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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較

朋輩之間的⽐較是導致⼤學新⽣體重問題（尤其是⼥性）的主要

因素之⼀。 

16⾄21歲的⻘少年在兄弟姐妹間存有中度的⽐較。 

有⼀半以上的⾹港⻘少年在物質商品⽅⾯與朋輩進⾏社會⽐較。

社交媒體的使⽤率與社會⽐較⾏為呈正⽐。 

社會⽐較是年輕⼈⾯對的⼀項主要挑戰。社會⽐較可能令⻘少年在

⼼理上承受嚴重的後果，例如感到焦慮、⾃卑以及⾃我滿意度低。

⽐較的形式有很多種，例如⽐較體重、成就或者物質財富。

研究發現︰

在這個數碼化的時代，幾乎每個年輕⼈都有⼀個社交媒體帳號，可

以輕易地與其他⼈⽐較⾃⼰的⽣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較⾏為

在我們的社會中⾮常普遍，⽽年輕⼈尤其容易受到社會⽐較所造成

的影響。

Sources: Smith-Jackson & Reel (2012), Jenson et al.

(2015), Chen (2008), Verduyn et al., 2020



通過觀察其他⼈的表現（例如朋輩在考試中的

表現，或者同學跑100⽶需⽤的的時間），我們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相對於其他⼈的表現。

這有助我們評估⾃⾝在社會中各種特質的表

現。有了從⾃我評估中獲得的信息，我們就可

以尋找可⾏的⽅法來改善⾃⼰。除此之外，我

們也可能爲了增強⾃尊⼼⽽進⾏社會⽐較。例

如，你嘗試把你在藝術課堂上的畫作與其他較

不擅⻑藝術的同學作品進⾏⽐較，這可能會令

你⾃我感覺良好。因為這些動機都會推動社會

⽐較，所以這種現象在我們⽣活的各⽅⾯，都

如此根深蒂固。

⼈類是群居動物，與他⼈⽐較似乎是⼀種⾃然傾向。

雖然不同的學者提出了解釋這⼀現象的各種理論，

但許多⼈都同意⼈們與他⼈進⾏⽐較是為了⾃我評估。

Sources: Gibbons & Buunk (1999, 2007), Festinger (1954)



由於⾹港⼤部分學校都以學業為重，很多學⽣從⼩

就感受到與同學⽐較成績的壓⼒。成績優異的學⽣

得到了⽼師和家⻑的稱讚，從⽽這就⿎勵學⽣要努

⼒獲得他⼈的認同。

再者，近年不少學校⿎勵學⽣全⼈發展，令不少⾹

港學⽣不僅拿⾃⼰的學業成績與朋輩⽐較，更要拿

⾃⼰在⾳樂、體育、辯論等⽅⾯的成績作⽐較。學

⽣很可能會以成就的數量作為衡量⾃⼰有多成功的

標準，從⽽帶來很⼤的壓⼒和負⾯情緒。

在

⾹港



LESLEY Y.

