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指定封面（適用於 2017 年起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Facebook 可否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考試年份：        

學生姓名：        

班別／組別：       

學號：         

 

報告字數： 4166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過

22 分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時，

不包括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

資料、書目和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在

繳交習作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教師須先行刪去封面上的學生姓名、班

別／組別和學號資料，並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

非文字模式報告中，也需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

學生的樣貌。 

 

樣本   

 
 
 
 
 
 
  



 

目錄 

  

A. 題目界定 P.1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P.2 

  

C. 深入解釋議題 P.4 

  

D. 判斷及論證 P.10 

  

附錄 

甲、參考資料 

乙、研究對象 Facebook 狀態輯錄 

 
P.12 
P.13 

  
 



 1 

A. 題目界定 

研究背景 

與人建立社交關係的首要條件在於溝通。在這通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社交網站

能提供免費的網絡交友平台，能突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能即時傳遞不同資訊和訊息，

正正是青少年們交友溝通的好幫手。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 2010 年進行的《青

少年使用互聯網及社交網站意見調查》，訪問了 800 多名 12-23 歲青少年，98%青少年受

訪者指他們最常使用的社交網站是 Facebook，約 75%受訪者亦表示使用社交網站是為了

與朋友保持聯絡。1由此可見 Facebook 是青少年維繫社交關係的主要工具。 

 

本研究希望以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除了我本身是青少年外，長期研究青少年犯罪

行為的美國學者 Jeffrey Butts (2009) 指出，正面的社會歸屬感對青少年促進學術成績甚

至減少偏差行為有正面關係。2 因此青少年會如何使用 Facebook 的社交功能、他們與朋

友互動的情況是怎樣的、而 Facebook 作為青少年常用的社交工具，是否真的能促進青

少年的社交關係，這些社會現象都令我對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因此，我以青少年作為研究對象，探索 Facebook 這社交網站如何促進他們與朋友的

社交關係。 

 
 
 

探究目的及焦點問題 

1. 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的情況 

2. Facebook 可否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3. Facebook 如何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1 香港青年協會 2011，《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1》（香港，香港青年協會，2011）。 

2 Jeffrey Butts 2009。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c/Private Ventures Innovation Research 

Action。 於 2014 年 7 月 24 日瀏覽。 http://bit.ly/Up3R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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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Facebook 

Facebook 是一個社交媒體平台。根據網站的自我描述，「人們用 Facebook 與朋友和

家人聯繫、發掘世界發生的事、以及分享和發表對他們重要的事。」3 其主要社交功能

包括： 

 

1. 塗鴉墻 (The Wall)：顯示用戶的狀態和可供用戶於朋友的塗鴉墻上留言或分享狀

態。 

2. 狀態 (Status)：用戶可發佈自己的狀態，例如與 Facebook 上的朋友分享自己的

近況。瀏覽者可以讚好或留言形式作出互動和回應。 

3. 讚 (Like)：瀏覽者可以按讚好作出讚賞和表達共鳴感。 

4. 分享 (Share)：瀏覽者分享內容至自己的塗鴉墻或私密訊息。 

5. 訊息 (Messages)：只有收信人和發信人才能看到的私密訊息，是雙方或多方的私

人聊天室。 

 

本文將利用上述功能探究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的狀況。 

 

社交關係 

社交關係是指社會人群中因交往而構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繫的社會關係，又稱為

社交。4 社交亦指社會上人與人的交際往來，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方式傳遞信息、交流思

想，以達到某種目的的社會活動。5 

 

美國猶他州楊百翰大學心理學副教授 Julianne Holt-Lunstad 博士表示，社交關係不僅

對生活品質很重要，對我們的壽命也很重要。儘管現代化的進步使我們能夠生活得更加

獨立，但我們一直依賴他人才能存活，因此社交關係對我們非常重要。6 

 

維繫社交關係的方法如下：7 

1. 正面積極：雙方相處時保持積極能令雙方都樂在其中，能有效維繫社交關係。 

2. 互助：能協助對方處理各項事務 

3. 互信：雙方在交往的過程中透露自己的弱點，互信能令雙方坦誠相對。 

 

維繫社交關係的活動有很多，其中包括透過電子媒體與外界(例如: 與朋友)接觸，減

少人們孤獨無助的感覺，亦可避免人們與社會脫節。 

 

  

                                                 
3 Facebook 2014。https://www.facebook.com/facebook/info。 
4 維基百科 2014。「人際關係」。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瀏覽。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A%BA%E9%9A%9B%E9%97%9C%E4%BF%82 

