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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全 球 化 -

非預練夠「貼地」追夢新平台 延
伸
閱
讀

尖 子 必 殺 技

打機到旅行，甚至食飯，任何事也可以
是直播的內容。開Live直播大大改變了媒
體影視的發展。從前的電視或廣播節目，
演員及嘉賓在鏡頭前無論接受訪問或是ca-
sual talk，為確保節目能夠按着規劃好的劇
本走下去，每一條問題、甚至每一個反應
都是一早預練好的。
這舊有影視業的發展模式，或許它未能
為你帶來驚喜，但它的質素卻有一定的保
證。

近年科技發展迅速，大大拉近了人和人
的距離，改變的不僅是我們自己社交圈
子，亦拉近了藝人明星和社會大眾的關
係，他們會藉社交媒體與大眾分享自己的
生活點滴和交流，不再是以前那種遙不可
及的明星。

內容簡單直接 不再高高在上
人們看膩了精雕細琢的圖片影片文字，

追求自然不加工的資訊，在這個虛假資訊

泛濫的年代，更追求確切實在的事物，因
而簡單如食一頓飯也可以是直播內容。
他們不像電視上的飲食節目主持一般優

雅地吃着賣相精緻的菜式，而是不顧儀態
地邊食邊和網民聊天。這樣的直播反而引
起大眾的關注，因為內容簡單直接，換句
話來說是「貼地」，直播使網民真實地感
受到直播者不再是高高在上，他們是真實
地存在的，亦是像一般人那樣存在的。
直播潮流直逼傳統媒體，香港電視廣播

公司也推出直播程式，讓藝人透過官方網
站開live拉近與市民的關係。
我們正經歷科技革新、新媒體崛起的年

代，了解它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固然重
要，但它帶來的機遇亦不容忽視，這平台
亦是不少人實現夢想的平台，而它在改變
及創新的過程中不斷加入很多我們曾經以
為是天馬行空的元素，當中研發的過程，
實在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鏡。

■陳潔珊 通識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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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做網紅 賺個滿堂紅
於全球化的影響下，地方之間的交流日漸繁多，資料及通訊科技的發展一

日千里，網絡的普及程度日高。於無所不達的網絡世界中，不同的網絡平台

應運而生，facebook、Instagram、微博、Snapchat、17等社交平台，亦出

現了「直播」功能，只要使用者經簡易的登記手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虛擬

世界的身份，創建屬於自己的平台。

一方面可以在網絡上與不同的網友、觀眾溝通，而商家亦可聘用知名度高

的主播為自己的產品進行推廣，造就新一代的行銷手法；而知名主播一方面

可得到商家的贊助或回報，同時於直播節目上可得到觀眾的即時「打賞」

（觀眾以金錢購買的虛擬道具）。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不少的年輕一代都

以網絡為伴，甚至有沉迷的情況。直播功能的廣泛出現，而於沒有監管的情

況下或會出現變質的情況，究竟網絡的發達代價高或是好處多？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近年來不少的網絡直播平台興起，雖然
部分並無直接的「商業成分」，但部分則
與間接的金錢來往相關，因為觀眾可以於
平台上利用金錢購買不同形式的「小禮
物」「打賞」節目的主播。
在韓國就出現直播食飯的熱潮，主播更
由直播方法月入相當於7萬港元；內地亦
有主播憑藉直播節目在8個月內得到3,000
萬元人民幣的「打賞」；香港亦有藝人參
與平台big big channel，直播其生活。
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因直播而「樂」極
生悲的情況發生。
一名內地主播更直播利用黃鱔塞下體以
提高收視，最後被警方刑事拘留；美國一
對情侶利用直播「證明」書本可以擋子

彈，最後女友在開出的子彈射穿書本，將
男友殺死；泰國亦有一名男子因懷疑女友
有外遇，於網絡上直播將其11個月女兒吊
死的影片，再自殺身亡。

背 景

（a）根據資料，指出及解釋直播平台愈漸盛行的3個因素。 （6分）
（b）「使用社交網絡平台的代價超出其好處。」資料A及B是否支持這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8分）

想 一 想

全球化推因：包括各地政府的政策和合
作、跨國企業的出現、交通網絡的發展、
資訊及通訊科技的普及等。此等的推因均
令地方之間的隔膜減少，亦令各國的人口
資金、貨物、資訊、甚至價值觀相互傳播
及影響。
直播平台：利用網絡進行「即時轉

播」，部分的網絡主播為名人、明星、演
員、藝人等，亦有部分網民因參與直播而
成為知名人士。進行網絡直播可以與觀眾

進行直接交流，網絡主播可因其直播的節
目提升知名度，而商家亦可利用熱門的直
播節目進行推銷產品，同時觀眾亦可以用
虛擬道具打賞主播。於互為因果的情況
下，網絡主播、商家、觀眾的關係形成一
種新興的經濟模式。
情感依賴：意思為對某個人、某種物件

