意：透過手機自拍，需要運用一定

的攝影技巧及創意，發揮手機內的應用程式去優
化或修改效果。

想 一 想

資料D：節錄自2014年本地報章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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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科技日益進步，青少年隨時可以拿
出智能手機自拍一番，並跟好友即時分
享。在學習此議題時，同學們不妨思考以
下兩個問題：自拍跟青少年的自尊有何關
係？自拍在青少年的朋輩關係中又擔當什
麼重要的角色？
自尊由不同因素影響，其一是青少年對

自己外貌的評價與認同。筆者認為自拍能
提升青少年的自尊。首先，在自拍的過程
中，青少年會透過各種方法，例如轉換拍
攝角度和調校光度，將自己最美的一面呈

現出來。看到滿意的自拍後，青少年會對
自己的外表信心增加，進而擁有更高的自
我肯定。而且，青少年自拍後，大多都會
修圖，以不同手機軟件的功能，改善自己
的外表，更易得到朋輩的讚賞和認同，提
升自尊。不過有一點需要留心：倘若自
拍、修圖後的樣子與現實差距太大，青少
年可能會對真實的自己失去信心，自尊和
自我概念受到影響。

興趣group建群體回憶

自拍亦能有助青少年建立朋輩關係。社
交平台在青少年群組十分流行，當中更不
乏專門用作分享照片的手機軟件程式，例
如snapchat和Instagram。當青少年透過這
些渠道與好友即時分享活動中的自拍照，
朋輩又同時在他們的照片上留言時，他們
與朋輩間能有更緊密的互動，增強聯繫
感。
同時，自拍也能增加青少年在非正規群

體中的身份認同。非正規群體指因個性、
志趣相投而建立的社交關係，當中最為顯

著的就是朋輩關係。當青少年和朋友一起
自拍，記錄他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時，能
締造屬於他們群體的專屬回憶，增加成員
對群組的歸屬感，從而提升身份認同。
總括而言，在個人方面，自拍可以增加

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提升他們的自尊。在
朋輩方面，青少年可透過自拍加強和朋輩
間的聯繫和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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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拍成癮自拍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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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自拍」，能搜索到

6.98億條結果

題 目 拆 解

近年社交網絡掀起自拍（selfie）風潮，不僅年輕
人，就連歐美領袖和教宗也跟風。不過，最近英國一

名19歲少年因自拍上癮導致精神病，曾每日花10小時自拍
逾200次，甚至為此輟學、躲在家中半年減肥，最後更因拍不

出完美自拍照而自殺。有醫生警告，這宗案例雖然極端，但確是自
拍成癮問題的冰山一角。

議 題 背 景

資訊素養：資訊爆炸的年
代，人們除了懂得搜索資
料的技巧外，更需要掌握

辨別資料真偽、組織創造資訊等能力。也指運用資訊時
需要遵從一定的道德操守，如不發放虛假資訊，不參與
網絡欺凌。
我我我世代：源自《時代》雜誌的文章，泛指千禧世
代出生的一群年輕人，熱衷於互聯網，經常以相機自
拍，然後放上網分享。他們自戀、自信、懶散，但也有
創造力，能夠影響社會。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全 球 化 -
自 我 欣 賞 Selfie（自拍）一詞最早於2002年出現

在澳洲一個互聯網論壇上，意思是不限姿

勢、時間、地點和場合拍攝自己，可以借助手機、相機、平板電腦

等設備完成，以上傳社交網站為終極目的的行為。英國《牛津字

典》將其選為2013年的代表字之一。2014年美國《時代》雜誌更

將專門設計給自拍使用的手持工具「自拍棒」，選為當年度最重要

的發明之一。由此可見，「網絡自拍文化」已成當今世界流行趨

勢，年輕人尤其熱衷於此，更有沉迷自拍的問題浮現。究竟網絡自

拍文化的形成有何社會因素驅使？此文化對青少年的成長有何利

弊？本文將以議題練習形式聚焦探討。
■林晉榮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理事、順德聯誼
總會梁銶琚中學教師、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課
程發展與教學文學碩士。 從事教學工作10
年，現主要任教新高中通識教育科。

資料B
在這波席捲全球的自拍浪潮下，即時通訊軟件商LINE

於2014年8月推出最適合自拍的相機App「B612」，除
了能讓使用者利用單手拍照的功能外，B612也提供自動
人像對焦、設定前鏡頭為預設拍照鏡頭、內建濾鏡、拼
貼模式、影片模式等功能，讓使用者在同一個app內就
可以完成拍照、編輯照片等所有動作。使用者還可以直
接上傳B612的照片至LINE、Instagram、facebook等其
他社交平台，與好友一同分享照片。

資料A：2014年有關香港青少年
自拍文化調查

行為 認同比率
經常將自拍照上載到社交媒體 81%
在社交媒體上見到自拍照得到「讚好」， 44%
自信心會提升
認為自拍是朋輩分享的重要途徑 60%
認為自拍是滿意自己樣貌的表現 49%
會用修圖軟件，將自拍照美化後才上載 72%

模 擬 試 題

資料C

概 念 鏈 接
結語

科技發展使「網絡自拍文化」出現，有助
處於自我探索及塑造期的青少年認識自我，
開拓社交圈子，發揮創意，鞏固人際關係。
不過，網上虛擬社群的關係，始終有別於現
實世界的人際相處。學會平衡，從多元途徑
去建立自尊感及人際網絡，方可化挑戰為機
遇，順利度過成長階段。

■■英國首相卡梅倫和丹麥首相施密特及英國首相卡梅倫和丹麥首相施密特及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33人自拍人自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學生在畢業禮上自拍大學生在畢業禮上自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英國影星丹尼爾基克（右）與影迷玩自拍。
資料圖片

一棍在手一棍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