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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世代越來越進步，科技也越來越發達，網際網路的發展，縮短人們的距離，使

人們溝通的媒介也由文字傳輸進展成多媒體，上網的年齡層逐漸降低，青少年利用即時

通訊軟體進行人際互動，不僅是溝通媒介，更是一個創新的網路平台。 

二、研究目的 

    探討過度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是否造成生活層面的負面影響？旨在探討即時通訊軟

體依賴程度不同與對生活各層面影響之關聯。 

三、研究方法 

(一) 本研究採文獻查證法。 

(二) 本研究以臺灣高中職生為例，採問卷調查法。 

四、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流程架構圖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資訊發展  

(一) 手機硬體演變過程 

 ▼表一：手機硬體演變過程（研究者自行整理製作） 

年份 型號 功能 

1985 Motorola Dyna TAC 第一台真正的行動電話 

1989 Micro TAC 第一隻掀蓋式手機 

結論 討論內容 

統計表格 製作問卷 探討文獻 擬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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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Nokia 8110 第一隻滑蓋式手機 

2001 Sharp J-SH04 第一隻內建攝影手機 

2002 Treo 180 第一隻 Palm 智慧手機 

2008 Apple Iphone3G 支援 3G 網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二) 臺灣的網路發展 

 ▼表二：臺灣的網路發展（研究者自行整理製作） 

名稱 年代 發展 缺點 

單向 Cable  1998 年 電信自由化後，由有線電視系

統業者率先推出。 

單向的線路必須透過撥

接方式作為上傳。 

ADSL 2000 年 利用線路調變技術，將聲音與

資料分離，使用一條電話線，

同時打電話同時上網。 

無法應付龐大的用戶

量，再加上網路泡沫化，

倒置用戶大量流失。 

雙向 Cable  Cable Modem 頻寬大，下載的速

度達到 10 Mbps。 

 

FTTx 

 

2007 年 

 

利用有線電視系統台招攬光纖

到建築物進行連線。 

 

無線網路 2002 年   

行動上網 2010 年 3G、3.5G、4G，透過行動電話

基地台進入網際網路。 

 

(三) 通訊軟體的發展 

   ▼表三：通訊軟體的發展（研究者自行整理製作） 

年代 名稱 優點 

1999 年 Windows live Messenger (MSM) 1.互動遊戲 2.檔案傳輸           

3.表情符號 4.群組聊天 

1999 年 Yahoo! Messenger 1.個人化版面 2.個人網誌        

3.PC to PC 網路電話 

1999 年 騰訊 QQ 1.檔案加密 2.雲端分享           

3.語音視訊 4.截圖功能 

2003 年 Skype 1.視訊電話 2.分享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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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即時狀態 4.Skype out 

2005 年 Google talk 1.視訊聚會（google hangout） 

2009 年 WhatsApp 1.圖文單純 2.錄音功能 3.群組對話 

2011 年 WeChat 1.視訊電話 2.錄音功能 3.群組對話 

2011 年 Facebook Messenger 1.與臉書同步 2.傳送限定格式檔案 

2012 年 Line 1.介面個人化 2.貼圖豐富 3.多人通話

4.撥打網路電、視訊與 live 功能 

            

二、手機使用影響範圍 

(一) 人際關係 

1. 溝通方式 

2. 社交能力 

3. 網路霸凌 

4. 人際疏離 

(二) 身心健康 

1. 睡眠品質 

2. 電磁波造成細胞突變 

3. 記憶力 

4. 脊椎、身體狀況 

5. 視力 

6. 思考能力 

7. 出現幻覺幻聽 

 

三、高中生對通訊設備的使用與依賴：問卷分析與統整 

    針對在學學生所設計共十二題的問卷調查，共回收 117 份問卷調查，有效問卷

115 份，以下為問卷內容及統計分析結果。 

(一) 問卷內容：在學學生手機、網路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調查 

(二)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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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手機不在身邊或是  ▲圖三：閒暇之餘常常拿出  ▲圖四：即使沒有通知，我             

沒電時，我就會感到焦慮       手機做使用                  也會不定時查看手機狀況 

                                                         （圖片來源：研究者） 

    無法使用手機的情況下，有近六成的青少年會感到焦慮並且沒有安全感；有九

成的人在閒暇時間會拿出手機做使用；84.3%的人會習慣性的拿出手機做查看，此三

項數據顯現出青少年對電子產品的依賴。 

                  

▲圖五：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先使用手機   ▲圖六：就寢前會先查看手機後才睡

覺                

                                                            （圖片來源：研究者） 

    有 57.9％的人早上起床第一個動作是先使用手機，甚至有 92.1％的人在就寢前會

查看手機才能安心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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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使用通訊軟體有助於            ▲圖八：即時通訊軟體讓我和我的朋                                   

我的人際互動況展                       友更親近    

                                                            （圖片來源：研究者） 

   由上方的統計圖顯示，有八成的人認為通訊軟體能擴展交友圈，然而，卻只有 65.8

％的人能實際感受到與朋友更加親近。 

 

 

 

 

▲圖九：我曾有過在網路上與朋友聊天很熱

絡，見了面卻不是如此      

（圖片來源：研究者） 

 

