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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
打卡」
」
有風險
「呃 like
like」
」
需謹慎
- 今 日 香 港 隨着互聯網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網絡溝通模式亦有所轉變，在社
交平台「呃 like」日漸成為市民重要的溝通方式，不論用餐前、與伴
侶外出、或者遇到新奇的事物亦會「手機影先」，利用智能手機把個
人經歷上傳，近年青少年間更興起於假期在本港不同景點「打卡」、
「呃 like」。然而，「呃 like」背後可能隱藏不少風險。
■李啟豪老師 青松侯寶垣中學
■ 網絡紅人爬上摩天高樓自拍
網絡紅人爬上摩天高樓自拍，
， 吸引很多
青年人效仿。
青年人效仿
。
資料圖片

背 景

興 起 原 因

自拍潮流吸引
明星政要加入
拍照打卡日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不少明星、政要亦緊貼潮流。特
首林鄭月娥在不同場合就多次與當地人
及景點自拍，並上傳到社交網站，除了
有意向市民匯報工作行程，更體現親民
一面。
除了日常自拍外，青少年近年更喜歡
前往特色的「打卡熱點」，其中由 5 座
唐樓相連組成的景點鰂魚涌海山樓，其
特有的建築壓迫感及景觀曾經吸引了電
影《變形金剛4》來港取景；南山邨彩虹
橋則保留了三座舊式遊樂設施及港式屋
邨風格，曾獲日本劇組賞識到來取景。
這些地區一般位於屋邨、郊野，原本默
默無聞，但經過媒體宣傳後大受歡
迎。不少地點每逢假日更人頭湧湧，
市民排隊輪候拍照，媒體及大眾的
關注卻令當地居民深受困擾，遊人
不但佔據當地社區空間如籃球場及
康體設施，令居民無法享用，遊人
逗留期間亦會製造大量噪音及垃
圾，影響當地環境。

■自拍已成為
許多人生活的
一部分。
一部分
。
資料圖片

小 知 識

資訊科技發展奠基礎

資訊科技在近十年發展迅速，智能手
機、光纖及無線網絡等新形式的數據傳
輸途徑，大大改善了通訊速度及便利
性，改變了市民的生活模式。過往拍照
需要使用相機，假如要上載便需要先連
接電腦，把照片傳輸到電腦然後上載，
加上網絡速度較慢，因此過往社交平台
溝通模式多以文字導向。
隨着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普及，拍
攝及上載照片變得容易，由於圖片較文
字更容易吸引他人注意，因而鼓勵了企
業發展以圖片導向的社交平台。
現時較受歡迎的分享社交應用軟件均
以圖片及短片導向，資訊科技的改進令
拍攝及上載過程變得簡便，為拍照
風潮的興起提供了技術支持。

響。近年有雜誌經常以「隱世」、「懷
舊」等標題宣傳另類旅遊體驗，鼓勵讀
者前往那些「隱世」地區，甚至推介
「打卡」熱點及拍攝角度。在推介一些
行山地點時，亦未有提及行山風險，市
民容易掉以輕心，誤信傳媒前往當地。
同時，電視節目亦介紹被譽為「港版
大峽谷」的青山靶場，大批市民在節目
出街後前往，最終駐港部隊貼出通知阻
止遊人進入，以免發生危險。
市民透過傳媒吸收了不同的旅遊資
訊，不過不少資訊並不完整，令市民誤
判，蜂擁前往風險較高的地點，加上網
民在網絡分享及上載照片，促使資訊在
網絡快速傳播，造成拍照「打卡」的風
潮。

傳媒推介影響甚大
電視、電影、雜誌等
媒體的推廣，亦是引
起拍照風潮的原因之
一。傳媒具有很大影
響力，不少市民的
行為會受傳媒影

從眾心理渴求認同
除了傳媒影響外，青少年的從眾心理
亦加劇了拍照風潮。青少年在青春期渴
望得到朋輩的重視及認同，在社群中被
接納及在其中發揮影響力。
朋輩間透過不斷上傳照片及相約前往
而互相肯定，拍攝地點及談論拍攝技巧

「打卡」
「打卡」為網絡用詞，最初意指利用衛星定位及網
絡在社交平台標示自己的位置，讓其他網友了解自己的動
向，是社交平台的其中一個功能。其後網民把詞語延伸到利
用照片讓他人得知身處地點，用詞已不局限於使用「打卡」
功能。
「呃like」
「呃 like」又稱為騙讚，網絡用詞，意即刻意博取網絡
上其他網友的注意及認同。由於在 facebook 上載文字或相
片後，其他網友觀看後均可給予讚好（like），而部
分網民為了取得更多讚好，往往會精心製作文字或
照片才上載，以取得最多讚好。網民因而把此
行為稱為「呃like」。

