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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化考察報告

苦找索？

同物不同用？

五場程式爭霸戰

五個年青人對用手機的獨白……

組員梁佩盈傅君怡譚焯茵張衍晴陳汝欣

指導老師：初本棟老師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因涉及個人資料，部分內容已被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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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夜幕低垂，我帶上耳機，正在手機聆聽最新的流行曲。 忽爾，母親的聲

音把我從澎拜的音樂中喚醒： 「女兒，看看這影片……」接下來，便是

影片播放著路人走在街上被人偷東西的畫面。 「媽啊，你給我看的影片

如此無聊，簡直是打斷我聽歌的輿致！」

「這影片多有意義，提醒你小心看管財物。 都怪你整天玩手機，現在才

淪落到要趕功課的地步。 」母親恥笑我道。

「我才不是玩手機呢，那是維持正常社交，吸收資訊，跟上潮流最新動

態。 你又沒給我錢消費，我只好把時間都消費在手機上了。 」

「現今青少年都如此反叛，懂得駁嘴了。 」

「哪像你們常常在分享無聊訊息，那些長輩圖啊，影片啊，真不明白你

們手機何以有這麼多的儲存空間……」

「你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喝杯水要拍照，睡覺前又要拍照，豈不是更無

意義？」我們就這樣爭持不下。

隔天，我與同學分享這事，才發現許多人都感同身受。 原來兩代人對使

用手禍的方式，存在很大差異和誤解。 家長常批評子女玩手機，我們亦

會恥笑長輩使用手機的方法是如此不合時宜。

就是源自同—樣物品，用法及心態卻如此不同，那倘若我們嘗試硏究兩

代消費手機，也可能會有有趣的發現呢。

就遷樣，我們分了年輕一輩和父母兩個陣營，探討於消費手機上的差異

和矛盾，籍此了解兩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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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玩法

考察分別在5位組員，5個家庭中進行，每位組員自選1個手機應用程

式 ，分別進行－星期的調查與自我發現，仔細研究父母與自己在使用該

應用程式上的異同，並作記錄。

遊戲階段分兩部分： 一，實際觀察及二，訪問及雙方心態分析。

同岡φ 家庭應用程式： Phone call 

同學Ｂ家庭應用程式： Whatsa pp 

同學Ｃ家庭應用程式： Facebook 

同學Ｄ家庭應用程式： Music 

同學Ｅ家庭應用程式： YouTube 

故事隨以上排序進行主要是按手機的應用及涵蓋程度而訂。 手機最基本

的功用便是打電話，所以我們將首先分析兩代在電話內容上的不同，然

後把範圍推擴至非即時互動的溝通媒體whatsapp, 繼以是擁有龐大社交圈

子的social media如facebook, Instagram等。 現時手機用途再不限於人與人

之間文字或語言上的溝通，而是能夠透過音樂或影片表達自己，所以我

們便把Music放在第四，而範圍最廣的 YouTube則放最後。 這樣便能層層

遞進的研究兩代在使用手機時的差異。



 

  

 

 

 

 

 

1 . 同學Ａ家庭應用程式： Phone call 

歸根到底，手機始終離不開打電話這項傳統功能。 你會說WhatsApp的出
現方便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逐漸普及於不同年齡階層之中，甚至把打電
話道項僖統功能取而代之，令我們沉溺在 「 文字世界」的奧妙當中……相
反，如果打電話這項功能消失了，那麼手機存在的價值又何在呢？依頼
WhatsApp的我們，可能會覺得毫無所謂，但是．．…｀＇他們"又會如何看待
呢？＂

究竟我們兩代人的分別何在？等我們－探究竟啦！

＃雨代特纜：

長輩父母 年輕一輩

用途 ➔ 較常「煲電話粥」

➔ 內容多，時長較長

➔ 用於聯絡子女1親友

➔ 與他人保持聯絡，維繫

感情

➔ 簡短三兩句短暫的傾談

➔ 當別人沒有回覆

WhatsApp時作緊急聯絡

➔ 回覆父母的通話



 

 

 

 
 

 

 

 

 

 

心螈 ➔ 以源源不甌的問候或問

題以表對我們的關心及

緊張感

➔ 有時語氣略帶責罵及焦

急，口吻長氣

➔ 詢問情況，以關心為初

衷

內容 ➔ 了解家人狀況，關心子

女情況

➔ 相約家人或朋友聚餐，

聯繫情感

➔ 和朋友「吹水」 ，分享

生活上的鎖碎事情

➔ 腮友：

語氣搞笑平和，氣氛隨

意輕鬆，心境開心隨和

磯喂，看屯渺鳴？ 

➔ 父母：

總覺得他們說話言談過

於長氣，常作無畏的澹

心，令人煩厭

對其語氣隨便、 敷衍，

只想快快了事

➔ 隨心而言，不受話題限

制

➔ 有不同的話題，皆圍繞

著學校、 生活、 家庭等

➔ 有時作緊急聯絡之用

編者按：因涉及版權問題，本頁插圖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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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途徑 