5 百度百科 2014。「社交」。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瀏覽。http://baike.baidu.com/view/822170.htm 

6 新浪新聞 2008。「社交關係能增加壽命」。於 2014 年 7 月 31 日瀏覽。

http://news.sina.com.tw/magazine/article/5630.html 

7 校本通識教育科教材 2014。「R6：友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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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我將採用觀察法，觀察三位青少年在最近兩個月內使用 Facebook 的社交用途，以

及他們在 Facebook 上與朋友的交流和互動，例如他們的塗鴉墻、狀態內容、讚好數量

和留言回應數量，以至分享的連結、影片等，並分析朋友的留言對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

社交關係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觀察法使我能貼切地了解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的實

際情況，以搜集針對性的質化和量化資料。另外我會參考不同文獻及學者的研究，從而

分析 Facebook 能否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調查對象介紹 

 

我會觀察三位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的情況。 青少年甲和乙是今屆文憑試放榜的中

六學生。青少年丙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三位青少年皆是 Facebook 的頻密用戶，而且

在過去兩個月內發報的內容既多元化又有很多朋友讚好和回應，所以三位的 Facebook 

塗鴉墻都適合作為觀察對象。觀察期為兩個月（即 2014 年 7 月和 8 月）的原因是因為

三位青少年發報狀態的數量和頻率不一致，難以於短期內（如過去兩星期）得到足夠的

狀態數據，因此我就把觀察期定為兩個月以便選取最合適的狀態作分析研究。 三位青

少年發報的內容主要可以總結分成兩類：「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分享他人的狀態、趣

聞、影片歌曲等」。 

 

就第一類「分享自己的生活」的發報內容而言，因為三位青少年各發報了數量很多

的狀態，我會集中分析每位青少年的四個最多朋友作出回應（即讚好和留言回覆）的狀

態。 而就第二類「分享他人的狀態、趣聞、影片歌曲等」，我也輯錄了數個較多回應的

狀態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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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入解釋議題 

 

以下輯錄三位青少年過去兩個月的 Facebook 塗鴉墻留言，以及朋友的讚好及回覆；

讚好視為正面，回覆則分正面與負面計算。 

 

觀察內容和其反映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a. 分享自己的生活 

狀態內容 回應統計8 具體回應內容、反映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青少年甲   

青少年甲-狀態(1) 

 

讚好：5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年甲與朋友到密室梯逃

玩耍的體驗。 

青少年甲-狀態(2) 

 

讚好：11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年甲放售化學補充練習。

留言者表示有朋友有興趣。另外一個留言者表

達認同和有共鳴，因為他自己也有一套全新的

化學補充練習滯銷。 

青少年甲-狀態(3) 

 

讚好：23 

回應 (正面)：18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於文憑試放榜的前一天發報的，是

關於青少年甲很擔心自己的成績，感到無助。

有五位朋友留言表示鼓勵和支持青少年甲，並

主動安慰她、分享自己經歷和提供意見協助。 

青少年甲-狀態(4) 讚好：33 

回應 (正面)：3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年甲去旅行的近況，三位

留言者都祝福青少年甲有快樂的旅程。 

                                                 
8
 此回應統計只包括青少年甲、乙、丙的朋友的留言回應，青少年甲、乙、丙的留言回覆則不會計算在

內。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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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乙   

青少年乙-狀態(1) 

 

 

讚好：29 

回應 (正面)：9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乙在參加宗教晚會時與朋

友的合照。留言者大多是表示認同感，告訴青

少年乙他也有參與那個聚會，並與青少年乙傾

談可以會面。另一些留言者則表示欣賞並讚賞

青少年乙的相片。 

青少年乙-狀態(2) 

 
 

讚好：36+(1)9=37 

回應 (正面)：1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乙與朋友踏自行車和遊覽

的經歷。青少年乙除了發布相片，更在狀態上

標記和三個朋友在一起，這個功能方便青少年

乙記錄與朋友的聚會。另外，亦有朋友在此狀

態留言猜估遊覽的地點。 

青少年乙-狀態(3) 讚好：13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年乙上班的趣事，內容是

青少年乙與同事的對話。青少年乙更發布一杯

巧克力飲品的相片及對飲品作出讚賞。有十三

位朋友對此狀態讚好。 

                                                 
9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朋友對青少年乙的留言回覆的讃好數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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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乙-狀態(4) 

 

 

讚好：33+(1) =34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乙留言分享於杭州交流團回港後很掛

