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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機嗎?~滑世代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大調查 

 

名次：國小組人社類第三名                      

學校名稱：中西區永福國小 

作者：張宸睿、吳睿晟、陳宣綾、陳雨和、王亮奎 

指導教師：李建毅 

 

摘要 

    本研究為了解國小中高年級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形，以問卷調查三至

六年級學生，歸納結論： 

(一)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和時間 

1. 中高年級學生自己的專屬手機多是智慧型和父母給的，從中年級開始使用和

擁有手機，主要是用於聯絡和休閒娛樂。 

2. 中高年級學生主要是在家裡使用智慧型手機；功課寫完、表現良好和父母聯

絡時才能使用。 

3. 假日和星期三是一週中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平常日晚上、假日和寒暑

假的任何時間是可使用的時段。使用狀況是:每次在 30 分鐘以內、每天在 30

分鐘以內、每週少於 3小時。 

4. 學生使用最常使用的五種智慧型手機功能依序是玩電動、看影片、聽音樂、

拍照和打電話。 

 

 

(二)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1. 大部分父母會陪伴玩智慧型手機遊戲和限制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2. 父母對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是部分贊成，在功課未完成、成績退步、

不聽話或視力變差時會被限制使用。 

3. 父母不同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購物、上網聊天、玩電動、Facebook 功能。 

 

(三)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1. 使用智慧型手機後，容易會有近視、脖子僵硬和駝背情形。 

2. 學生沒有使用手機時，也不會有心理反應。 

3. 學生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生活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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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我們發現在學校裡有學生在使用手機，甚至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滑！

滑！滑！」，下課時、午休前，常常可以看到高年級的學長姐，低著頭在滑手機；

校外教學時，也有很多中年級的同學帶著智慧型手機，走到哪就滑到哪。使用

智慧型手機對現在的國小學生來說，好像是很普遍的事，但對於還在學習和發

育階段的我們，使用智慧型手機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雖然很多爸爸、媽媽在家裡也花很多時間在低頭滑手機，但卻會限制小孩

使用手機，因為他們擔心小孩對於網路資訊的判斷力、擔心小孩無法分辨網路

世界的真假與風險、擔心過度沉迷、擔心對身體健康造成傷害等。可是站在小

孩的立場，使用智慧型手機是有很多好處的，可以讓生活更有趣、更便利、跟

朋友有更多話題；而且四年級上學期的國語課本也提到:「只要帶著手機，手指

輕輕一點，就可以將全球的訊息盡收眼底……，不管是娛樂、保健、時事……

網際網路都能提供第一手訊息，滿足大眾知的需求。」，看起來使用智慧型手機

應該是利多於弊的。這些衝突與矛盾，引起我們的興趣，因此我們想從我們學

校中高年級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形，了解大家滑手機的行為和時間、家長

對小孩使用手機的態度和滑手機對學生的影響。 

為了了解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現況，我們決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

行研究；在題目設計時，搭配健康與體育課程中提到的「家庭關係」、「人際關

係」和「健康狀況」等三項議題，了解使用智慧型手機後對國小學生在這三個

議題有什麼影響?最後利用電腦課學的 Excel 將統計結果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再

做比較分析。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學生智慧型手機使用行為和時間。 

(二)了解父母對小孩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三)了解使用智慧型手機後對學生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 

    什麼是智慧型手機？就是將個人數位助理、通話手機、網路雲端顯示器等

功能連結在一起（呂奕熹，2011）。草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指出有 60.7%的兒

童及少年持有可上網的智慧型手機，而台灣展翅協會(2015)的調查兒童擁有自己

專屬的上網工具更高達 84.7%，其中有 59.5%的兒童是擁有兩種或以上，以智慧

型手機為多(佔 56.9%)，由此可知，現在許多兒童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兒童

福利聯盟基金會(簡稱兒盟，2013)調查發現遊戲類 APP 是最多學童使用的

(92%)，其次是下載音樂或聊天類(60%)，而僅有 17%左右是使用資訊或教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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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隨著網路的發達，而兒童及少年使用手機上網的原因依序是娛樂消遣>學業上

需要>同學間互動>搜尋知識性資訊；最常上網的地點依序為家中>學校>手機上

網>同學家>網咖(草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台灣展翅協會(2015)調查發現兒童

最常使用的網路社群則為 youtube、facebook，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臉書需是年滿

十三歲以上會員才能觀賞，有 60.9%的學童有註冊社群網站個人專頁(如 facebook

等)，可能大量暴露了個人訊息；其次常使用的功能為遊戲下載網站 52.3%，及

網路影音平台(如 Youtube 等)40.1%，少數兒童已在玩英雄聯盟、即刻槍戰等不

適宜 12 歲以下兒童的射擊性遊戲。 

 

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兒童每次可以使用手機多久？假日使用的時間更長嗎?台灣展翅協會(2015)