Whats＠App 
Whatsapp � 

Wha區pp 

Wechat 己＞ Snapchat 

Skype 

e�c:J! Hangouts
Google+ Hangouts 

＃年輕一 II Vs. 長輩父母（例子）：

□情景1

每次當我相約朋友出外時，我都會如約而至，準時到達相約的地點，因
為作為 － 個乖巧守時的女孩子，遲到絕不是我的為人作風。 殊不知，她
竟然遲大到！我己等候多時，開始等到有點不耐煩了。 所以send
whatsapp敦促她快 一點，但係message send完等多一 陣，她仍末有回覆！
此時，心頓感無奈，恨不得打爆她的電話叫她回覆message作交待……電
話雖然接通了，但她遲到仍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一年輕 一 輩用電話作緊急聯聯絡之用，敦促其快點回覆WhatsAppmessage 

□情景2



 

 
 

  

作為年輕一代的我們相信都好有同感……
每當你的父母或屋企人致電你時，他們可能想催你快點回家： 「 宜家係邊
啦？你仲未返黎咩？快啲啦！咁夜仲未返屋企，你唔知女仔咁夜好唔安
全嘅咩？你究竟係出面做緊啲咩黎？！快點同我返黎啦！知唔知呀？我
都係為你好，擔心你而已。 快點返啦…」

又可能係「你啄度做咩呀？食左飯未呀？食左d咩呀？你今日過得點啦？
無論如何，只要開心就得啦！」

但我們往往都會好不厭其煩，用 － 種略為輕率、 隨便、 厭倦、 敷衍的語
氣作回應： 「做咩呀？咪返緊黎囉！得啦知啦！催咩催呀… … 在路
上！」

一長輩父母用電話去了解子女的狀況，關心及留意其 一 舉 － 動

兩代人使用打電話的分別己清晰浮現
我亦曾為此訪問媽媽。 盡管我們經常使用相同方式、 語氣去答覆他們，但仍難
變其心，依舊 － 成不變地用長氣的話語表露出他們對我們的關心……

但其實人心是不會變的，他們的初衷及目的都是由心而發的關心及愛護，只希
望我們都能沒有負攏地活著，希望我們每 一 天都能過得開心快樂，希望我們能
做最好的自己。

所以每個父母都值得尊重，而我們現在的做法又何嘗不是在踐踏及否認父母對
我們的愛？因此，彼此雖各有不同的見解原則及styles , 若能各自退 一 步，彼此
了解對方眼中的世界，或許，結果將截然不同；或許，這才是最好的辦法。 

2. 同學Ｂ家庭應用程式： Wh atsapp
說起香港現時最流行的溝通程式，非whatsapp莫屬，但在使用方法上，年

一

青人與上 輩有甚麼不同呢？

#1: 與每毅VS與崩友約對語

今天天氣很冷，你帶夠衣服嗎？



 
 

 

 

溫馨提示：我朋友的兒子在英國讀
書，在一月份接到一個來電顯示巴
克來銀行，表示同學的戶口被人盜
用，來電職員能説出同學咭號、戶
口號為安全起見已替同學開新戶
口，並促請同學將所有戶口內的金
錢存入新戶口內，同學不如有詐跟
着照做轉左萬多尹鎊入新戶口，最
韆咿騙並且報警，但銀行表示
＾月賠篔200央鎊。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任任何來電者身
分，可能來電顯示做咗手腳，凡是
有重要事情，自己應該先掛線後重
新致電自己知道的銀行電話號碼確
認一下，這樣就安全得多。
大家要提高警覺，以防受騙！

下午1:10

同媽媽whatsapp最常見到的 一

走的時候，由培正道轉入窩打老道後，
有兩條路線：
1. 行舊路去旺角地鐵站
2. 沿住窩打老道一直往前走，可直達油
麻地地鐵站。
時間上差不多，但去油麻地的路線較簡
單，剛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走的。

22:56 

定是「幾點返嚟呀」 「食咗飯未呀」

未開whatsapp已經估到她send了甚麼，不時又會send一 段長到不想看的文

字給我。 有時約了媽媽， 她怕我找不到路， 路線指示比google map還要

清楚， 更替我分析其他人如何走，都不知道是細心還是好笑。

之前見過阿媽send WhatsApp , 逐隻逐隻字用手寫龜速打出嚟， 仲堅持要

有完整意思， 我有時唯度諗：要等佢覆whatsapp嘅人真係慘， 輸入咗咁耐

都係得幾隻字。

拼音密礪l火星文

＞廣東話拼音加少許英文



 

