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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莊」令我找到了自己的身份和價值！

所
謂「上莊」「上上莊莊」」，就是成為大學學生組織或學會內閣的幹事成員。，就是成為大學學生組織或學會內閣的幹事成員。

隨着學會選舉期的來臨，不少候選內閣的幹事都正在密鑼緊鼓地展隨着學會選舉期的來臨，不少候選內閣的幹事都正在密鑼緊鼓地展

開着他們的宣傳攻勢。在籌備期間，他們無不廢寢忘餐地開會商議開着他們的宣傳攻勢。在籌備期間，他們無不廢寢忘餐地開會商議

和準備各式各樣的宣傳品。而在宣傳期正式開始之後，他們更是馬不停蹄地

於四周張貼海報和派發傳單。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上莊」有着甚麼的意義？

而「上莊」當中的種種「習俗」和「傳統」又是從何而來？到底通宵達旦地

製作宣傳品又是否有用？現在就讓我們透過心理學的理論，一起來窺探一下

「上莊」的奧秘吧！「上莊」的奧秘吧！

相
信很多同學在上大學之前，都聽過「上莊乃

大學生涯必做之事」大學生涯必做之事」的這種說法。因此，

或許不少新生甫進校園大門，都希望踴躍一

試，從而證明自己經已蛻變成為一個朝氣勃勃的大學新

生。再者，「上莊」亦是一個絕佳的途徑，讓同學適應

大學這個陌生的環境和增加歸屬感歸屬感 (Hogg & Vaughan, 

2014)。簡而言之，「上莊」可以令我們更融入自己所屬的團體，例如是學系和

書院等等，從而驅使自己對團體的運作更為投入，並藉此確立

。此外，我們更會從這社會性認定身份中，建構自己的身份身份
認同 (Ashforth & Mael, 1989)。所以，「上莊」的同學們不惜一切地為學會的名

譽而奮鬥，亦絕非是空穴來風的。若然所屬的學會一蹶不振，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

亦只會隨之而遭受挫敗。另外，同學在決定參加那一個學會的時候，亦往往會基於

一直以來建立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 (Self concept)，選擇出與之最為相近的，從而進一步

肯定和加強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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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活動的經驗和與人相處的技巧，

對同學來說都是極珍貴且無價的得着。

種種摻雜着淚水和喜悅的經歴累積起

來，能為同學帶來一種自我價值的肯

定，並從而提升他們的自尊自尊 (Self 
esteem)esteem)。
歸根究底，其實「上莊」所帶來的價值，

對每位同學來說都可能不盡相同。無

可否認地，「上莊」期間的經歴不一

定盡善盡美，但亦正正是這些失敗和

挫折，為同學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寶

貴機會。因此，在此祝福和希望各位

有「上莊」的同學，都能盡情投入參與，

並從箇中領略不能言喻的樂趣和意義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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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在「上莊」之後，很可能

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為自己

作了一個自 我 分 類 (Self 自 我 分 類 (Self 
categorization)categorization)，因而往往會

做一些他們認為「上莊」必需要做的

事情 (Tajfel, 1982)，例如是進行

通宵諮詢會議和在戶外叫喊口號等等，

從而確保自己正在跟隨着大學生「上

莊」的 。此外，

有鑑於新環境的不確定性，剛「上莊」

的同學傾傾傾向向模模模仿仿其其他他「「上上上莊莊」」」同同學學學的

行行為為為，來給予自己一種肯定，從而降

低困惑。因此，「上莊」傳統中的一

些古怪行為，就這樣一直被保存及「傳

承」下去。而這種「上莊」的傳統，

或許亦成為了同學們一直甘願為學會

犧牲和付出的動力之一。

儘管如此，「上莊」的同學其實不一

定會被這種傳統牽着鼻子走。反之，

他們心力交瘁，含辛茹苦地工作和付

出，很可能是為了得到一份滿足感。

P.2

相信各位近日在中大校園之內，都不難找到學會候選內閣宣傳品的蹤跡。

這些宣傳品的種類繁多，款式層出不窮，實在令人為之驚嘆。這些美輪美

奐的宣傳品，無論是海報、橫額、易拉架、宣傳單張，抑或是卡片，書籤和文

件夾等紀念品，都是同學們的心血結晶。他們花費不少人力資源和時間準備這

些宣傳品，加上「洗班」和網上宣傳等手法，都是為了展開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

務求令大家留意和支持他們所屬的候選內閣。

 一浪接一浪的宣傳攻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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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莊」總離不開會議    如何令會議更有效率？