發現 83.5%兒童週間天天上網，假日上網更高達 89.7%；有 20.5%的學童週間每

天上網時間超過 2 小時；假日上網時間則明顯增加，已有 16.5％的孩子放假時

間每天上網 4 小時以上，顯然上網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兒盟(2013)調查也發現有

智慧型手機的孩子中，有 14%平日使用 3 小時以上，約五分之一周末甚至會使

用到 5 小時以上，他們一回家就滑(78.5%)、和家人聚餐或聚會時滑(50.3%)、連

上學或放學途中(45.6%)或是吃飯時(37.2%)，甚至在補習班或安親班(34.3%)也會

找機會低頭滑手機。兒盟(2015)再次調查時發現，九成孩子平日會用，周末使用

的比例更高達九成六，進一步分析，有自己 3C 產品的學童平日平均使用時間超

過 3 小時，是沒有 3C 產品學童的 2.1 倍，更有二成學童假日使用時間超過 5 小

時，是沒有 3C 產品學童的 2.2 倍，由此可知學童在平日或周末使用智慧型手機

的比例都很高。 

 

三、家長對於孩子使用手機的態度 

目前兒童使用手機，多半傾向於娛樂休閒性質，但台灣展翅協會(2015)的報

告指出，僅有 21.1%家庭安裝家長監護軟體，49.4%家長會限制孩子觀看時間，

而只有 38.9%家長會限制觀賞內容。此外，草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的調查也顯

示，33.5%的家中沒有規範兒童及少年每日上網時間，49.4%的家長沒有陪同家

中兒童及少年上網，35.6%的家長不會過濾家中兒童及少年玩線上遊戲的種類，

並且有 66.4%的家中沒有裝設網路守門員，無法防止兒童及少年上不良網站。草

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發現 71.6%家長會擔心家中兒童及少年到限制級網站瀏

覽，67.9%家長會擔心兒童及少年沉迷網路世界，而國小生家長擔心的比例甚至

高達 76.2%。由於智慧型手機的便利性，現在不管大人小孩，全部都變成了「低

頭族」，面無表情盯著那小小螢幕或對著它傻笑，甚至有些父母把智慧型手機當

成成績進步的獎勵;若是孩子因此成績退步，要收回獎勵的過程，又是一番拉鋸

戰(呂奕熹，2011)。現實生活中家長擁有購置智慧型手機的決定權，雖然很難完

全避免孩子接觸到手機等 3C 產品，但還是必須為孩子定下使用的規則，減少孩

子 3C 產品的使用時間，多帶孩子去戶外活動，不但增進親子感情，更可讓孩子

們身強體壯，保有美好清晰的視界(全民健康基金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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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智慧型手機就像是一把雙面刀，使用得宜可以增加學習上的效率，但也可

能讓小朋友沈迷在無法自拔的危險。智慧型手機在身體方面最主要會造成近視

的增加，因為螢幕小，再加上智慧型手機放出的藍光，使睫狀肌持續用力收縮，

易使近視加深，對人們的眼睛造成嚴重的傷害。另外，使用過度會造成手指痠、

麻、痛和脖子僵硬等症狀，甚至因為手「滑」過頭而得到肌腱炎。而兒盟 (2015)

調查發現每 10 個有自己智慧型手機的孩子，就有 1 人出現手機重度成癮，成癮

行為包括總是或經常會因沒帶手機而沒有安全感(43%)、無法使用手機而覺得不

開心、煩躁或生氣(18.7%)、因父母限制使用手機而和父母吵架(10%)。但手機對

生活上也有正面功能，包括使生活便利性提高、外出行程機動性增加、能常常

即時分享生活資訊，更可讓人際關係範圍擴大．讓生活增加了便利性和娛樂性(賴

柔吟、施智偉，2013)。兒盟(2012)也指出 3C 已逐漸影響親子相處的質和量，有

60.6%的家長曾經使用 3C 產品當作安撫小孩的工具，成為現代兒童的保母，讓

親子間的相處時間更少。但也有 44%的家長認為行動電話讓他們與孩子間的親

子關係更親密，經由智慧型手機反而能更常連絡，增進感情(金車教育基金會，

2013)。兒盟(2012)提出新的「3C」演繹法，希望以父母的陪伴、溝通、控制，

以提升孩子腦力及專注力，且要教會孩子對於手機的時間管理，跟孩子一起篩

選優質的內容以及訂好遊戲家規，這才是新世紀父母應該學習的科學教養！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本校三、四、五和六年級學生，排除對象為從來沒有使用過

智慧型手機學生。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方式，是依研究目的和相關文獻畫出心智圖(圖一)

後，依智慧型手機之心智圖擬定問題編製而成，命名為「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

手機問卷調查表」，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對象基本資料」、第二部分

為「手機的使用行為」、第三部分為「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第四部份為「學

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和第五部分「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

響」。 



5 

 

 
圖一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之心智圖設計 

 