  

 

 

 
  

 

 

 

 

dou ok ge 22:27 

iu窣gan

leung涼leung ,,., 

Ml丟ming未mei米mal 11:lma嗎ma no 22:27 
明mmg 

I你ne1我ngo女n:ut男na面耐noi
0溧OJ can u earlier maybe? 22:27 
町平ping皮pei拍pak 

1謚s1k含S lk神sun陌sa1收sau想shg ..tshg相shg習s'hu爭si先Sin
en綜Silil

I稔ten大tru堂tong拖tall謝tse頵tau瘩to呣同tung抖tau
UI屋企u
Wj隈we這wun搵\Wf1玩wan話wa 
YI音yum以yee荳yee野yeh又yao有y;:iu如Y,U油yao髟ying-yat 8 
yat要yiu完yuen

yong人yun
勾自2字2i中z.hong

鍾意分好多條message

Nei ting yat hui ng hui? 23:06 
你聽日去唔去？ 

aii if not gum dim suen 14:12 
唉如果唔係咁點算

我點知佢

咁唔使咁麻煩啦

「哇呢啲咩火星文嚟口」

「好地地做咩唔用英文或者中文溝通啫」

「有港式英文就算啦， 拼音加英文唔會仲難睇咩」

阿爸阿媽不理解現今年輕人的用語，睇到一頭霧水。 

#2: 長輩圖VS功踝圖
;:t I::; 早 ．

冉皐·



＞美麗的風景（山水／蓮花等）

＞有宗教含意（佛l菩薩）

元素：

＞勸人向善的格言或問候

＞常見的祝福詞（一帆風順丨平安健康等）

＞打油詩或靜思語

＞加上「認同請分享」l

字體：

＞大顏色鮮豔

＞使用大量類似書寫或毛筆的字體

脖子比長頸鹿長五倍的我．

喉嚨流遍的

早安

巴競5 夸三巴「';/L I 
-,- 1J,/L, ;,"l,. /. 血．云:�l 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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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有咁嘅經驗，新年、 過時過節收得最多嘅除咗利是之外，就係

長輩圖！！！

佢地將你可以諗到嘅祝福語都寫曬落去， 用差唔多嘅低清背景圖， 不厭

其煩咁send好多次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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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晚安：

在下想請問見解論證有甚麼論點可以寫？

還請高人賜教！

P 、 4�(2')Jl ) 32 」 4D
1

Formal Test Scope: Book 38 (all), 
Book 4 (Ch1 ,2) 
And SBA (Experiment) 10:06 

�--- """" ,__ --- -晝'

Deadline: 2nd lesson of next week 
10:22 

2018狗年：

宜做pastpaper溫marking scheme 
忌過量玩樂 16:04 

家長有家長群，學生就當然有不同科目的群組了。

主要用途是讓同學知道要做甚麼功課，以至考試範圍， 傾project等。

而每逢交功課同考試的前夕， 就會比較多學術性的討論， 以及功課圖的

出現。

大家－ 齊努力，集思廣益。

#3: Emoji 



家長群

＊ 一 ．＊＊＊ 一｀ ＊＊
* ·*女＊

女 ＊

下午5:43

班group的投票

父母喜歡用心心、 錫錫、 鼓掌等顯得親切的emoji , 而年輕人使用的

emoji則沒有固定範疇， whatsapp-更新， 便很快用熟了新的emoji。

總綰

我的父母 自己

文字 ＊總愛長篇大論 ♦:·簡潔有力

＊簡單的意思會用很多文字 ＊不用多說已明白朋友意

去表達 思

＊自創語言（火星文）

I 



emoji 

群組

特點

＊常用愛心、 微笑、 拜託等 I •:• 有自己個性
emoJ1 

＊較正面和鼓勵性

＊有能代表自己、 常用的

emoji 

＊分享訊息內容重複 ＊較多關於學術和學會的

＊多為養生技巧、 人生道理 群組

等（長輩圖） ＊開學前互相參考功課

＊喜歡互相讚賞 I •:• 喜歡互相寸、 mean對

方

回望對於使用whatsapp的研究， 才發現差異比想像中大。

從沒有如此認真看過父母的訊息， 原來對話內容大都是他們傳給我的，
我只是簡單覆－兩句ok。
其實父母的長氣，也只是關心我們。 那些看似過份親切的emoji, 有時候
也蠻溫馨的。
他們send這麼多長輩圖，無非都是想製造下話題，參與下群組的討論，
只不過他們流行的和現今年輕人不太接近。
他們比較著重的是文字而唔並非圖片， 好像一些要注意身體的訊息或者人
生道理，其實都是老生常談， 只不過我們聽得多覺得煩或者老土而已。

