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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國中生使用多種社群媒體的意圖及影響之研究 

摘要 

國中生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已普及，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國中生使用兩

種以上的社群媒體，而且每天使用 1-2 小時以上，本研究探討國中生使用多種社

群媒體的目的及其影響。 

我們發現社群媒體為國中生與朋友同儕的互動與資訊的交流的重要媒體，社

群媒體雖有短暫的生活抒壓功能，但卻無法解決現實生活的壓力。另外，對於

社群媒體上同儕之間的發文，對於國中生身心的健康可能存有正反兩方影響。 

既然社群媒體已經成為現在國中生世代的社交或獲取資訊中不可或缺的一

環，與其限制國中生的使用，不如鼓勵他們有智慧地管理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

時間和心態。若我們還能更進一步地善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點，社群媒體可以

幫助我們交到超越空間限制的朋友，也可以獲得比口耳相傳更多、更即時的資

訊，這也無疑是社群媒體帶來的好處。 

最終，我們應該知道社群媒體只是一個工具，端看我們如何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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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通訊、網路已和大眾的生活密不可分。在校園放

眼望去，使用 3C 產品的人數不計其數，根據工商時報(2017)報導顯示:國中

生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擁有率約 91.4%，國中生網路沉迷現況約 14.3% ，

換言之，每 10 個中小學生就有 1 人可能發展成網路沉迷。智慧型手機沉迷

現況更嚴重，國中生約占 29.9%，換言之每 10 個國高中生就有 3 人可能發

展成手機沉迷。具另一則報導顯示新媒體世代(2015):七成的青少年使用臉

書，五成的青少年 Instagram，由此可知青少年約有五成以上運用到兩種以

上的社群媒體， 令我們心中不禁疑惑:為何國中生需要使用多種社群媒體呢?

對他們又有什麼影響呢? 

因此我們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中生花費多少時間使用社群媒體？ 

二、探討國中生使用多種社群媒體的目的。 

三、探討社群媒體對國中生身心發展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整理社群媒體舉凡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使用目的及特性

如下： 

一、自我揭露，以建立關係、自我呈現。 

二、娛樂。 

三、社交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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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認同。 

五、接收資訊。 

六、可以超越空間的限制地互動、聯絡感情。 

七、沒有像用電話聯絡的即時性。 

八、因為非面對面互動，會有誤會或衝突的可能。 

社群媒體是人們用來創作、分享、交流意見、觀點及經驗的虛擬社區和

網絡平台(維基百科，2018)。 

其中，LINE 的用戶可以與他人以一對一或群組的方式交換訊息，包含文

字、圖片、語音、影片、動態消息，也可以加入官方帳號接收資訊。與其他

社群媒體相比，較有隱私的保障。此外，LINE 還有發行官方遊戲、即時新聞

等，不單只有社交的功能，也能滿足娛樂及了解時事等多方面的需求(阿祥，

2014)。LINE 的另一項特色是聊天可以選用自己喜愛的主題、圖片、貼圖及

聊天室背景。 

YouTube 是一個專門發布與收看影片的公開平臺，也可藉由訂閱影片的

方式來隨時觀看自己喜好的內容。用戶可成立自己的私人影院、影片發布

站、新聞站，逐漸取代傳統的傳播媒體，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板發表自

己的感想、互相討論。2008 年，YouTube 被授予當年度皮博迪獎，被譽為「發

言者的角落」，同時體現並促進民主精神(維基百科，2018)。 



3 
 

Instagram 是一款以圖像分享為主的社群媒體(ETtoday 新聞雲，2018)，

此軟體可以將照片先經過濾鏡、美白等美化後再發送，並且可以與其他社群

媒體連動、分享，也可關注有興趣的網紅。 

Facebook 是全球最大社群媒體(鄭宇君，2016)，民眾可隨時以文字、照

片、影片分享生活動態(阿祥，2014)，近年來則有直播與打卡等功能，且粉

絲專頁可供追蹤個人喜歡的相關資訊，亦可成立不公開的社團，進行交流或

網路買賣(許凱玲，2011)。亦有許多遊戲皆可使用 Facebook 登入、綁定。雖

然可透過設定來選擇對於外界的公開資訊，但近期來被揭露臉書洩漏多達

8,700 萬筆個資，可能已遭濫用(謝汶均，2018)，因此仍有隱私安全上的疑慮

(ETtoday 新聞雲，2018)。 

Line 相較於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發表訊息及轉貼網路資訊，會希望

朋友或群組有所回應，比較需要噓寒問暖，也可以提醒使用者資訊未讀。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則是泛朋友都有追蹤關係，不一定會要求大家有回