這是因為，當我們曝露在同一個事

物的刺激次數和頻率愈高，就愈可

能對其產生好感 (Zajonc, 1968)，

而這個現象亦被稱為屢屢見見效效應應 (MMeere 

exxppossurrre effffecct)))。因此，我們在長

時間接觸各式各樣的宣傳品之後，都

會不自覺地提升了對這些宣傳品的好

感，亦因而增加了對該候選內閣的熟

悉程度及好感。再者，宣傳品所表達

的內容通常是帶有正面訊息的，所以

我們很可能會把候選內閣和一些正面

特質連繫起來，變相令我們增加了對

該候選內閣的喜愛程度。

其實，「上莊」的同學精心預備宣傳

品，並非空有一腔熱誠，亦絕非只是

鬧着玩而已。他們都很希望自己的付

出沒有白費，並得到各位同學的支持。

所以說，若然各位想對他們的努力表

示肯定的話，請不要吝嗇你們手中神

聖的一票，快點給予他們一些支持和

鼓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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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學 會 的 內 閣 或 是 幹 事

會，往往是由超過十名同學

組成的。在他們開會商議事項的時

候，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能夠達成共

識。然而在現實環境中卻往往事與

願違，每人所持的意見都可能互有

衝突，所以我們往往都處於團體思
考 (Groupthink) 的 模 式， 但 求

維持團體的和諧及凝聚力，而避免提

出可能引起成員衝突的意見 (Myers, 

2009)。

這種思考模式，有以下數項常見的特徵：

1.合理化作用 (Rationalization)合理化作用 (Rationalization)：
為團體辯護，並合理化所有決定。

2. 從眾壓力 (Conformity pressure)從眾壓力 (Conformity pressure)：
不敢提出反對或質疑的意見。

3. 不易受損害的錯覺 (Illusion 不易受損害的錯覺 (Illusion 
of invulnerability)： 對 團 體

面對的潛在問題視而不見。

的而且確，過度依賴團體思考或會令

人變得思想封閉(Closed-Mind)。

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鼓勵團體的小小
眾 成 員眾 成 員 (Minority)(Minority) 發 表 意 見 是

個值得一試的好方法。研究指出，小

眾 影 響 (Minority Influence) 可

以促使其他成員運用擴散式的思維

(Nemeth & Wachtler, 1983)， 並

且利於尋找更好的對策，甚至能提升

整個團體的創新能力 (Peterson & 

Nemeth, 1996)。然而無可否認地，

小眾成員往往很難有機會表達自己的

意見。因此，領導者在此便需要擔當

着作為團體溝通橋樑的角色，並運用

適當的策略來協助這些小眾成員，從

而提升會議的效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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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出版蒙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許展明教授作顧問，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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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對對碰：你是      嗎？      
「羊群心理」—一個對大家來說絕對不會感到陌生的詞彙。它在心理學上的

名稱為從眾 (Conformity)從眾 (Conformity)，泛指個體在受到群體主流的影響或引導下，
懷疑及改變自己原有的觀點，判斷和行為，以達到迎合主流的目的 (Hogg & 
Vaughan,  2014)。從眾效應的影響力非常強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能誤導別
人「指鹿為馬」。社會心理學家 Asch 的研究便顯示，實驗對象大多在測試
期間被從眾影響判斷和動搖信心，並在最終選擇了明顯是錯誤的答案 (Asch,  
1956)。

從眾的影響力亦視乎並取決於 (Bond & Smith,  1996)。研究指出，
在奉行集體主義地區的人，比推崇個人主義地區的人更容易受他人影響 (Han 
& Shavi t t ,  1994)，亦因此較常出現從眾效應。所以，比較重視集體主義的香
港人 (Lau,  1992) 很容易受到從眾效應影響，因而導致團體思考等問題的頻生。
有見及此，希望各位精明的讀者都能好好培養獨立和批判性的思考，以免變
成一隻隨風擺柳的迷途羔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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