青年人為了便利， 喜歡打火星文， 這就像－種獨特的文化和潮流， 把父
母隔離。 但這種文化，又是否真的沒有壞處呢？經常以火星文溝通， 或
許會影響我們的寫作和表達能力， 令語言水平下降， 所以父母的堅持不
無道理。



總而言之，父母也會好像年輕人般想尋求認同和歸屬感， 只不過每個年代

的溝通方式都不同， 才會造成差異和不理解。

我們不妨雙方都行多一步， 嘗試去了解對方的世界， 可能會明白更多大

家的感受。

3.同學Ｃ家庭應用程式： Facebook

點解由facebook轉用snapchat ig 
悶的時候看甚麼？上lnstagran(IG)睇memes! 睇vines! 最鐘意就係睇9GAG 

，好搞笑又有共鳴。

memes 

黷；�Viii CAN'T BE lATE 曰
�T 

,, . .... 

， ｀ 

� 1:, 1 丨 I I, I

vines(screens hot) 

Tag a friend and say riothi n g 

FACEBOOK有的街訪PAGE, 都好中POINT!



M曰，
Memo子

一 15 February at 16:55· � 

【Snapcheck -拜年與親戚和諧相處指南】

rb ... . !� 竺-�
27/2《今日問真啲》保衛利是錢大作戰

凸
＂．

藹日就年初一O 各位準備好點應付三姑六婆嘅馬拉松式 利事拉得再多，都難過老母關
盤問未？ 嘰老母未出聲，大家快啲諗定計仔保衛利是錢啦l
未晤緊要！呢條片已經tip咗四條過往出現過嘅試題ti
由 Lv 1 頁，好靚仔喎」到 Lv 99 「我個衰仔入港大之 ＊《今日問真啲》巴獻計三條，你吡仲有咩計仔呀？
嘛，你呢？」全面覆蓋， … See more ... See more 
See Translation See Translation 

5四che4<! Maiott 

C):.:01.6K 

r/:J Like 

205 comments 145 shares 

CJ Comment �Share 

IG唔止可以睇嘢，仲可以買嘢！
,1IIHKBN� 翠

＜

22:38 @ V 47%匾卫 ,11IHKBN'-;='」：

skymart_hk ＜

22:38 

sumsum_dessert 

@ V 47%匾仁｝

囟 6,127 59.8 k 274 
posts followers following 

＿ 
＼各口昧手工糯米糍惠顧客人十萬位｀［持食牌每天新

鮮製造
Dessert Shop 
只此一家設有不同交收團

招牌8款口昧麥提莎理米糍
人氣6種口昧芝士杯
皇牌粒粒糧米糍
呀姨牌魷魚絲

��(雪媚娘
各款產品請到#sumsum出品
持有食牌每天新鮮製造

�.... 昧客人超過十萬位
丶 66011523/66011487
XIGDirect 
www.facebook.com/sumsumdesserts 
觀塘港貿中心1305室, Hong Kong 
Followed by nicolelausumyi, yeechinglam58, jw_17 + 6 more 

SEE TRANSLATION 

麝醯
1/2-4/2交收 1月展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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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CHAT仲有得同friend儲火，意思係透過連續的互相send snap , 儲

連續聊天的日數，分享生活的不同moment, 整下啲搞笑相，好好玩～

亡 koc'-Ved 5m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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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chat 以send相和 一句的caption來溝通，而囓啲相如果無即日睇就會
無得再睇，所以在snapchat見到的事，都是最新最update的。 而
lnstagram中，post都是跟時間來排序，會先看到在新的post。 其實我睇社
交網站，都是以消耗時間為主，並同時了解 一 下朋友的日常生活。 對我來
說，只是一 星期前的事，已經不再令我感興趣，因為我和朋友已經在 － 星