三、研究流程 

(一) 編製問卷：本研究於 2015 年 2 月確定研究方向後，即著手收集智慧型手機        

相關之文獻。在 2015 年 3 至 5 月參考相關文獻後，依本研究目

的進行問卷擬訂，並和老師討論修訂問卷內容，編製出「國小學

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問卷調查表」。 

(二) 正試施測：2015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0 日進行正式問卷發放和回收，隨後整

理有效問卷，並進行資料分析，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肆、結果與討論 

    針對這次的問卷調查總計發出 377 份問卷，有 28 位從未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學生先交回問卷後，實際發出 349 份，回收 343 份問卷，回收率 98.28%，其中

無效問卷共 17 份，有效回收率為 93.41%。以下是這次問卷調查的分析： 

一、基本資料 

 (一)三至六年級人數分析(N=326)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人數 101 77 88 60 

百分比 31% 24% 2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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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三年級有 31%，四年級有 24%，五年級有 27%，六年級有 18%。 

 

(二)三至六年級性別人數分析(N=326) 

性別 男 女 

人數 179 147 

百分比 55% 45% 

 

 

男生人數 179 人，佔總人數 55%；女生人數 147 人，佔總人數 45%。 

 

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 

 (一) 你有自己專屬的手機嗎？(N=326) 

項目 有 沒有 

人數 194 132 

百分比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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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0%的學生有自己專屬手機，有 40%的學生沒有自己專屬手機。 

 

A.你的手機是智慧型的嗎?(N=194) 

項目 是 不是 

人數 172 22 

百分比 89% 11% 
 

 

在 194 位擁有手機的學生中，有 89%學生的手機是智慧型手機，只有 11%

學生的手機不是智慧型手機。 
 

B.你什麼時候開始擁有自己的手機?(N=194) 

項目 幼稚園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次數 6 6 31 62 29 46 14 

百分比 3% 3% 16% 32% 15% 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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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 位擁有手機的學生當中，開始擁有手機的時間是，幼稚園 3%、一年

級 3%、二年級 16%、三年級 32%、四年級 15%、五年級 24%、六年級 7%。  

 

C.你的手機是誰送給你的?(N=194) 
 

項目 父母 親戚 朋友 自己買的 

次數 174 12 3 5 

百分比 90% 6% 1% 3% 

 

 

     在 194 位擁有手機的學生中，有 90%學生的手機是父母送的，7%是親友送

的，3%是自己買的，父母是提供手機的主要來源。 

 

(二)你為什麼使用手機? (可複選)(N=326) 

項目 
因為大家

都在用 

因為覺 

得很酷 

很有趣 

好玩 

為了學到

新知識 

得到 

好人緣 

因為要 

處理事情 

打發 

時間 

聯絡 

別人 

人次 74 55 172 112 17 112 152 198 

百分比 23% 17% 53% 34% 5% 34% 47% 61% 

    有 61%的學生使用手機是聯絡別人、53%覺得很有趣好玩、47%是打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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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平常最常在什麼地點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N=326) 

項目 家裡 安親班 同學家 
便利 

商店 

外面 

餐廳 

學校 

教室 

學校 

廁所 

學校 

圖書館 
車上 

合計 285 32 43 45 125 30 8 11 11 

百分比 87% 10% 13% 14% 38% 9% 2% 3% 3% 

有 87%學生是在家裡使用智慧型手機，38%是在外面餐廳，14%在便利商店。 

 

(四)你有臉書帳號嗎?(N=326) 

項目 有 沒有 

人數 185 141 

百分比 57% 43% 
 

 

    有 57%學生有臉書帳號，43%沒有臉書帳號。 

 

(五)你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哪五種功能? (N=326) 

選項 玩 電

動 

看 電

視 

查 資

料 

購物 打 電

話 

Line 拍照 聽 音

樂 

上 網

聊天 

計 算

機 

次數 227 77 127 15 153 124 159 172 62 63 

百 分

比 
70% 24% 39% 5% 47% 38% 49% 53% 19% 19% 

 

選項 記帳 看 影

片 

手 電

筒 

地圖 看 新

聞 

傳 簡

訊 

電 子

書 

氣 象

資訊 

email Face 

book 

次數 5 186 19 20 17 22 12 15 9 116 

百 分

比 
2% 57% 6% 6% 5% 7% 4% 5% 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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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使用的五種智慧型手機功能的是「玩電動」佔 70%，「看影片」佔 57%，

「聽音樂」佔 53%，「拍照」49%，「打電話」47%。。 

 