念與朋友相聚的時光，表示失落和期待與朋友

團聚。朋友留言大概是說笑和回想趣事。亦有

朋友留言期望青少年乙帶備器材去宗教聚會

拍照。 

青少年丙   

青少年丙-狀態(1) 

 

讚好：21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1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丙分享關於自己經常被人

誤會自己感情狀況的趣事，因此發報來澄清。

部分朋友認為青少年丙的對話很有趣。另外，

有朋友留言回應認為拍拖是平常事，卻令青少

年丙反感。青少年丙表示因為太多人詢問他的

感情狀況才發報狀態澄清，並反駁朋友的回

應。結果該朋友沒有再回覆，可能恐怕進一步

激怒青少年丙，這段留言的對話亦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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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丙-狀態(2) 

 

 

讚好：12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提及青少年丙與朋友的相處和聚會。 

青少年丙-狀態(3) 

 

讚好：11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丙與朋友逛書展時發生

的趣事。 

青少年丙-狀態(4) 

 

讚好：9 

回應 (正面)：1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丙分享她閱讀某書籍的感受，以及友人

與自己對這本書的不同看法，亦對這本書表達

欣賞和讚美。留言者則與青少年丙互相交流自

己對這本書的感覺。 

 

b. 分享他人的狀態、趣聞、影片歌曲等 

狀態內容 回應統計 具體回應內容、反映與朋友的社交關係 

青少年甲   

青少年甲-狀態(5) 讚好：0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星座愛情，是透過轉貼另一個

網站「Give Hearts」的連結而發報的。沒有人

讚好或對這個狀態作出回應，這可能反映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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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甲的朋友對這類狀態或這個網站沒有認同

感。 

青少年甲-狀態(6) 

 

讚好：4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關於青少年愛情，是青少年甲透過

分享朋友的的相片而發報的。相片中寫著「認

同=分享」，反映青少年甲認同相片的內容而

轉發。這個狀態有四位朋友讚好，反映按讚的

朋友也認同相片的內容。 

青少年甲-狀態(7) 

 

讚好：0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甲透過分享連結而發報的

音樂短片。她讚賞短片的旋律和表達這首歌很

勵志，亦透露自己因聽了這首歌後再沒有不開

心，而 7 月 16 號正是文憑試放榜後兩天，然

而卻沒有朋友讚好或回應。 

青少年甲-狀態(8) 

 

讚好：2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甲透過轉自 YouTube 分

享的影片，對這首歌作出讚賞。有兩位朋友對

此讚好，反映朋友們也喜歡聽那首歌、或者是

對歌手的支持。 

青少年丙-狀態(5) 讚好：5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這個狀態是青少年丙轉自 YouTube 的影片。

青少年丙在這個狀態上透過標記兩位朋友的

名字，表達了對朋友的感謝。有五位朋友對此

讚好，反映朋友們也喜歡聽那首歌、對歌手的

支持、或者是表達對青少年丙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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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資料可見，青少年在 Facebook 平台上與朋友分享生活瑣事 (包括狀態、趣聞、

影片、歌曲、圖片等) 與交流互動（主要是讚好及正面的回應）。當中的溝通活動可歸

納出以下特點： 

 

1. 自主地表達自己的狀態，透過發布信息，特別是分享自己生活的部分，讓 Facebook

上的朋友知道自己的狀況、想法或情緒，是為單向訊息傳達。 

 

2. 信息的傳遞透過不同的方式進行，例如留言、貼圖、分享他人的狀態和回應等，形

式多樣化，從而使溝通的性質複雜化，也能因應個人需要而選擇不同方式溝通，有

很大的彈性。 

 

3. Facebook 中的讚好和回應功能，是一種雙向和互動的溝通工具，透過這些工具，主

動分享自己生活的使用者有獲得回應（包括讚好與回應）的期望，也提供雙向或多

向度的溝通方式。 

 

4. Facebook 讓使用者發佈不同類型的訊息，例如圖片、符號、片言隻語等，讓閱讀訊

息的人有很大的詮釋空間，從而增加溝通的樂趣和回應的意義。 

 

從以上的特點看來，Facebook 作為青少年的社交平台，所建立的社交關係是什麼？又在

什麼程度上能促進社交關係？這點將在下一章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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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判斷及論證 

 

上一章展示了青少年在 Facebook 平台上與朋友分享生活瑣事與交流互動的情況，以

下則從維繫及促進社交關係的三個元素，分析 Facebook 與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關

係的關係。 

 
 