期之間，產生了更多有趣，新鮮的話題。

而用facebook, 我可是少之又少，facebook在三個apps當中最多廣告，又

會有很多我根本沒有關注的專頁莫名其妙地出現在我的版面上，令我很煩
厭。 在令我討厭的是它會突然出現好幾個月前的post, 那些陳年老事，我

真是沒有半點興趣了解。

在選擇事件來分享嘅時候，我往往思前想後。 其實通常分享的，都不是什

麼特別事，反而是那張不經意的相，卻恰巧把我拍得很好看的照片。 研究

怎樣拍自己才會拍得再好看，是用社交媒體的首門學問。 再來就是修飾相
片，將自己p(photoshop)得好看在發佈是基本，每張相效果也要講究，整

個界面才會顯得好看漂亮。 在打 － 字 一句時，我會花好多的時間，選擇言
詞，這句子會否老土？遷樣寫又會不會很奇怪？就好似用Snapchat的時

候，我會好在意send出去的相片，會不會有我不想別人知道的事？每打 －



句caption , 都要簡單，不能令到別人覺得很譖氣，但同時又想有自己個人

的色彩，付 一點幽默，諷刺等等。 我很在意在社交媒體上的言詞，比現實

生活中更為在意，我都想以 － 字 一 句，拼湊塑造出 一個理想美好的自己，

在網上的世界實現現實中不能做到的。

而且在社交網站之中，我啃所追蹤關注的，亦已不局限於現實生活中我們

認識的人。 我們會追蹤明星，網絡紅人，甚至 一些我地完全不認識，只是

無意中見到她的相片很漂亮，而關注的。 我們每天都在看別人的生活，而

還些人和我們毫無關係。 對於這些人的關注，我想都並不是出於心底的關

切，而只是為滿足 － 刻的好奇心，為了和朋友加點茶餘飯後的話題，高談

偉論後，用完即棄，把這些話題拋諸腦後，並不造成對於我們人生的半點

影響。

其實，新事物的流動太快，我們 一日接受的資訊實在太多，如果話要我說
一 遍今天看過什麼，可能我 一 半，甚至 －成都講不出來。

遷就是我們新 － 代用電話，社交媒體的心態。

而當我媽咪 一見到我望電話，就會話我

「又望住個電話！睇睇睇，都唔知有咩咁好睇呀」

「食飯就食飯啦你，影相影相，有咩好影呀」

「儲火？咩儲火呀？去旅行上咩網呀，咁靚快啲行埋去，媽咪同你影張

相！ 」

唉，其實同你們講你們又不明白，依家興咩又不知道。

我媽咪平時好冇記性，執完我的東西，又不記得放了在哪，還說是我自己

弄掉了，但佢成日睇那些內容農場新聞，又不理會佢真假，都會將每個細

節記得－ 清二楚，咩養生方法， 「看到這個後，震驚了13億人」 睇完仲要
share , 唉，真係死得。



內容農場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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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普通人絕對不會想出來」的最
奇特房子 左邊那個怎麼看都像是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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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流行抖音「換臉女神大挑戰」 ，超洗

腦音樂配「讓女一秒變超模」紅到國外網

友跟著玩！（影片）

每隔一段時間網路上就會出現新的潮流，最近中國出現

了讓人會看到上癮的「變裝換臉」系．．

生活．蔚奇．影片，帥哥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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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家那有人用facebook post自己生活啊，全部都CD-ROM (已讀不回）
啦，facebook 70年代先用嫁咋。 但是媽媽就正正很喜歡。 和同學聚會，
和家人慶祝生日，都要通通放在facebook上，他們的照片沒有任何修飾，
文句亦是隨心所欲，不會思前想後，那天很開心，就這樣發佈。 仲要在
comment和朋友聊得興起，就一發不可收拾，就直接將comment處當作
inbox, 直接把一 切對話都展露在所有人面前。

但就正正係好像他們這樣用電話，先是用出了電話真真正正嘅用處－ －加
強人與人嘅溝通。 父母生育我們，而把自己 一 切的社交生活都捨棄，把時
間心思都是花在我們身上，而他們唯 一 與老朋友聯繫的地方，大概就只有
facebook。 他們不只我們有其他很多渠道和朋友聊天，其實說深 一 層，
facebook就是他們所有的網上社交媒體了，自然所有東西，都很開放地談
，就如我們在snapchat與朋友聊天一樣。

他們也只是用自己的方法，追趕著我們的潮流。 就正如我們在社交媒體上
，想透過了解更多新事物，與朋友分享，來有多話題。 而父母就透過他們
既方法，看 － 下facebook上的post, 希望追上我們的潮流，和我們有多 －



點的話題。 想深 一 層，其實我們做的事不也是有著相同的目的嗎？只是父

母也在努力學習我們的溝通方法，就被我們說是不明白我們，了不肯與他

們分享生活，但其實，他們是很努力的，但我們又有沒有試著去接納？

4. 同學Ｄ家庭應用程式： Music

我的母親生於七十年代伊始，至今將要踏入五十歲。 平日空閒時，她和我
一 樣都喜歡聽音樂，充作娛樂的 一 部分。 作為超級鏜典粵匿、 國噩流行幽
狂迷，她在家中收藏了 － 系列上世紀的歌曲光碟，整日緬懐昔日樂壇的