                                                              

     

    超過五成的人曾經在網路上與人溝通活絡，見面卻無話可說，這也顯現了在人

與人面對面溝通出現了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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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我曾經在網路上遭受他人霸凌        ▲圖十一：我曾在網路上傷害他人                      

                                                 （有／無意皆算是） 

                                 （圖片來源：研究者） 

    曾有 15.7％的人在網路上受到他人的網路言語霸凌；更聳動的是有近三成的人

曾在網路上傷害他人。 

 

▲圖十二：我目前主要使用的通訊軟體 （圖片來源：研究者製作） 

    此題為複選題。目前青少年主要使用的通訊軟體為－Line與Facebook Messenger。 

兩款軟體因可加密感覺更隱私、貼圖可愛多樣、可創建群組利於團體發佈通知、免

費通話與視訊……等，受到青少年喜愛。 

0 20 40 60 80 100 120

Line

WeChat

Instagram

其它

我目前主要使用的通訊軟體為

我目前主要使用的通訊軟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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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我大部分的時間使用手機的目的為             （圖片來源：研究者） 

    此題為複選題。青少年使用手機的目的以查看朋友的動態為首，第二是聯絡朋

友、第三是看影片 、第四是攝影、第五則是玩遊戲。大部分都以娛樂作為使用，僅

有 35 票主要以學習（查資料、閱讀電子書、學習）為目的。 

參、結論 

一、結語 

透過這次的研究發現科技發展為人類生活帶來便利，智慧型手機成為現代人生

活的基本配備。 

但是，隨著網路軟體越來越成熟、電子產品的普及化，青少年與人面對面交流

的機會逐漸減少，低頭族持續增加，其中導致青少年對電子產品的過度依賴對心理

和生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從問卷統整結果得知，青少年並不會有效地掌握使用手

機的時機與利用手機的益處，不懂得將手機變成學習的工具，肆無忌憚地將手機當

作娛樂工具，這不但造成健康影響，更導致人際關係疏離、內心孤獨，降低自我的

生活品質，甚至扭曲了人們的心理活動。 

二、建議 

(一) 控制單次使用的時間與頻率來減緩對電子產品的依賴。 

(二) 培養動態或靜態的興趣，分散使用電子產品注意力。 

(三) 多參與戶外活動，減輕對眼睛的負擔，增加運動量。 

(四) 多參與社交活動，認識不同的人，拓展人脈與視野。 

    希望藉由這次的小論文結果讓青少年意識到手機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探

討對自我的時間管理與使用掌控，學習運用休閒時間進行其它消遣。避免電子產品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查看朋…

玩遊戲

聯絡朋友

查資料

看影片

拍照/攝影

閱讀電…

學習
大部分使用手的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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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制自己的大腦，懂得自我思考不要讓自己失去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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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問卷調查 

1. 手機不在身邊或是沒電時，我就會感到焦慮      

□同意 □不同意 

2. 閒暇之餘常常拿出手機做使用                  

http://broadband.hinet.net/product_adsl.do
http://evctw.wikia.com/wiki/%E5%8F%B0%E7%81%A3%E7%B6%B2%E8%B7%AF%E7%99%BC%E5%B1%95
http://evctw.wikia.com/wiki/%E5%8F%B0%E7%81%A3%E7%B6%B2%E8%B7%AF%E7%99%BC%E5%B1%95
http://cablechen.pixnet.net/blog/post/26747344-adsl%E8%88%87cable%E7%9A%84%E5%84%AA%E7%BC%BA%E9%BB%9E%E6%AF%94%E8%BC%83~cable%E7%AF%87
http://cablechen.pixnet.net/blog/post/26747344-adsl%E8%88%87cable%E7%9A%84%E5%84%AA%E7%BC%BA%E9%BB%9E%E6%AF%94%E8%BC%83~cable%E7%AF%87
http://cablechen.pixnet.net/blog/post/26747344-adsl%E8%88%87cable%E7%9A%84%E5%84%AA%E7%BC%BA%E9%BB%9E%E6%AF%94%E8%BC%83~cable%E7%AF%87
http://cablechen.pixnet.net/blog/category/167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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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3. 即使沒有通知，我也會不定時查看手機狀況      

□同意 □不同意 

4.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先使用手機            

□是 □否 

5. 就寢前會先查看手機後才睡覺                 

□是 □否 

6. 使用通訊軟體有助於我的人際互動況展          

□同意 □不同意        

7. 即時通訊軟體讓我和我的朋友更親近            

□同意 □不同意 

8. 我曾有過在網路上與朋友聊天很熱絡，見了面卻不是如此    

□是 □否    

9. 我曾經在網路上遭受他人霸凌                            

□是 □否 

10. 我曾在網路上傷害他人（有／無意皆算是）                  

□是 □否                                                             

11. 我目前主要使用的通訊軟體為（可複選／新增選項）  

□Line □FB Messegger □其它╴╴╴ 

12. 我大部分的時間使用手機的目的為（可複選／新增選項） 

□查看朋友的動態 □聯絡朋友 □看影片□攝影□玩遊戲□查資料□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