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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娛樂時刻 一家大細玩「抖音」
隨着5G時代的即將到來，如今人人都是

「自媒體」。所謂「自媒體」（We
Media），又稱「公民媒體」或「個人媒
體」，是一種以普羅大眾為主體，藉以現
代化、電子化的手段，向特定或不特定的
個人或群體進行資訊傳播。當中內容涉及
傳播者自身的意識、價值觀等方面，具備
一定的規範性和非規範性。
「自媒體」的形式可劃分為多種，常見
的有文案配圖片、配視頻等。如今，像短
音頻、短視頻的文化正席捲全球。尤其像
本港這樣的環境，或許源於人們日常生活
的壓力所致，以至於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
放鬆心靈之上。
有見及此，利用短暫的時間以獲取精神

層面的滿足，這種方式受到了人們的推
崇。正如現時流行的「抖音」軟件，正是
一款以「15秒短視頻」主打功能的社交娛
樂軟件。
不論用戶是屬於哪個年齡層的人，只要

肯花時間就必然能找到感興趣的內容，這
也許是「抖音」的魔力所在。「美好記錄
生活」是「抖音」平台的官方宣傳口號，
「智慧城市」的搭建，令通訊設備使用的
普及程度日趨飽和。
如今人們已不僅追求於通訊、社交及工

作等方面的應用，着重於從傳統的使用模
式過渡。或許過去的除夕之夜是一家人團
聚一起打麻將，如今卻是一家人在玩「抖
音」。

由於用戶量群體的迅速暴漲，公司在面
對突發狀況時或會措手不及，與其初創之
時的預設出現矛盾，甚至涉及媒介傳播環
境的監管以及作為社會企業的責任定位
等，以至於近月來關於「抖音」的負面新
聞愈來愈多。例如早前因其內容對社會人
群造成不良影響，以至於抖音旗下的海外
版軟件Tik Tok在印尼被封禁。
抖音在內地的各種各樣的「××門」負
面新聞亦多不勝數，儘管在消息傳出後已
第一時間封鎖，但依然追不上視頻的流傳
速度。例如有女孩在直播的時候，其正在
洗澡的母親無辜被牽連其中。這原本該在
學校接受教育的年紀，如今卻要模仿網紅
做直播。

更讓人心寒的是，網友們在觀看直播的
同時，竟沒一人去制止該女孩的行為。在
事情發生第二天過後，雖然視頻已被下
架，但終究逃不過被網友惡搞，播放量仍
近百萬。
「抖音」無疑是為人們帶來了閒時的娛

樂時刻，透過該平台可以學習更多生活技
能，看見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蹟，透過熒幕
感受各種人間風味。
今天，互聯網生態鏈不斷擴大，以用戶

量取勝成為了互聯網公司實現利益最大化
的目標，像「抖音」這類型的公司無疑已
經實現。

■潘浩榮 現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系
2017香港中學文憑試通識教育科5★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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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38

2014年 0.56

2015年 0.88

2016年 1.53

2017年 2.42

2018年 3.53

■資料來源︰中商產業研究院

資料A：2013年至2018年內地短視頻用戶規模（億人）

資料B：內地短視頻綜合平台人均單日使用時長（分鐘）

2017年10月 55.56

2017年11月 53.27

2017年12月 56.9

■資料來源︰三個皮匠創投文庫

抖音的影片時間為15秒，通常不能完整地呈現一首
音樂、故事和情節，因此很多影片都會給人一種戛然
而止的感覺，因而令人不由自主地多看幾遍。儘管每
則視頻的時間長度只有15秒左右，但用戶在抖音上所
花的時間卻不容小覷。根據統計，在過去半年，平均
每位用戶每天在抖音上所花的時間長達20分鐘以上，
平均觀看約80段短視頻。
抖音的用戶主要來自年輕人，85%的用戶年齡都在

24歲以下。新一代年輕人充滿創意，亦愈來愈習慣用
短視頻來表達自我。抖音的面世，正好提供了一個渠
道，讓他們按照個人興趣，彰顯個性化的生活模式和
娛樂方式，展現自我。不過，亦有青少年在「抖音」
內挑戰一個高難度動作時，失手以致頭部着地，脊髓
嚴重受損致半身不遂。
年輕人重視人際關係和多樣化社交，抖音擁有自己

的平台社區，可以讓參與者將作品分享至社交平台，
同時可以與其他視頻作者互動；當新用戶不知道要拍
什麼的時候，可以利用「挑戰話題」來模仿其他玩
家，這種互動形式給了用戶更加強烈的參與感，而於
錄製短片時需要朋友協助或一同參與，故此有效提升
青少年間的互動和交流。但同時亦有人批評抖音影片
有抄襲成分，而參與者亦未必認為抄襲他人作品是一
種不當行為，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建構。

資料C 綜合網上有關「抖音」的資料

2017年11月，抖音在登陸日本市
場後廣受歡迎，不僅在攝影和錄影
分類上超越了YouTube和Instagram
等全球巨頭，還力壓Spotify、LINE
等常年霸佔榜單前幾位的應用，成
為日本App Store免費榜第一名。
從抖音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的情

況來看，中國無論在資訊科技上的
硬實力，或是音樂、創新上的軟實
力都有所提升。實際上，在東南亞
和歐洲，「今日頭條」（抖音的母
公司）已經與 facebook、Snapchat
直接競爭。另外，短視頻的興起亦
成為新的經濟產業，如內容植入、