綜合上述結果進行以下討論： 

(一) 有六成的學生擁有自己的專屬手機，此現象和草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的調

查結果相同，而且其中的九成學生手機都是智慧型和父母給予的，可能是現

在智慧型手機的汰換率高，學生就接收了父母的手機，也可能是現在智慧型

手機的廠牌和售價降低很多，甚至搭配 0 元手機方案，就可擁有，以至於現

在許多學生都擁有智慧型手機。 

(二)有將近一半的學生是從中年級開始用有手機，有三成是高年級時開始擁有  

手機，可能是父母認為學生升上中高年級，已經比較長大，也可能是現在少

子化，父母對學生較寵愛，對於學生的要求，都比較容易答應。    

(三)有六成的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主要為了方便連絡，可能是中高年級就讀全天

課程，學生帶手機到校，方便課後連絡父母接送。 

(四)將近九成的學生是在家裡使用智慧型手機，此現象和草根影響力基金會   

(2015)的結果相同，可能是家中有裝設 Wi-Fi，所以上網容易且無須有額外

收費。有四成是在外面餐廳使用，許多餐廳也都有提供免費上網服務。 

(五)接近六成的學生有臉書帳號，和台灣展翅協會(2015)的調查結果相似，所以   

學生謊報年齡申請，臉書可能暴露自己的隱私，但臉書可知道朋友的近況。 

(六)有七成的學生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玩電動，電動常會造成入迷和使用時間   

長，尤其是北捷殺人的主角就是沉迷電玩，會造成虛擬和真實環境的混淆。

有六成的學生是「看影片」，但長時間用手機會造成視力的影響。有五成學

生是聽音樂、拍照和打電話，智慧型手機可以經由 play 商店下載免費 APP、

歌曲，也可以觀看線上影集，真的太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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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一)你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N=326) 

項目 幼稚園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人數 28 43 52 106 44 39 14 

百分比 9% 13% 16% 33% 13% 12% 4% 
 

幼稚園

9%

小學一年級

13%

小學二年級

16%

小學三年級

33%

小學四年級

13%

小學五

年級

12%

小學六年級

4%
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時間

幼稚園

小學一年級

小學二年級

小學三年級

小學四年級

小學五年級

小學六年級

 

有 9%的學生從幼稚園就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13%從一年級開始，16%從

二年級開始，33%從三年級開始，13%從四年級開始，12%從五年級開始，4%從

六年級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 

 

(二)在一星期中，你通常在哪一天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 (N=326) 

項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人次 115 110 137 120 135 267 257 

百分比 35% 34% 42% 37% 41% 82% 79% 

    有 82%學生在星期六使用智慧型手機，有 79%在星期日使用，有 42%在星

期三使用智慧型手機。 

 

(三)你在什麼時間可以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 (N=326) 

項目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任何時候 完全不用 

平常日 人次 9 5 37 149 68 55 

百分比 3% 2% 11% 46% 21% 17% 

假日 人次 37 40 88 117 145 20 

百分比 11% 12% 27% 36% 44% 6% 

寒暑假 人次 39 28 60 99 166 26 

百分比 12% 9% 18% 30% 5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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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日，有 46%的學生在晚上使用智慧型手機，其次是任何時候 21%，

17%完全不使用。在假日時，有 44%的學生任何時候都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其

次有 36%晚上可以使用、27%下午可以使用。在寒暑假時，有 51%的學生可以

在任何時間使用智慧型手機，30%在晚上使用，18%在下午使用智慧型手機。 

 

(四)你平常會在什麼時候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N=326) 

項目 遇到

突發

狀況 

吃飯

時間 

上廁

所 

下課 午休

時間 

功課

寫完 

表現 

良好 

聯絡 

父母 

父母

不在

身旁 

人次 147 56 38 50 32 211 168 199 84 

百分比 45% 17% 12% 15% 10% 65% 52% 61% 26% 

65%學生在功課寫完後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61%是在和父母聯絡時使用，

有 52%是在表現良好時使用智慧型手機。 

 

(五)你每次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使用多久? (N=326) 

項目 30 分鐘以內 30分鐘~1小時 1 小時~1 小時 30 分 1小時30分以上 

次數 150 103 21 52 

百分比 46% 32%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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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46%的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有 32%使用時間在 30

分鐘~1 小時，有 16%使用時間在 1 小時 30 分以上，有 6%使用時間在 1 小時~1

小時 30 分。 

 

(六)你平均每天使用多久智慧型手機?(N=326) 

項目 完全 

沒有 

30 分鐘 

以內 

30 分鐘~ 

1 小時以內 

1 小時~ 

1 小時 30 分 

1 小時 31 分

~2 小時 

2 小時以上 

人數 24 154 70 19 24 35 

百分比 7% 47% 22% 6% 7% 11% 

 

 
    有 47%的學生每天平均使用智慧型手機在 30 分鐘以內，有 22%使用時間在

30 分鐘~1 小時以內，有 11%每天使用 2 小時以上的智慧型手機。 

 

(七)你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使用智慧型手機？(N=326) 

項目 <3 小時 3-6 小時 6-9 小時 9-12 小時 >12 小時 

人數 184 68 22 15 37 

百分比 56% 21% 7%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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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56%的學生每週使用智慧型手機小於 3 小時，有 21%使用 3 小時~6 小時