一． 「正面積極」元素 

 

Facebook 較有效和較大程度能反映出現在 Facebook 的狀態的「正面積極」的元素。

青少年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趣事，是為了讓朋友了解更多自己的生活，是一種溝通的方式。

透過 Facebook 的讚好和回應功能讓青少年與朋友互相交流，令朋友與自己分享生活樂

趣，使雙方互相欣賞和回應，樂在其中，這表現了維繫社交關係的「正面積極」元素。 

 

由青少年甲、乙、丙的狀態可見，以分享生活瑣事和想法佔超過九成的絕大多數，

見下表： 

 

表一： 

a. 分享生活 

 青少年甲 青少年乙 青少年丙 

兩個月內其中四個狀態的讚好總數： 72 113 53 

兩個月內其中四個狀態的回應總數： 23 12 4 

朋友的留言對促進青少年與朋友的社交

關係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正面：23 

負面：0 

正面：12 

負面：0 

正面：3 

負面：1 

 

表二： 

b. 分享他人的狀態、趣聞、影片歌曲等 

 青少年甲 青少年乙 青少年丙 

狀態： 4 0 1 

讚好總數： 6 不適用 5 

回應總數： 0 不適用 0 

 

讚好和回應的數量也以這類狀態最多。其中包括日常活動 (甲狀態 1 和 4；乙 1–4；

丙 1–4)、憂慮 (甲 2)、感想 (乙 4、丙 4)，而這類狀態也吸引最多朋友回應。例如甲的

狀態 4 中，她向朋友發布自己旅遊的近況，主動向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悅；而朋友們亦留

言祝福青少年甲有愉快的旅程，這顯示了青少年與朋友透過網絡，即使不是直接見面也

能在 Facebook 這平台上顯出善意、正面的交流，從而維繫及促進社交關係。固然間中

會產生誤會而弄僵關係 (丙 1)，但始終是個別例子，並不常見。總的來說，由於青少年

留言得到朋友的回應和支持，使他們更敢於分享，使交流更頻密，有助促進人際關係。 

 
 

二．「互助」元素 

 

雖然反映出現在 Facebook 的狀態的「互助」的元素較「正面積極」為少，但仍有其

促進社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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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透過 Facebook 向朋友發報分享自己的困難和無助，使關注他的朋友能得知他

的情況。Facebook 亦提供開放的平台供朋友們對狀態作出回應，不但能為青少年的難題

提供意見，促進雙方的交流，體現了青少年與朋友的互相幫助。例如朋友在留言通知青

少年甲他的朋友有意想購買，這種網上售貨在 Facebook 平台上很常見，這個個案反映

青少年與朋友間實質的互助。 (甲2) 另外朋友也在青少年甲因放榜而困惑時提出支持，

屬情感的互助關係，對人際關係有促進作用。(甲 3) 

 

以上對話顯示青少年可透過 Facebook的平台分享自己的生活，朋友作出提議和求助，

青少年可回應朋友，達至「互助」的元素。 不過，從青少年甲、乙、丙的塗鴉墻可見，

像上例般透過 Facebook 在網上放售課本或其他求助的情況並不常見。  甚至有時青少

年分享困惑時也不一定得到回應。(甲 7) 可見在 Facebook 平台上體現互助的情況只屬一

般。 

 
 
 

三． 「互信」元素 

 

「互信」元素在 Facebook 則較少能反映出來。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認為信任的建立在

於敏感度 (sensitive)、主動回應 (responsive) 和持續關懷 (consistent caretaking)。10 

 

以青少年甲的狀態 3 為例，她在文憑試放榜前一天在 Facebook 上發報關於自己很擔

心文憑試成績一事，顯示她很信任朋友能與她分擔內心的負面憂慮。這狀態雖有 23 個

讚好，顯示朋友對她的感受敏感及主動回應，卻未能顯示持續性。更重要的是讚好和回

應缺乏實質內涵，青少年甲相信也難以有很深的感受，對建立雙向互信關係的作用有

限。 

 

加上 Facebook 是個公開透明的社交網站，沒有任何資訊的發報是保證完全私隱。因

此青少年大多不敢在 Facebook 表露自己真實的負面情緒和擔憂，是青少年對在 Facebook

分享憂慮的信心下跌，反映了具「互信」元素的 Facebook 狀態的數量和情況亦相對較

少。因此 Facebook 未能有效地促進和發揮「互信」的元素。 

 