＂

光輝歲月 
＂

。 當中有梅艷芳、 張國榮、 鄧麗君等膾炙人口的歌手。 以下為

其中 一 部分的收藏品：



現在，智能電話的普及程度高、 功能廣泛，使得我的媽媽已轉用手機聽歌

，將昔日視為無價之寶的光碟封存起來。 雖然，她有與時並進地利用手機

的應用程式聽歌，但其實當中的硬件並無更新 ……

遷是她的歌曲列表：

我一 直都很疑惑，問到：
＇

為湛�差你總是只驄七、 八十年代約歌曲，晟多菀

幾十首，不俸重播，不會感到厭倦嗎？
＇

她回答：
＇

我覺德以前約歌曲比硯在好顆多了，歌飼既有意思，又扣人心弦

尸就如権艷芳約夕層之歌，即使到了硯在，仿能令我感歎不已，你亦都應

該去驄驄。'

她的答案引起我一絲的好奇，於是我便上網找了舊曲的歌詞。

現附上媽媽提及的夕Ill之�歌詞：



梅艷芳

夕陽之歌

作詞：陳少琪
作曲： Kohji Makaino

編曲：趙增熹

＊斜陽無限 無奈只一息間燎爛 階雲
霞漸散 逝去的光彩不復還

遲遲年月 難嗣這一生的變幻 如浮雲聚散 纏
結這滄桑的倦顏

漫長路驟覺光陰退減 歡欣總短暫未再返 那個
看透我夢想是平淡

＃曾遇上幾多風雨翻 編織我交錯夢幻
曾遇你真心的臂彎 伴我走過患難
奔波中心灰意淡 路上紛擾波折再一彎

想到歸去但已晚

更多更詳盡歌詞在:>.<:M�」血 .com 魔鏡歌詞網
Repeat*,# 

＂夕層之歌講述了－個中年
女子的心境，在她生命中
有過各種各樣的美好與失
落，得到過成功也體會過
失敗，還有過深愛的人。
但又有多少人了解她想要
的其實只是平淡，美好的

·厝活，不需要什麼大風大
浪。因為－切的美好都會
轉瞬即逝，就佩夕陽，夕
陽再美也只是近黃昏。歌
曲的寓意主要是想讓我們
學會要珍惜身邊的一切，
拖梟眼前人。"

想

啊～天生孤單的我心暗淡
路上風霜哭笑再一彎 一天想想到歸去但已晚

A曾遇上幾多風雨翻 編織我交錯夢幻
曾遇你真心的臂彎 伴我走過患難
奔波中心灰意淡 路上紛擾波折再一彎

想到歸去但已晚
想

細味過歌詞之後，我終於明白她的意思，但我覺得璣在的流行曲也很值得
－聽，不能只局限於一侗年代啊！有 －次，電視上播放某流行曲頒獎典禮
，得獎歌手上台獻唱時，媽媽 －聽見，就 一 邊找遙控， － 邊批評說 ＇�言個
［歌手名稱］囓歌蔡像沒吃飯一樣， －點力氮都沒有。'
她甚至認為近日的歌不倫不類。隨著年齡增長，她已經放棄追上潮流，聽
最新的流行曲往往播放不足三十秒就不再細聽。但大多數的傷感情歌開頭
不都是輕言細語的嗎？還樣才能表達出演出者的投入啊！
我與母親的看法截然不同，認為最新的流行曲也不錯，會在夜闌人靜的時
候選聽。除此之外，由於科技發達，資訊傳達變得更為快捷，我也會在熱
播榜中選擇，聽外國的熱門歌曲。



＜ 本地熱播榜 鬥 ＜ 歐美熱播榜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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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韓國文化 一 直在香港有具大影響力，很多年輕人都會聽轉文歌。 雖