之間，有 11%每週使用大於 12 小時的智慧型手機。 

 

(八)你自己可以控制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嗎?(N=326) 

項目 可以 不可以 

人數 252 74 

百分比 77% 23% 

 

 
    有 77%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使用智慧型手機時間，有 23%無法自己控

制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綜合上述結果進行以下討論： 

(一) 有三成的學生從低年級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將近一半的學生從中年級開始     

使用，所以中年級是主要的開始使用時間，可能與中年級開始有上電腦課，

學生對網路接觸更多，而產生更多的好奇和興趣。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成的

學生從幼稚園就開始使用，顯示開始接觸智慧型手機的年齡有降低趨勢。 

(二) 有八成的學生會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使用智慧型手機，此現象和台灣展翅協會    

(2015)的調查相似，可能是因為假日除了完成功課外，而有更多的機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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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而家長也可能因放假對學生要求較少，比較願意讓學生使用智

慧型手機。 

(三) 在平常日，將近一半的中高年級學生在晚上使用智慧型手機，有二成學生是   

任何時候都可使用智慧型手機;在假日和寒暑假時，將近一半的學生任何時

候都可使用，可能放假學生和家長心情較輕鬆，對手機使用比較沒有管制。

平常日時，有二成是完全不使用，但是到了假日和寒暑假，完全不使用的學

生都低於一成，可見智慧型手機的魅力到放假時，是很難抗拒的。 

(四) 超過六成的學生在功課寫完後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有六成的學生是在和父   

母聯絡時使用，有五成是在表現良好時才使用，可能是父母把手機當作獎勵。 

(五) 有將近一半的學生每次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在 30 分鐘以內，以及每   

天平均使用智慧型手機在 30 分鐘以內，所以將近一半學生每天使用手機至

少 1 次。有三成的學生每次使用在 30 分鐘~1 小時，有二成的學生每天使用

在 30 分鐘~1 小時以內，但也有二成的學生使用的時間超過 1 小時以上。 

(六) 有將近一半的的學生每週使用智慧型手機小於 3 小時，有二成的學生每週使   

用在 3 小時至 6 小時之間，有一成的學生每週使用大於 12 小時，大部分的

學生每週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是不多的，可能是上學期間時間較有限，

家長也比較有限制。 

(七) 有將近八成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使用智慧型手機時間，有二成的學生無   

法自己控制使用時間。雖然可自我控制的比例高達八成，但實際上可能沒有

這麼高，可能是學生不敢承認。 

 

 

四、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一)你使用智慧型手機前，會先經過父母的同意嗎?(N=326) 

項目 會 不會 

人數 245 81 

百分比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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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75%的學生在使用智慧型手機前，會先經過父母的同意，有 25%不會先

經過父母同意。 

 

(二)你的父母會規定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嗎?(N=326) 

項目 會 不會 

人數 250 76 

百分比 77% 23% 

 

 

    有 77%的學生表示父母會規定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有 23%的學生表示

父母不會規定使用的時間。 

 

(三)你父母會和你一起玩智慧型手機的遊戲?(N=326) 

項目 常常會 偶而會 完全不會 

 人數 26 165 135 

百分比 8% 5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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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51%的學生表示父母偶而會一起玩智慧型手機遊戲，有 41%表示 

父母完全不會一起玩，有 8%表示父母常常會一起玩。 

  

(四)你和父母有用 line 互加好友嗎? (N=326) 

項目 有 沒有 

人數 185 141 

百分比 57% 43% 

 

 

    有 57%的學生有和父母用 line 互加好友，有 43%沒和父母用 line 互加好友。 

 

(五)你的父母對於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是? (N=326) 

項目 非常贊成 部分贊成 非常反對 沒有意見 

人數 31 194 18 83 

百分比 9% 60% 6% 25% 

 



18 

 

 

    有 60%的學生表示父母部分贊成使用智慧型手機，有 25%表示他的父母沒

有意見，有 9%表示父母非常贊成，有 6%表示父母非常反對使用。 

 

(六)你的父母在什麼情況下會限制你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 (N=326) 

項目 功課未完成 成績退步 不聽話 視力變差 
和兄弟姊

妹吵架 
沒有限制 

次數 211 193 184 184 84 13 

百分比 65% 59% 56% 56% 26% 4% 

    有 65%的學生表示功課未完成時父母會限制使用智慧型手機，有 59%表示

成績退步時會被限制使用，有 56%表示不聽話或視力變差時會被限制使用。 

 

(七)你的父母不同意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哪種功能？(可複選) (N=326) 

選項 玩電

動 

看電

視 

查資

料 

購物 打電

話 

Line 拍照 聽音

樂 

上網

聊天 

計算

機 

次數 95 80 27 205 36 75 27 30 106 41 

百分

比 
29% 25% 8% 63% 11% 23% 8% 9% 33% 13% 

 

