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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範圍

• 現時色情物品的普及程度

• 青少年接觸色情物品的原
因和影響

• 未來研究方向



使用色情物品的原因

對性開始感興趣和好奇

性知識

娛樂
（作解悶的方法）

滿足性需要
(sexual pleasure)

對自己的性身份不肯定
(Uncertain sexual identity )

(Peter & Valkenburg, 2011; Pfaus et al., 2012; Sinkovic, Stulhofer, & Bozic, 2013)

彌補相對不足的性經驗

青 春 期

拍拖、交友



個人因素(背景)
• 年齡

• 性別

• 有問題的行為

• 個人性格特徵



相關因素 (correlates)• 年齡

–年紀較大的年青人接觸色情物品相對與年紀輕的同輩為較多
(Brown & L’Engle, 2009;Wolak, Mitchell, & Finkelhor, 2007; Ybarra & Mitchell, 2005).

• 就著年齡來說，研究結果不一致。
隨著年齡而上升 沒有顯著關係

Ševčíková et al., 2014 √
Shek & Ma, 2012a √
Wolak et al., 2007 √
Ybarra & Mitchell, 2005 √
Holt et al., 2012 √
Mesch, 2009 √
Mesch & Maman, 2009 √
Peter & Valkenburg, 2006a √
Peter & Valkenburg, 2011d √



相關因素 (correlates)
• 互聯網的使用

–接觸色情物品的機會與互聯網的使用呈現密切正向關係 (Mitchell et al., 
2003) 

–教育水平 (上網和電腦知識) (Traeen et al., 2006)

• 使用互聯網色情資訊的年青人會比較多使用互聯網以及有關的
不同活動

互聯網的習慣

檔案分享
(Ševčíková et al., 2014; Wolak et al., 2007)

與陌生人交談
(Wolak et al., 2007)

性知識，互聯網賭博和購物 (Tsitsika et 
al., 2009)



性別

青春期身心發展的影響:
• 男性較多使用網上色情資訊 (Beyens et al., 2015; Peter & Valkenburg, 2006a)

• 生理上趨於成熟的女性

較多使用色情資訊 (Luder et al., 2011) 

因經常接觸色情資訊而發生性行為機會亦較高(Cheng et al., 2014; 
Vandenbosch & Eggermont, 2013b) 

• 男性較女性傾向看較多色情物品 (Hald, 2006; Peter & 
Valkenburg, 2006; Ybarra & Mitchell, 2005)

• 為了滿足好奇心，性刺激和打發時間 (Abiala & Hernwall, 
2013; Arrington‐Sanders et al., 2015; Cameron et al., 2005; Lofgren‐ Mårtenson & 
Månsson, 2010 ; Rothman et al., 2015)



未來研究方向

使用色情物品的原因 個人因素(背景)



風險因素 (Risk factor)

對學校持有較多負面的態
度
(Mesch, 2009; Mesch & 
Maman, 2009)

學校

追求刺激 (sensation‐seeking)
(Beyens et al., 2015; Luder et al., 2011; 
Peter & Valkenburg, 2006a, 2011d; 
Ševčíková et al., 2014)

不滿足個人生活
(Peter & Valkenburg, 2011d) 

自我形象較低

(Mesch & Maman, 2009)

常參與違規行為
(Wolak et al., 2007; Ybarra &Mitchell, 
2005) 
或被視為”問題青年”(Hasking, Scheier, & 
Ben Abdallah, 2011, p. 26)

自信心較低
(Kim, 2001, 2011)

個人性格特徵

缺乏自我控制

(Holt et al., 2012)

與家人關係較差

父母較小管束子女的行為

對父母的評價較差

單身家庭或破碎家庭

家庭

(Mesch, 2009; Mesch & Maman, 2009; Shek & 
Ma, 2012a, 2014; Ybarra & Mitchell, 2005)

經常觀看
色情資訊



Protective factors (保護因素)

相互關係
(中一)

衝突
(中一)

溝通
(中一)

青少年發展素質
(中二)

傳統色情資訊
(中三)

互聯網上的色情資訊
(中三)

正向青少年發展
(Larson, 2000; Roth & Brooks‐Gunn, 2000). 

認知行為能力(如解難
能力﹑定立目標和決
定最有效的行為)

積極的青少年發展素質能減低預防偏差行為的產生
• 西方青少年(Muller et al., 2011)
• 中國青少年(Ma & Shek, 2013)

‐.32*

‐.28* ‐.28*

‐.37*

(Ma & Shek, 2013)

家庭

*p<.05

行為

能力



接觸色情物品的影響

• 提早發生性行為 (Brown & L’Engle, 2009)

• 性開放(Braun‐Courville & Rojas, 2009; Peter & Valkenburg, 2008).