然，我對歌詞－竅不通，但因為身邊的同學都對它好感興趣，所以都會去

聽。 我認為身為年輕 一 代當然要緊貼潮流。

每隔一段短暫的時間，我都會更新自已的歌曲列表，接觸最新的音樂作

品。 我經常靈菁耳禍鵬歌，沉浸音樂的海洋。 父母總會說
＇

快摘下耳機，我

在跟你說話！
＇

嗯，他們聽音樂永遠都不喜歡戴耳機的，像是要向周圍的人

－同分享般，把音量鵬至最大。

即使我們都在使用同樣的電話功能－音欒，但卻有如此大的分別，總令我

感覺有點無法溝通。 對我而言，聽歌是個人的，而於媽媽而言，卻是�他

人分享的過桓。 我認為母親對近日的流行曲評價並不公平，其實她只聽了

頭 一 句歌詞就將所有歌曲評為難聽，抗拒接受新歌，實為不妥。 至少，她

應該多加聆聽才能下定論吧！但是，她能一如以往地鵬相同的歌，甚至在

未來的退休生活亦然，令我十分敬佩。 正因新鮮事物湧現太快，一些很熱

門的話題不出一陣子就被遺忘，根本沒有人會認真、 深入地了解。 儘管我

不斷聽新的歌曲，又真的有思考過它們背後所傳遞的訊息嗎？每天新聞上

報導的大量社會問題又真的會引起薑眾深入探究，想要幫助解決問題嗎？

事實上，我們都只是在了解其表面便作評價罷了，行為不是正與母親對流

行曲的評論有類近嗎？不久，我們將會淡忘還些曾引起廣泛關注的音樂、

議題，而經典歌曲之所以受人銘記，正因人們沒有貪新忘奮，反覆細廳，



將其印在心中。 或許我們正缺乏這種仔細咀嚼事物的態度，才會將寶貴的 

它們視作可有可無吧！

5同學Ｅ家庭應用程式： YouTube 

Youtube影片種類繁多，簡直係要甚麼有甚麼，最適合消磨時間，日日更

新的遊戲攻略，生活分享，新聞時事，電視節目，音樂，食譜，電影，綜

藝，旅遊包有一款喘心水，但當我們遺擇看甚麼的時候，分別又在於那

裏？

爸爸看YouTube習慣（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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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YouTube習慣（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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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on pop (new release) 樂器自學／隨意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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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父親與我的差別

父（上一輩） 我（年輕人）

上YouTube原 －獲取更多嘅資訊 －獲取更多嘅資訊
因 －代替傳統的文字資科一 －緊追潮流

方便 －滿足好奇心，人看我看
－消磨多餘時間 －開拓社交圈子，共同話題
－不用下載－快捷 －舒靨娛樂
－為興趣而看 －不看不自在，已成習慣
－有需要(e.g烹飪裝鉗） －追看同－頻道

搜尋影片方法 有keyword搜尋一較狹 隨意找，看hot list , 有新
乍， 片就看一較廣泛

選擇影片條件 －有用 －新潮
－有興趣 －有趣

－熱門

影片內容 －較資訊性 －娛樂性高，幽默
－大牌節目 －日常生活點滴
－重温電視內容 －間中有學術性影片
－追內地電視劇 －歸納出主要類別： vlog, 音



－歸納出主要類別：飲食， 樂（全球），挑戰，自學
健康，社會時事，電視，
時代舊曲

影片來源 －公營頻道 －私人頻道(YouTuber)
－本地 －本地
－中國內地 －歐美

－韓國

父母批評子女例子－他人的生活與你何幹？天天都要看幾小時YouTube ,
究竟有甚麼好看？你聽了－小時音樂了 ，功課做完未？
子女笑父母例子一連近期最hit的影片也不知道! xxYouTuber你都唔識！
又係追緊嘸套XXX呀！

更多有關YouTube噩臺經驗l感受：
1同樣透過Youtube留意時事
我（年輕人）：Now TV, 蘋果動新聞（新聞報道），新聞透視
父母：論壇，時事評論
－我簡單留意知道件事就算
－父母詳細了解，和我分析
2同樣透過Youtube聽歌
我（年輕人）：世界各地歌曲，新歌，示範，自彈自唱
父母：本地／國語時代曲，內地歌唱節目
－雖然歌曲種類不同但遇上好歌會互相分享
3同樣透過Youtube看食譜
我（年輕人）：tasty, dim cook Q'Uide etc 
父母：直接搜尋鎚菜名稱
－我看完便罷了，曾揚言烹調，卻最後空口説白話
－我曾表示想吃某道菜，爸爸隔天便到YouTube搜尋食譜
4. MV的演變
我的年代：mv的設計為吸引人聆聽那首歌的條件，重視覺效果，以故事形式
表達歌曲，到不同地方取景，花蕢拍攝一商業化
父母的年代：焦點在於歌曲，反映本地文化，簡單背景，多數只伴簡單舞步
－香港精神價值