選項 記帳 看影

片 

手電

筒 

看新

聞 

傳簡

訊 

電子

書 

氣象

資訊 

email Face

book 
沒有

限制 

次數 93 53 37 47 90 64 29 89 95 35 

百分

比 
29% 16% 11% 14% 28% 20% 9% 27% 29% 11% 

 



19 

 

 
    有 63%的學生表示父母不同意使用智慧型手機購物，有 33%表示父母不同

意上網聊天，有 29%表示父母不同意玩電動、Facebook。 

 

綜合上述結果進行以下討論： 

(一)超過七成的學生在使用智慧型手機前，會先經過父母的同意，而且父母規定   

使用的時間，比台灣展翅協會(2015)的調查多了二成，可能是智慧型手機成

癮的報導逐年增加，父母因為擔心，所以會更加限制學生使用。有將近三成

的學生使用前，不會先經過父母同意，而且父母也不會規定他使用的時間。 

(二) 僅有約一成父母會常常陪學生玩智慧型手機遊戲，有一半父母偶而會陪學生   

一起玩，有四成父母完全不會一起玩，與草根影響力基金會(2015)調查相似，   

可能是家長對智慧型手機遊戲沒有興趣，學生可能也不想和父母一起玩。 

(三) 將近六成的學生和父母在 line 互加好友，而且父母部分贊成他使用智慧型手   

機，當功課未完成、成績退步、不聽話或視力變差時會被限制使用。約有四

成的學生沒和父母用 line 互加好友，更有約一成的學生表示父母非常反對他

使用智慧型手機。 

(四) 有六成父母不同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購物，可能是家長擔心學生遭受到網   

路詐騙和亂花錢，有三成父母不同意上網聊天、玩電動、Facebook，與草根

影響力基金會(2015)調查結果一致，可能是家長擔心學生在網路上結交到壞

朋友，隱私過度曝光，讓生活受到威脅，也可能擔心學生發生網路成癮。 

 

五、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一)你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影響？(可複選) (N=326) 

項目 完全

沒有 

脖子

僵硬 

肩膀

僵硬 

手臂

痠痛 

手腕

痠痛 

手指

僵硬 

近視 頭暈 頭痛 駝背 

人數 101 92 57 54 50 30 174 53 44 66 

百分比 31% 28% 17% 17% 15% 9% 53% 16%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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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3%的學生有近視的情形，有 31%身體完全沒有影響，28%有脖子僵硬，

20%有駝背。 
 

(二)如果你一整天都無法使用智慧型手機，你心裡會有什麼感覺? (N=326) 

項目 很生氣 很痛苦 怪怪的 沒怎樣 很快樂 

人數 10 28 33 228 27 

百分比 3% 9% 10% 70% 8% 
 

 
    有 70%的學生覺得一天不用手機，不會怎麼樣，有 10%會覺得怪怪的，有

9%覺得很痛苦。 
 

(三)你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可複選) (N=326) 

項目 
讀書時

間增加 

生活更

便利 

和家人

感情變

好 

和家人相

處時間增

加 

和朋友

話題更

多 

學校朋

友變多 

感到快

樂 

有安全

感 

次數 31 232 65 59 173 81 171 77 

百分比 10% 71% 20% 18% 53% 25% 52% 24% 
 

項目 
得到即

時新知 

讀書時

間減少 

和家人

相處時

間變少 

和家人感

情變差 

學校朋

友變少 

次數 157 132 87 40 21 

百分比 48% 40% 27%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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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的學生覺得智慧型手機讓生活更便利，53%覺得和朋友有更多話題，

52%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感到快樂。 

 

綜合上述結果進行以下討論： 

(一) 有一半的學生有近視的情形，近視是身體上最主要的影響，這和全民健康基   

金會(2015)的發現一樣，因此，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時，一定要特別注意當   

下的環境光線是否充足，最重要的，應不要使用超過 30 分鐘。將近三成的   

學生有脖子僵硬情形，有二成學生有駝背現象，可能是使用時姿勢不良造成   

的，也可能是使用時間太長，同一個姿勢維持太久。   

(二) 有七成的學生覺得一天不用手機，不會怎麼樣，可能是大部分的學生在使用

智慧型手機上，家長都有限制，所以，若沒有使用時，心理上也比較沒有感

覺。有二成的學生會覺得怪怪的或覺得很痛苦，可能是學生使用時間較長，

其心理有依賴的情形，父母和老師應要多關心他們，以免變成網路成癮。 

(三) 有七成的學生覺得智慧型手機讓生活更便利，有一半的學生覺得和朋友有更

多話題和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讓他們感到快樂，大部分的學生對智慧型手機

的感受是正向的。但是父母會擔心學生沉迷手機，而會限制使用，易造成親

子之間的衝突，因此和父母良好的溝通和約定使用原則是很重要的。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本校中高年級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形，包含智慧型