• 將女性物件化 (Brown & L’Engle, 2009 ; Paul, 2005; Peter & Valkenburg, 2010)

• 對生活不滿意 (Ševčíková et al., 2013; Wolak et al., 2007)



觀看色情資訊的影響

• 年青人通過模擬場景和角色扮演，以滿足自己

一位18歲的女士提及她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觀看色情資
訊後，他們嘗試新的性愛姿勢，卻得到一次較差的經
驗。

(Rothamn, 2014)

例如，一位17歲的男士，看完一段色情短片後，便模
仿著使用流動電話拍攝與女朋友性愛的過程，
但沒有得到女朋友的同意。



研究方式
國家 縱向

(longitudinal)
横向
(cross‐sectional)

Peter & Valkenburg (2011) 荷蘭 X

Peter & Valkenburg (2006) X

Ševčíková et al. (2013) 捷克共和國 X

Kim (2001) 韓國 X

Lo & Wei (2005) 台灣 X

L’Engle et al. (2006) 美國 X

Brown et al. (2006) X 

Wolak et al. (2007) X

Shek & Ma (2012a)
Shek & Ma (2012b)

香港 X

Ma & Shek (2013)
Shek et al. (2014)

X

Flood (2007) 澳洲 X



青少年發展素質
(中一)

傳統色情資訊
(中三)

互聯網上的色情資訊
(中三)

傳統色情資訊互聯網上的色情資訊

高中(中四至六)



感情/情感

年輕一輩年長一輩

主導性
(dominance)

• 接觸涉及暴力色情物品的影響 Ybarra, Mitchell, Hamburger, Diener‐West, & Leaf , 2011

• 主題 Vandenbosch, 2015

色情物品內容



朋輩
• 以朋輩的方面來說，較多使用網上色情資訊與大部份的年青朋友的年齡都比

他們小有關 (Peter & Valkenburg, 2006a)，以及當年青人在朋友的家使用互聯
網有關 (Wolak et al., 2007)，和他們與朋友交談關於性有關(只限男性)(Weber 
et al., 2012)，加上當他們的朋輩會接受使用色情資訊的機會(只限女性) 
(Weber et al., 2012)。

年青人缺乏性經驗和他們的朋友缺乏性經驗，都會使青年
人感到不滿足而因此觀看較多的網上色情資訊 (Peter and 
Valkenburg, 2009b)。

男士懷疑自己的性能力;
女士對自己的身體外形表示不滿
(Lofgren‐Martenson & Mansson, 2010)



回想過去…
你初次接觸色情資訊時的
感覺是?

1. 你初次接觸色情資訊的年齡?
2. 當你初次接觸色情資訊時，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3. 你對接觸色情資訊的整體看法？
4. 這些資訊對你了解性或其相關資料有幫助嗎？
5. 你認為色情資訊能否協助你加深對性或相關資訊

的了解嗎？為甚麼？



調查

• 受訪者: 26 (M=9; F=17)
• 年齡: 20‐38 (平均: 28.04)
• 你初次接觸色情資訊的年齡?
• 年齡: 8‐17 (平均: 13.4)
• 當你初次接觸色情資訊時，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好奇驚奇 / 哦! 原來是這樣 很新鮮，很刺激

好驚，又好興奮，同時亦感到羞愧 熱血沸騰、全新世界



我認為接觸色情資訊能幫助青少年更了解性
，但不代表所有色情資訊都能建立對性正確
的價值觀，因此需要自我的分析與思考。總
體而言，我並不反對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
成年人如學校社工，老師或家長能多點與他
們討論這話題，從而協助他們得到對性有關
的正確資訊與價值觀。 正面，傳統思想對性相當忌諱，但無疑接觸

色情資訊某程度上可彌補性教育上的不足。

• 如果沒有了色情資訊，我不會知道所有東西，我現在知的東

西的一半以上都是來自色情資訊。這些東西我完全不會透過

生物課學得到。

大概如何去了解約一個女孩，正如應該說些甚麼，好像有

不同的東西去說，以及如何開始。 (Rothamn, 2014)



總結

• 大眾媒體被認為是青少年的「性教育者」 (Peter & Valkenburg, 
2010; Nonoyama et al., 2007)

• 色情物品被稱為「性愛入門手冊」 (Arrington‐Sanders et al., 2015)

30% 的受訪者稱他們主要的性知識來源是色情資訊，這反
映出擴闊性教育和培育色情素養的需要。

(Rothman, 2016)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