視頻貼片和資訊廣告等宣傳形式，
例如與「淘寶」購物車連結，便是
新一代的消費模式。根據艾瑞諮詢
的資料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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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D

(a) 根據資料A及B，描述短視頻在內地的發展趨勢。（4分）
(b) 參考資料B及C，指出及解釋青少年使用短視頻的兩個影響。(6分)
(c) 「短視頻興起反映中國全球化的影響力有顯著增加。」利用資料及就你所知，提出一個支持和一個

反對這項陳述的論據。(7分)

想 一 想

a題拆解：
此為趨勢題，學生需要明確

指出資料中的數字所反映的趨
勢，並指出數字背後所反映的
訊息；題目要求同時分析資料
Ａ及Ｂ，如只描述其中一個資
料的趨勢，最多只能得一半分
數。
b題拆解：
題目為「後果題」，學生需

要指出及說明青少年使用短視

頻的影響，「影響」本為中性
的用字，故學生需要同時指出
其帶來的正面影響及負面影
響，如單向地指出「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學生的答題
不能有最高層階的分數。另
外，題目亦明確指出需要針對
「青少年」進行分析，如學生
答題是偏離「青少年」這主
體，（如指出了使用短視頻對
社會 / 政府的影響），最多只

可得兩分，甚至沒分。
c題拆解：
此題為「論說題」，並無要

求學生提出個人立場，只需於
資料中找出支持「短視頻興起
反映中國全球化的影響力有顯
著增加」的論證，再加以說明
便可。
題目要求學生集中處理「中

國全球化的影響力」這部分，
故可由文化和經濟方面分析。

題 目 拆 解

(a) 根據資料A及B，描述短視頻在內地的發展趨勢。（4分）

資料A顯示內地短視頻用戶
人數持續上升，由2013年0.38
億人，上升至 2018年 3.53 億
人，增幅近10倍。

資料B顯示，人均單日使用
時間亦由2017年10月55.56分
鐘，上升至2017年12月的56.9
分鐘。

雖然在2017年11月時微降，
但整體仍維持於50分鐘以上，
可見短視頻在內地的使用度普
及。

(b) 參考資料B及C，指出及解釋青少年使用短視頻的兩個影響。(6分)
個人自尊方面：年輕人可利

用短視頻來表達自我。抖音的
面世，正好提供了一個渠道，
讓他們按照個人興趣彰顯個性
化的生活模式和娛樂方式，輕
鬆自在展現自我，提升自信。
（資料C）

人際關係方面：青少年可將
短視頻分享到社交平台，抖音
亦擁有自己的平台社區，每位
用戶可以與其他視頻作者進行
互動，交流經驗。（資料C）
時間管理方面：青少年沉迷

抖音，可能花大量時間於收看

或拍攝片段，因而影響學業或
正常生活。（資料B）
價值觀方面：影片有同質化的

趨勢，很多類同的抄襲片段可能
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他們可能
會認為抄襲問題不大，對於知識
產權欠缺尊重。（資料C）

(c) 「短視頻興起反映中國全球化的影響力有顯著增加。」利用所提供的資料及就你所知，
提出一個支持和一個反對這項陳述的論據。(7分)
．支持
文化全球化方面：抖音影片

一般拍攝有關內地人日常生活
再配上音樂，片段中亦有。抖
音的受歡迎程度反映中國的文
化受亞洲其他地方的居民歡
迎，令中國的文化影響力明顯
地提升。
經濟全球化方面：短視頻的

興起亦成為新的經濟產業，提
升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市場的
規模增加，亦可以打破傳統跨
國企業的壟斷。
．反對
文化全球化方面：抖音影片

一般拍攝有關內地人日常生活
再配上音樂，影片只有短短15

秒，未能有效展現中國文化，
影響力有限。
經濟全球化方面：短視頻的

興起只屬文化潮流玩意而非經
濟產業的提升。以全球市場的
規模來說，抖音所佔的比例極
細，對傳統跨國企業未能構成
威脅。

題 目 拆 解

在2018年9月，內地短視頻手機程式活躍人數排行榜中，抖音短視

頻的活躍使用者約為21,478.74萬人，成為眾多相似程式中的活躍人

數之冠。短視頻於內地的普及度極高，短短15秒的短片，展示了作

者的創意，而當中有「挑戰話題」的功能，更增加了參與者的互動

性，所以不少內地的年輕人都樂在其中。

■李文靖老師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針對短視頻在內地的普及度高，
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在2019
年1月9日發佈了《網絡短視頻平台
管理規範》100條，為短視頻的用戶
和平台管理者提供了新的指引，當
中指應建立總編輯內容管理負責制
度，並實行節目內容「先審後

播」制度，如標題、簡介、彈幕、
評論在內的內容，都應經審核後方
可播出。除此以外，《網絡短視頻
平台管理規範》100條中，亦有強調
短視頻應提供正面的訊息，如不得
未經授權自行剪接和改

編電影、電視劇、網絡電影、網絡
劇等各類廣播電視視聽作品；不得
出現損害國家形象的內容；不得出
現損害革命領袖、英雄烈士形象的
內容等等。

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是一款在行動電話
上分享和觀看影片的社交應用程式，用戶可錄
製15秒的短片，並可分享至其他平台，其他使
用者亦可對影片留言。

短視頻展創意短視頻展創意
軟實力增影響軟實力增影響

現 代 中 國 + 全 球 化 +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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