手機的使用行為、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

機的態度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主要發現及結

論，並提出建議，提供學校、教師和家長參考。 

一、結論 

(一)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 

1. 有六成的學生有自己的專屬手機，而且大部分都是智慧型手機和父母給予

的。從國小中年級開始擁有手機，聯絡別和休閒娛樂是使用手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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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部分的學生是在家裡使用智慧型手機，主要是用來「聯繫」和「娛樂」，

最常使用的五種功能依序是「玩電動」、「看影片」、「聽音樂」、「拍照」和「打

電話」。 

 

(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1. 大部分的學生從中年級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 

2. 假日和星期三是一週中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平常日晚上、假日和寒   

暑假的任何時間是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段。功課寫完、表現良好和父母聯絡   

時，是平時使用手機的時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形是:每次在 30 分鐘以內、   

每天在 30 分鐘以內、每週少於 3小時。 

 

(三)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1.  大部分父母會陪伴學生一起玩智慧型手機遊戲和限制使用的時間。 

2. 父母對部分贊成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功課未完成、成績退步、不聽話或視

力變差時，會限制使用手機。 

3.  父母不同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功能:購物、上網聊天、玩電動、Facebook。 

 

(四)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1. 使用智慧型手機後，容易會有近視、脖子僵硬和駝背情形。 

2. 大部分的學生沒有使用手機時，也不會有心理反應。 

3. 學生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生活有正面影響。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對學校、教師與家長提出建議。 

(一) 學校方面 

1. 建議學校將本結果，在早自習時安排組員到各班宣導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注意

事項和建議。 

2. 將本結果製作成宣傳單，發給學生和家長，讓他們知道目前學生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現況以及影響，並提供正確的使用方式和建議。 

 

(二) 教師方面 

1. 對於學生學業成績遽降或上課常分心，教師應了解原因，若是過度沉迷智慧

型手機所致，可請輔導老師協助介入。 

2. 教師對於智慧型手機成癮高危險學生，應給予較多的關懷，適時的和家長多

保持聯繫，討論防範和輔導措施，並鼓勵學生多參加學校社團和活動。 

  

(三) 家長方面 

1. 建議父母親應該注意孩子使用手機的目的，並關心孩子使用手機的功能和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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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時，為了保護眼睛視力，可以採 20/20/20 的規則：家

長可設置一個計時器，採取每隔 20 分鐘休息，往 20 英呎(6.2 公尺)遠的地方，

盯著東西看約 20 秒，隨時提醒兒童看手機時保持一個手臂的距離。 

3. 家長每天撥出一些時間陪伴小孩閱讀及遊戲，以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放假

時，多帶孩子去戶外活動，不但增進親子感情，更可讓孩子們身強體壯，保

有美好清晰的視界！ 

4. 父母需多學習網路常識，並教導學生懂得自我保護，建議父母在學生的智慧

型手機裝設網路守門員，以防止兒童上不良網站。 

5. 建議家長，不要太早買智慧型手機給孩子，有簡單功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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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問卷調查  

 

 

 

 

 

 

 

 

 

 

 

 

一、基本資料 

1.年級: □(1)三年級    □(2)四年級   □(3)五年級   □(4)六年級 

2.性別: □(1)男生      □(2)女生 

 

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行為 

★你曾經使用過智慧型手機嗎?  

□a.完全沒有  交回問卷 

   □b.  有      繼續下面第 1題 

1.你有自己專屬的手機嗎？ 

  □(1) 沒有 

  □(2)  有:  A.你的手機是智慧型的嗎?  □a.是     □b.不是 

   你什麼時候開始擁有自己的手機? 

                 □a.幼稚園   □b.一年級   □c.二年級   □d.三年級 

                 □e.四年級   □f.五年級   □g.六年級 

              C.你的手機是誰送給你的? □a.父母    □b.親戚   c.朋友 

                                      □d.自己買的 □e.其他:________ 

下列問題，只要你曾經有使用過智慧型手機即可回答 

2.你為什麼使用手機? (可複選) 

  □(1)因為大家都在用   □(2)因為覺得很酷    □(3)很有趣好玩 

  □(4)為了學到新知識   □(5)得到好人緣      □(6)因為要處理事情 

  □(7)打發時間         □(8)聯絡別人         

3.你平常最常在什麼地點使用智慧型手機? (可複選) 

  □(1)家裡       □(2)安親班     □(3)同學家      □(4)便利商店      

  □(5)外面餐廳   □(6)學校教室   □(7)學校廁所    □(8)學校圖書館 

  □(9)車上 

【背面有題目喔!】 

親愛的同學你好: 

    我們因為進行「國小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調查」的專題研究，所以需要你(妳)

幫忙填寫本問卷。研究的結果只用於課程研究統計，不會用來其他的事，對於你

的資料一定保密，也不會做個人分析，請你安心的根據事實來回答。祝您 

學業進步 

 

                                      指導老師:李老師 

                                        研究者:張、吳、王、 

                                               陳、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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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有臉書帳號嗎? 