影 響

社會資源遭濫用
拍攝者多未有經歷訓練，如預備不足便前往危險
地方拍攝，一旦遇上意外便需要進行救援，造成社
會資源被濫用。更甚的是，部分市民為求拍攝到更
佳效果，不顧安全地走到危險位置進行拍照，其中

1. 請根據上文，指出
「打卡」風潮興起
的原因。
2. 請根據上文和個人
的理解指出「打
卡」帶來的影響。

星期一

答 題 指 引
1. 此題同學可在文中找到答案，指
出資訊科技的發展令隨時「打卡」上
傳照片得到技術支持；傳媒將一些景
點曝光後得到青少年喜愛甚至追捧，
為「打卡」一族提供了很好的「打
卡」地點；「打卡」行為在青少年中
已然成風，由於從眾心理，更吸引更
多人加入「打卡」族；「打卡」大家
都嚮往的地點，會令「打卡」者收穫
巨大的成功感和滿足感，令「打卡」
更具吸引力；而至於「打卡」帶來的
風險和對他人造成的負面影響則不會

．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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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圖
影響到重視享樂的「打卡」青少年。
2. 此題同學需結合上文給出的答案
和個人的理解作答，例如，「打卡」
可令友人更為輕易的了解到我們的日
常生活，但亦會有個人私隱外露及引
起社會爭議的風險，同時，如為「打
卡」而忽略個人安危，非但可能會遭
遇意外，亦可能會令救援人員出動，
浪費社會資源，不過客觀上，亦有不
少青少年因為「打卡」需要，令自己
拍攝和審美能力皆有所提升，亦更有
意留心生活中有趣美好的事物。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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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享樂主義行先
有調查指，青少年的價值觀較以往更
趨向個人主義及享樂主義，更重視自我
的喜樂及追求，而且較成人重視享樂多
於安全，因此在行動前傾向先考慮自己
的感受，忽略對社會的危害及風險。
由於青少年考慮個人的虛榮感大於安
全，亦未有顧及他人感受，因此造成拍
照時的一些忽略居民感受或危險的行
為。

拍照「打卡」雖然能讓好友了解日常生活，但同
時可能暴露個人的行蹤及喜好，並在網絡上留下數
碼足跡。部分市民上網成癮，隨時隨地均在不同地
點「打卡」，不但令他人了解每日行蹤及規律，資
訊更可能被收集，照片可能在網上輕易被盜用或改
圖，拍照行為在一些地點更可能引起爭議。
德國有人因在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自拍，除了
被網民批評對逝者不尊重外，更有藝術家把照片改
圖，以提醒自拍者需要對逝者尊重。事件除了暴露
出拍照「打卡」可能帶來爭議外，亦暴露了個人資
料及照片存在因「打卡」而被盜用的風險。

一些人前往危險的地方拍攝，亦會對個人及社會
造成危害。有香港青少年日前爬到曼谷玉葉二大廈
頂端的電視塔上自拍，並在網上分享照片，事後當
局指出該處是電磁波發射塔，強輻射可能會對青少
年的身體造成傷害。另外，本地亦曾出現因拍攝照
片時失足而墮樓的意外。

想 一 想

好奇心成功感驅使
青少年多極富好奇心，期望探索世
界，了解不同地方的特色及文化，因此
較成人更易動身到景點一探究竟。而成
功拍攝到滿意作品後，青少年感到成功
感及滿足感，並在網上得到他人的認
同，進一步鼓勵了青少年探索不同地方
和參與拍照及把照片放到網絡上分享。

「打卡」
上癮 易洩私隱

不顧危險爬塔頂

■遊客在遊玩時亦不忘自拍
遊客在遊玩時亦不忘自拍，
，容易
發生危險。
發生危險
。
資料圖片

成為朋輩間的共同話題，不少青少年因
害怕失去共同話題及被孤立，即使本來
對拍照或這些地方沒有興趣，亦會一同
前往或參與，形成了拍照風潮。

．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資料圖片

有「志明與春嬌行人天橋」之稱的偉業街天橋便多
次由於有市民在拍照時在橋上伸出手腳，甚至爬上
橋頂行走，令途人誤以為有人企跳或遇險，最終報
警處理。消防處每次接報須出動大量緊急車輛，如
升降台及救護車等，除了造成大量社會資源浪費，
封路亦影響當區交通，為他人造成不便之餘，更帶
來經濟損失。
總括而言，拍照「打卡」本來並非壞事，但需注
意個人安全及他人感受，傳媒在進行報道及宣傳前
亦應多提醒青少年前往的風險、了解當地文化及注
意對他人的影響，在個人興趣與居民生活間取得平
衡。

延 伸 閱 讀

「打卡」

原因：
．資訊科技發達
．傳媒宣傳景點
．從眾心理嚴重
．重視享樂主義
．收穫成功感

■有人疑自拍重心不穩跌落山谷
有人疑自拍重心不穩跌落山谷。
。

影響：
．增進友人了解
．容易暴露隱私
．可能遭遇意外
．浪費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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