或事物寄託過多的個人感情，以致產生依
賴狀況，一旦失去該人、事或物，就可能
出現焦慮或抑鬱的情況。

韓主播拍食飯月入7萬

概 念 鏈 接

a題：學生需要同時利用兩
則資料指出及解釋直播平台愈
漸盛行的三個因素。資料A大
抵上已能得出三個因素，但學
生需同時引用資料B 進行說
明，以充實答題內容；回應題
目時需要將「原因」提升至
「因素」層次，意即指由「微
觀」轉為「宏觀」的角度，如
將資料中「YouTube 等直播
途徑廣泛」推論至「網絡全球
化的影響」或「網絡的普及
化」。

b題：題目為立場題，然而
學生亦需要留意題目並非問及
個人立場，而是資料的立場，
所以回應時需要明確指出資料
是否支持「使用社交網絡平台
的代價超出其好處」一說。
另外，此題亦屬單向的比較

題，建議學生利用資料的內
容，指出社交平台的好處和壞
處，而表述過程亦宜利用恰當
的比較平台/方向以輔助說
明，不單有利自己定立論點或
討論方向，亦有效減少偏離討
論的情況。

題 目 拆 解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新的網絡科技令人與人之間能長時
間保持聯繫，借助網絡社交平台，有
助打開人與人之間關係之門，甚至有
人利用社交平台組織社會活動，讓更
多志同道合的人交流。
但近年，利用社交網絡而犯案的數

字有上升的趨勢。警方表示，由於社
交網絡上用戶匿名化或非實名化，因
此在不虞有詐的情況下讓不法之徒有
機可乘，當中個案包括騙財、騙色、
侵犯私隱及盜用他人資料等，呼籲市
民小心網上騙徒。

模 擬 試 題
資料A 資料B

韓風襲港，現時韓國網上第一收視直
播節目就是觀看別人食飯。香港網絡紅
人伍仔近日亦將這股韓風引入香港，在
個人 YouTube Channel 上「直播食
飯」，直播6天有6萬人觀看。以前誰
會想到，連直播行街、吃飯等生活細節
都可以變成商機？
現時科技發達，在發表直播的平台，

只要簡單的登記程序就可以成為主播或
觀眾。有學者分析，或許與現代生活模
式日趨單人化有關，觀看直播節目可紓
解孤單感，就如朋友陪伴左右般；另一

方面，除了名人、藝人、演員，任何人
都可以做網絡主播，不受時間地點所
限，隨時即刻「開騷」。
不過，同時有研究指出，有不少人對

因過分投入社交網絡而產生「情感依
賴」，有依賴者表示「感到社交網站上
的人際關係給自己造成了負擔」，有時
候因為無法抽身而不斷點擊，亦有人因
擔心留言未獲「like」而誘發抑鬱，並
可能成為「社交功能障礙患者」或「上
癮症」患者，未能從網絡平台中抽離而
影響現實生活，忽視家庭和工作責任。

（a）科技發達與普及：人人都可以做網絡
主播，不受時間地點所限。（資料A）
經濟誘因：有網絡紅人利用直播食飯變

成商機，每月收入數萬月。（資料A）
生活模式：生活模式漸趨單人化，現時

個人主義盛行，加上科技發達，人們經常沉
迷智能手機及個人電腦，較少面對面與人進
行溝通，生活模式變得單人化。（資料A）

文化全球化：韓國直播食飯引起熱潮，
不少地方的人透過網絡接觸和得知這潮流，
並爭相效法。（資料A、B）
維持人際關係：於網絡上可與不同群體

交流接觸，甚或組織社會活動或不同的交流
平台，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可藉此進行交
流。（資料B）
以上可選3項進行回應。

參 考 答 案

（b）

自我觀感

人際關係

個人發展
（前途／
經濟）

代價

資料 A 指出有人因擔心留言未獲
「like」而誘發抑鬱，未能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影響個人自尊感。

資料A指出不少人因過分投入社交網
絡而產生「情感依賴」，令有依賴者
感到社交網站上的人際關係給自己造
成了壓力。

資料A指出有人因過分投入社交網站
平台而成為「社交功能障礙患者」或
「上癮症」患者，未能從社交網站平
台抽離而影響現實生活，忽視家庭和
工作責任；資料B指出有不法分子利
用社交網絡去犯案，令市民墮入陷
阱，最終導致財物、個人資料損失，
甚至身心受損，影響深遠。

好處

資料B指出在個人情感方
面，觀看直播可紓解孤單
感。

資料B指出社交網絡平台令
人與人之間能長時間保持聯
繫，擴展人們社交圈子。

資料A指出直播食飯節目
（社交網絡平台）帶來經濟
收益；人人都可擔任直播主
播，亦不受時間地點所限，
隨時即刻「開騷」，有利提
升個人知名度，對現任演藝
人員或想加入演藝圈工作的
人提供了門路。

■韓國出現直播食飯熱潮，主播收入甚
豐。 網上圖片

■■內地網絡主播在進行網絡直播內地網絡主播在進行網絡直播。。根據酷狗繁星網提供的最新數據根據酷狗繁星網提供的最新數據，，在在
兩萬多名的網絡主播中兩萬多名的網絡主播中，，收入最高的月入達收入最高的月入達5050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內地網絡紅人通過內地網絡紅人通過
直播平台直播平台，，線上直播線上直播
活動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