  □(1)有      □(2)沒有 

5.你最常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哪五種功能? 

 ______(1)玩電動   ______(2)看電視  ______(3)查資料 ______(4)購物 

 ______(5)打電話   ______(6)Line    ______(7)拍照   ______(8)聽音樂    

 ______(9)上網聊天 ______(10)計算機 ______(11)記帳  ______(12)看影片 

 ______(13)手電筒  ______(14)地圖   ______(15)看新聞______(16)傳簡訊 

 ______(17)電子書  ______(18)看氣象資訊  ______(19)收發電子郵件 email 

 ______(20)Facebook  

 

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 

1.你什麼時候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 

  □(1)幼稚園     □(2)小學一年級   □(3)小學二年級  □(4)小學三年級 

  □(5)小學四年級 □(6)小學五年級   □(7)小學六年級 

2.在一星期中，你通常在哪一天使用智慧型手機? (可複選) 

  □(1)星期一    □(2)星期二    □(3)星期三    □(4)星期四     

  □(5)星期五    □(6)星期六    □(7)星期日 

3.你在什麼時間可以用智慧型手機? (可複選) 

(1)平常日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任何時候 □完全不用 

(2)假日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任何時候 □完全不用 

(3)寒暑假 □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任何時候 □完全不用 

4.你平常會在什麼時候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 

  □(1)遇到突發狀況  □(2)吃飯時間       □(3)上廁所時    □(4)下課                                                      

  □(5)午休時間      □(6)功課寫完       □(7)表現良好時 

  □(8)聯絡父母時    □(9)父母不在身旁時  

5.你每次使用智慧型手機可以使用多久?                        

  □(1)30 分鐘以內     □(2)30 分鐘~1小時     □(3)1 小時~1小時 30分                         

  □(4)1小時 30分以上 

6.你平均每天使用多久智慧型手機? 

  □(1)完全沒有       □(2)30 分鐘以內        □(3)30 分鐘~1小時以內          

  □(4)1 小時~1小時 30分   □(5)1 小時 31分~2小時   □(6)2 小時以上 

7.你平均每週花多少時間使用智慧型手機？ 

  □(1) <3 小時     □(2)3-6小時     □(3)6-9小時      

□(4)9-12小時    □(5)>12 小時 

8.你自己可以控制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嗎? 

  □(1)可以    □(2)不可以     

【背面有題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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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認為父母對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  

1.你使用智慧型手機前，需要先經過父母的同意嗎? 

  □(1)會      □(2)不會       

2.你的父母會規定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嗎? 

  □(1)會      □(2)不會       

3.你父母會和你一起玩智慧型手機的遊戲? 

  □(1)常常會  □(2)偶而會    □(3)完全不會 

4.你和父母有用 line互加好友嗎? 

  □(1)有      □(2)沒有 

5.你的父母對於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態度是? 

  □(1)非常贊成  □(2)部分贊成  □(3)非常反對  □(4)沒有意見   

6.你的父母在什麼情況下會限制你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複選) 

  □(1)功課未完成    □(2)成績退步        □(3)不聽話    

  □(4)視力變差      □(5)和兄弟姊妹吵架  □(6)沒有限制 

7.你的父母不同意你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哪種功能？(可複選) 

  □(1)玩電動  □(2)看電視  □(3)查資料   □(4)購物     □(5)打電話   

  □(6)Line    □(7)拍照    □(8)聽音樂   □(9)上網聊天 □(10)計算機 

  □(11)記帳   □(12)看影片 □(13)手電筒  □(14)看新聞  □(15)傳簡訊 

  □(16)電子書 □(17)看氣象資訊  □(18) email  □(19) Facebook   

 

五、使用智慧型手機的影響 

1.你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影響？(可複選) 

  □(1)完全沒有   □(2)脖子僵硬   □(3)肩膀僵硬   □(4)手臂痠痛    

  □(5)手腕痠痛   □(6)手指僵硬   □(7)近視       □(8)頭暈       

  □(9)頭痛       □(10)駝背 

2.如果你一整天都無法使用智慧型手機，你心裡會有什麼感覺? 

  □(1)很生氣   □(2)很痛苦   □(3)怪怪的    □(4)沒怎樣    

  □(5)很快樂    

3.你覺得使用智慧型手機對你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可複選) 

  □(1)讀書時間增加           □(2)讀書時間減少 

  □(3)生活更便利             □(4)和家人感情變好 

  □(5)和家人相處時間增加     □(6)和家人相處時間變少 

  □(7)和朋友話題更多         □(8)學校朋友變多 

  □(9)和家人感情變差         □(10)學校朋友變少  

  □(11)感到快樂              □(12)有安全感 

  □(13)得到即時新知          □(14)沒有影響 

請確認每題都填答完畢!非常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