「我從⼩⽣活在⾹港，⽽這個社會往

往只關注⼈們的成就及失敗和缺點的

恥辱。即使在我們⼼情⼗分低落時，

我們也很容易互相⽐較。我⼀直在與

⼈⽐較的習慣上掙扎。」

「當我遇到⽣活中的挫折，⾝邊的⼈

（甚⾄是⾃⼰的內⼼）都會拿我的情

況和別⼈的情況⽐較，然後指出其他

⼈的處境其實更艱難，從⽽否定⾃⼰

的經歷。其實這樣的⽐較⼼態對我很

不公平和很不友善。」

⻘年分享

「我從⼩在名校⻑⼤，⾝邊都是⾼材

⽣，因⽽經常被過分的⽐較所困擾，

包括學業成績單上的成績、我擔任的

領導崗位職務，甚⾄是朋友的數

量。」

「雖然⽐較偶爾給予我向更⾼⽬標進

發的動⼒，但同時也加重了我的⾃我

懷疑與⾃卑的感覺。更甚的是，從⼩

到⼤，我的⽗⺟總是拿我和同學或者

他們朋友的⼥兒作⽐較，潛移默化地

塑造了我的競爭⼼態。」

「⾹港⼀直是⼀個以競爭著稱的城

市。由於在對於學業成績和⼯作前

途上的競爭無處不在，我常常覺得

⾃⼰要不斷追求更⼤、更好的⽬

標。這令我偶爾會墮⼊將⾃我價值

與成就掛鉤的陷阱，當我未能實現

⽬標時，我會給⾃⼰貼上失敗的標

籤。我們不可能實現⼈⽣的所有⽬

標，所以這種不健康的⼼態可能會

嚴重損害我們的精神健康。這就像

成為⼀個⾃⼰的嚴苛且無情的家

⻑，只有在⼦⼥成功實現⽬標時才

會給予愛。」

KYLIE Y. NICHOLE C.



⽐較為我們帶來什麼影響？

儘管我們與他⼈暗⾃⽐較是⼀種先天傾向，

但研究表⽰，這種想法不⼀定有幫助。

社會⽐較也會影響我們的⾝體形

象，因為⼈們傾向與朋友、名⼈

甚⾄街上的陌⽣⼈⽐較⾝體外形

形象，⽽在⻘少年當中尤爲明

顯。可是在這情況下，我們更有

可能對⾃⼰的⾝體感到不滿，並

引起更負⾯消極的情緒。

Sources: Vogel et al. (2014), Jones (2001),  Cattarin et al. (2000), Morrison et al. (2014), Aspinwall & Taylor (1993)

⾸先，社會⽐較會對我們的⾃

我認知帶來負⾯影響。當瀏覽

社交媒體時，我們會進⾏向上

的社會⽐較（即是與我們認爲

更優越、更好的⼈進⾏⽐

較）。這通常會令我們的⾃尊

⼼下降，並且更有可能產⽣對

⾃⼰的不滿或更差的評價。

儘管我們可能認為向下的社會

⽐較（即是與我們認爲更低

等、更差的⼈進⾏⽐較）能夠

有效地改善情緒，但研究表

⽰，這種改善情緒的作⽤只出

現在⾃尊⼼較低的⼈⾝上，反

映這不是⼀個健康的做法。



⻘年分享：
應對⽐較和挫折的技巧

Lesley Y.: 「當我遇到挫折時，我通常會練習⾃我同

情。練習⾃我同情可以讓你接受⾃⼰的缺點，並幫助

你培養成⻑型思維。我發現練習⾃我同情或⾃我肯定

的想法特別能幫助我⾯對⽣活中的逆境。它能幫助我

理解失敗與挫折是進步的先決條件，⽽我們是必須經

歷及無法避免的。反之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善待⾃⼰，

並從挫敗中學習成⻑。」

Lesley Y.:「另外，與朋友分享我的困難和挫折也

能幫助我探索看待問題的新觀點。當我遇到⽣活

中的困難時，我很容易沉浸於那個問題本⾝和⾃

⼰的情緒上，令⾃⼰⼼情不⾃覺地螺旋式下沉。

因此，與朋友分享我的負擔和問題可以避免我過

度演繹⽣活中的挫折。同時，聽取朋友的建議與

意⾒可以讓我以多⻆度看待事物，從⽽幫助我理

解經歷挫折是必然的。」

1. ⾃我同情

2. 與朋友分享



Kylie Y.:「如今，社交媒體已成為許多⼈，尤其是⻘少年的主要⽐較來源。過度使⽤社交媒體

可能會導致情緒低落和⾃尊⼼下降。因此，限制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很重要，例如，每天設