雖然雙方用YouTube的方法不同，但矛盾間仍能發現一 點愛，父母遇上好

影片時會與我們分享，他們勇力嘗試貼近潮流，嘗試從與子女分享的過程

中，知道他們內心的想法和喜好。 再説，父母看的烹飪片，健康片，日常

知識片，雖然就是有 － 點老土，但他們的原意豈不是想煮 一 頓好飯給我們

，為我們好的嗎？時代不同，科技日新月異，人心又能否依舊？既然

YouTube就是 － 個多元的平台，我們就不需要为對方而改變習慣，反而應

踏前 一 步，互相接納對方的習慣，分享好看有益的影片，縮減被此之間的

分歧，才能發撣體現YouTube最大的價值。

總結

正如,_干侗人眼中有一千佩哈姆冒特''每個人都有 一 套自已使用手提電

話的方法，只是年齡相仿的人，在想法上較為接近，用法更相似，而對比

與我們相差數十載的父母，或許正因年齡差距即使都是用智能手機，但在

方式上有較大分歧。 我們組的父親、 母親會在通話時，嘮叨我們甚麼時侯

回家，
使用whatsapp時，長篇大論，打字慢，用長輩圖，老土的emoji,

用社交網站，但停留在Facebook的年代，連ig可以購物，snapchat可以儲

火也不知，

用音樂應用程式卻在聽舊歌、 不佩戴耳機，
用YouTube, 但睇沉悶的時事片，重温電視節目，對流行Youtubers-無

所知，

我們都不明白父母使用手機的方法。

事實上這卻無對錯之分，為甚麼不能夠互相尊重呢？就好像相比冰皮月餅

，有人更喜愛傳統月餅一樣，傳統亦存在他的價值，讓創新淘汰傳統，不

值得。 雖説變幻原是永恆''世事要變，我們亦只得迫於無奈的跟簷時代

步伐走，別無他法，只怕變是人性。 隨簷科技發達，我們的社交生活已經

不再局限於面對面的時候，相反，手機成為比現實更重要、 更常用的溝通

媒介，原意是更方便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卻不知何時，這種聯蘩演變
成世代之間的矛盾與無形的隔核……

年輕人容易接受新鮮的事物，總能像海綿般快速吸改。 然而，成年人一習

慣自己 一 貫的生活作風便難以因應時勢出改變，懼怕嘗試過後仍無進展，



害怕失敗或向他人請教。 近年，智能手機不斷推層出新，父母從年輕時用

開大哥大轉至學習智能電話是需要極大勇氣，不恥下問，先能透過年輕的

我們學習到如何使用電話。 每個人都只是宇宙間一 粒渺小的塵埃，時間不

會為任何人停留。 當他們初步掌握方法後，電話的功用卻以更快的速度增

長，使得他們只能為追上潮流而加緊學習的步伐，盡快適應，避免受時代

的淘汰，這是殘酷的現實。

可是，當他們都能同我們 一 樣，使用相同的應用程式時，我們卻只在意去

放大被此之間的差異，驟為並無富試轉換立場去思考他們所付出的更多時

間去接納新事物的禍會。

父母通話、 傳送訊息時長篇大論、 不停使用微笑、 感謝等表情符號只是關

心我們的表現，想傳遞正面態度，在社交網站所看的資訊、 聆聽的音樂、

觀看的視頻類型等儘管和我們不同，但最起碼他們有用自己的方式和世界

接軌，無需將其視為敵對，而是欣賞、 包容。

看似我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高，但亦有膽怯的時候。 坐海洋公園的過山

車、 食烹調的狗肉、 接受LGBT合法化等等，我們又真的能夠接受這些新

奇的事物嗎？我們現在已逐漸塑造自己的性格、 建立了自己的觀念時，又

否真能輕易改變？父母在接受使用智能手機時，保留了固定的風格，正如

西學在洋務運動開始不斷存入，讓我們學習科學、 民主觀念時，也依舊保

存儒家的孝，雨者並無矛盾，反而可説是相輔相承，互補不足。

所以説，時代潮流不同是鐵定的事實，我們無需為之而完全改變自己，我

們可以做的便是分享與交流，分享被此在手機之中找到的樂趣，進 一 步便

是讓父母知道新世代的潮流，讓他們不拘於時代的限制，拉近與年輕-輩

的距離，這種連繫是困難亦是簡單。

在幾十年後，當我們經歷到父母的年歲，都各有十六歲的子女時，變成今

日心裏認為老土
＇

的父母，緩慢地學習新科技時，還是遭到子女嫌棄落後

，又會有何感受呢？

雖然有組員表示
＇

我覺得沒關係，只要愉快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就行。
＇

但

大多數都贊同若為適應時代變遷、 付出努力卻黑法獲取最親密的人認可會

很難過，只能後悔當天的你只懂恥笑，沒有包容，後悔當天如斯厭棄父母



不合時宜的使用電話方式，後悔當天沒有嘗試給父母與時並進的機會，想

要坐最新發明的時光機，跟受傷害的父母說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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