從以上分析可見，在青少年的 Facebook 狀態反映最多的元素是「正面積極」，「互助」

的元素較少，「互信」更較難建立。由此可見，Facebook 對促進人際關係的效用有積極

的作用，維繫了朋友之間的交流，即使不能經常見面也可以聯繫及互相表達關心。但是

對於較深入的社交關係建立，例如互助和互信，效用就相對較小。始終社交關係的建立

需要真實、直接的人與人接觸才是最好的方法；Facebook 只是一種社交的工具，也不應

是唯一的工具，要靠它的主人好好積極地運用才有良好的效果。 

 

(4,166 字) 

                                                 
10 Diane Paplia 2001. Human Development, 8th ed. (Boston, McGraw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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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研究對象 Facebook 狀態輯錄 

 

a. 分享自己的生活 

狀態內容 回應統計11 

青少年甲-狀態(1) 

 

讚好：5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甲-狀態(2) 

 

讚好：11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0 

                                                 
11
 此回應統計只包括青少年甲、乙、丙的朋友的留言回應，青少年甲、乙、丙的留言回覆則不會計算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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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甲-狀態(3) 

 

 

讚好：23 

回應 (正面)：18 

回應 (負面) ：0 



 15 

 

 

青少年甲-狀態(4) 讚好：33 

回應 (正面)：3 

回應 (負面)：0 



 16 

 

 



 17 

青少年乙-狀態(1) 

 

 

 

讚好：29 

回應 (正面)：9 

回應  (負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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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乙-狀態(2) 

 

讚好：36+(1)12=37 

回應 (正面)：1 

回應  (負面)：0 

                                                 
12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朋友對青少年乙的留言回覆的讃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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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乙-狀態(3) 

 

讚好：13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20 

青少年乙-狀態(4) 

 

 

 

 

 

讚好：33+(1)13=34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0 

                                                 
13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朋友對青少年乙的留言回覆的讃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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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丙-狀態(1) 

 

 

 

 

 

讚好：21 

回應 (正面)：2 

回應  (負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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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丙-狀態(2) 

 

  

 

讚好：12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丙-狀態(3) 

 

讚好：11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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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丙-狀態(4) 

 

讚好：9 

回應 (正面)：1 

回應 (負面)：0 

b. 分享他人的狀態、趣聞、影片歌曲等 

狀態內容 回應統計14 

青少年甲-狀態(5) 

 

讚好：0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14
此回應統計只包括青少年甲、乙、丙的朋友的留言回應，青少年甲、乙、丙的留言回覆則不會計算在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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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甲-狀態(6) 

 

讚好：4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甲-狀態(7) 

 

讚好：0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青少年甲-狀態(8) 

 

讚好：2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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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甲-狀態(5) 

 

讚好：5 

回應 (正面)：0 

回應 (負面)：0 

 



 1 

 

題目 

Title 

分數* 

Marks* 

評語 

Comments 

Facebook 

可否促進
青少年朋
友的社交
關係？ 

 

 

AB 

6 
  探究有焦點  

  探究方法能緊扣焦點問題  

  解釋主要概念，但可更詳盡解釋這些概念與該探究的關係（如可怎樣衡量社交關係）  

  也可更深入解釋為何要進行這探究及探究方法（如怎樣搜集社交關係的資料及調查對象的選取）  

CD 

6 
  在 C 部分，有條理地整理資料，也能歸納 Facebook 溝通活動的特點。但可更深入討論這議題的爭

議點（如對使用 Facebook 的正面及負面看法），引入多些考慮層面，使探究更全面  

  從不同向度（正面積極、互助及互信）利用分析 Facebook 的資料，討論 Facebook 的狀態及回應與

社交關係。嘗試以理論與探究結果互相引證（如 P.11），但欠解說  

  主要分析 Facebook 的狀態與回應（如讚好），未有考慮其他有關 Facebook 的功能與使用的影響  

  探究方法有創意，但未有深入探討 Facebook 是否促進社交關係，特別是就「互信」的探討欠理據  

  總括來說，分析架構較弱，需有更明確的準則論證可否促進社交關係  

PO 

7 
  清楚展示及分析 Facebook 資料  

  清楚註明資料來源  

  有條理地論證觀點，但 D 部的組織和結構較鬆散  

* AB: 題目界定和概念／知識辨識 (A 及 B 部分)  

 Problem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oncepts/Knowledge (Parts A & B) 

 CD:   解釋和論證 (C 及 D 部分)  

 Explanation and Justification (Parts C & D) 

 PO:   表達與組織 (整分報告)  

 Presentation and Organisation (the whole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