置⼀個固定的時段來查看社交媒體。我們也可以分辨哪些⾃⼰關注的賬號會令我們不斷地感到

⾃卑和無價值，然後取消關注或把這些帳號調為靜⾳。⽐如，⼀些名⼈可能會發布⼤量的⾃拍

照或泳裝照⽚，這可能會令⼈們對⾃⼰的外表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是，要謹記⼈們在網上發

布的內容通常是⽣活的精彩⽚段，所以應該避免將⾃⼰的⽇常⽣活與他們別具⽤⼼的社交媒體

帖⽂進⾏⽐較。」

3. 減少使⽤社交媒體的時間

Kylie Y.:「我們的世界充滿⽐較是⽏庸置疑的事實。冥

想幫助我們在充滿各種要求、理想和⼲擾的現代社會

中更加堅定内⼼的信念。但即使我們在進⾏冥想，也

有可能分⼼，從⽽⼲擾練習的流程。我們也會發現⾃

⼰不⾃覺地正將⾃⼰的冥想練習與我們的理想情景進

⾏⽐較。因此，我們要謹記，應該接受⾃⼰在冥想過

程中有這樣的想法，但不要特意專注或加以影響這些

⾏動的想法。冥想練習幫助我們在⽐較⽂化中站穩

腳，從⽽擺脫過度和不健康的⽐較傾向。」

4. 冥想



Kylie Y.:「⽐較和挫折往往會給我們

帶來難以處理的壓倒性情緒。通過

記錄我們的想法和感受，寫⽇記讓

我們可以健康和有效地表達⾃我。

它能⿎勵我們進⾏積極的⾃我對

話，以及識別消極的想法和⾏為。

事實證明，寫⽇記可以爲我們的健

康帶來多種好處，包括舒緩壓⼒、

幫助控制焦慮和抑鬱情緒等。」

「寫⽇記還可以記錄⽇常困擾，從

⽽幫助我們識別問題和擔憂，然後

排列處理這些問題事件的優先次

序。重新閱讀我們的⽇記亦可以幫

助我們識別觸發負⾯情緒的因由，

並思考我們應該如何⾯對。」

5. 寫⽇記 6. 專注於⾃⼰的旅程

Nichole C.:「挫折和⽐較互相

交織。當看到有⼈在我們未能

做到的事情上得到滿⾜感時，

我們可能會感到特別沮喪和失

望。但我們應專注於⾃⼰的個

⼈成⻑軌道，⽽不是試圖將我

們的經歷與他⼈⽐較。各⼈來

⾃不同的背景，有著與我們不

⼀樣的⾏為。我們是無法控制

別⼈的所作所為。但是我們可

控制的是⾃⼰的想法和⾏為，

爲何我們不專注於此呢？」



8. 記錄你的成就
Kylie Y.:「在與他⼈進⾏⽐較時，我們只會關注其他

⼈的⻑處，從⽽忽略⾃⼰的⻑處。這正是為什麼我們

應該列出⾃⼰的成就個案。不管這些成就⼤少，只要

我們因實現了它並感到⾃豪，我們就可以記錄下來，

也可以把所有想到的內容都包括在內，然後反思這個

列表，並將其放在我們每天都能看到的地⽅。這能幫

助我們認可⾃⼰的努⼒與才能，⽽不是淡化⾃⼰的⻑

處和抹掉我們實現⽬標時所付出的努⼒。」

7. 為內⼼的批評家命名
Lesley Y.:「給想法或情緒命名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管理它

們。當我們發現⾃⼰與其他⼈⽐較時，可以給這樣的判斷起

⼀個名字，例如『喜歡批評⼈的卡露』。這有助我們更輕鬆

地識別與⼈⽐較的想法與⾏為，並允許⾃⼰改變與它們的關

係。透過這些練習，我們可以創造⼀個專屬⾃⼰的内⼼想

法。更重要的是，腦袋裏的聲⾳並不代表我們實際上是⼀個

怎樣的⼈，⽽只是在觀察⾃⼰的想法。雖然我們有時候會有

消極和批判性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真實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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