應，我們將各社群媒體的功能做了比較分析，如表一所示。 

表一 四種社群媒體的比較 

 隱私 公開 發表文章 互動方式 特色 

LINE 佳 不公開 文字、語音、照

片(畫質好)、圖

片、檔案、影片 

視訊、通訊

(訊號佳) 

1 新聞 

2 官方遊戲 

3 可選擇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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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一系列

或圖庫) 

4 貼圖豐富 

YouTube  公開 文字、影片(可

發佈、訂閱) 

留言板 1 訂閱

YouTuber 頻道 

2 查看點閱率 

Instagram 尚可 公開 文字、照片(較

多)、圖片(較

多)、影片 

留言 1 照片圖片

多，可修圖 

2 較常分享日

常瑣事 

Facebook 差 公開 文字(較多)、照

片、圖片、影

片、地標、直播 

留言、直播 1 簡易地圖 

2 查看點閱率

(直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使用社群媒體對人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包含可以在上面學習

(陳書敏，2013)、展現自我(謝志昆，2015)、發揮創意(陳書敏，2013)、建立

人際關係(許凱玲，2011)、維持人際關係(谢志昆，2015) ( SmartM/鄭祐銓，

2015)，有按讚、分享及回應會有鼓勵的效果(中華傳播學會年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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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影響則為造成與他人比較而產生社交焦慮，過度膨脹他人的評價、

以按讚人數來建構價值觀、孤獨感上升(明報新聞網，2017；端雲，2016；

大紀元，2017；高敬原，2017)、情誼依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2012)、同理

心低、有自殺傾向的可能(曾多聞， 2017)、逃避現實(端雲，2016；端聞，

2017；大紀元，2017)、扼殺正面溝通(大紀元，2017)，亦有產生意見兩極化

的可能(TonyQ，2016；吳傳立，2017)、網路霸凌(謝志昆，2015)、擠壓做其

他事情的時間，相反地也有可能自戀化的傾向。 

然而 Katz 等人(1973)提出使用滿足理論，整理出三十五種個人使用大眾

傳播媒體的需求，可以歸納為下列五大向度(羅世宏，1995)： 

(一) 認知需求：獲取資訊、知識與了解。 

(二) 情感需求：美學經驗或情感、愉悅。 

(三) 個人整合需求：強化個人價值、安定與地位。 

(四) 社會整合需求：如強化自己與家人、朋友的接觸。 

(五) 紓解壓力的需求：娛樂與逃避。 

我們將利用這五大向度當作研究的方向，找出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的主

要意圖，探討社群媒體對他們正向或負向的影響。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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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先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採用實證研究的方式，並以問卷調查的方

式進行資料分析，依照使用滿足理論的五大需求向度來設計問卷題項，並參

考過去已經驗證後的相關研究，經過修改轉換適合本研究的情境。問卷的問

項透過李克特五點量表 (5-Point Likert-Format Scale)進行測量，由國中生填卷

者依據題項的內容，圈選其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爾後由三位具有問卷設計經驗的教師共同討論，並針對問卷問項字義、問項

順序、易讀性進行內容效度檢驗判斷，並給予修改的建議，以確認問卷的內

容效度。 

二、 訪談內容設計 

   經由所得問卷統計數據，提出部分質疑的研究結果，對於兩極化或不明

確的數據共同討論並設計訪談內容。之後再與具有訪談相關經驗的教師共同

討論，以確認訪談內容大綱的效度。之後使用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出 OO 國

中每年級各二位同學來進行訪談，以確保訪談內容的代表性。 

 
 
 
 
 
 
 
 
 
 

圖一 同學討論訪談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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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問卷發放的對象為 OO 國中三個年級的學生，共回收 218 份有效問卷，

其中男生佔 46.3%，女生則為 53.6%；國一生佔 33.9%，國二生佔 34.8%，國

三生則佔 31.1%。 

每天國中生於社群媒體使用時間情形如圖二，每天使用 1 至 2 小時佔最

多數，達 29.8%。 

 

 

圖二 國中生每天在社群媒體使用時間情形 

    而國中生高達 75.6%皆使用社群媒體兩年以上，有一定的使用經驗，使用迄

今的時間分配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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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國中生開始使用社群媒體迄今的時間情形 

而本研究針對時下國中生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來調查他們有使用的比

例，如圖四，最多使用的社群媒體為 YouTube。 

 

圖四 國中生使用各種社群媒體的使用比例情形 

一、認知需求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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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國中生有 91.2%同意使用社群媒體的目的是「獲

得朋友的訊息」(見圖五)，其次則是「得知他人訊息」高達 74.3%、「獲得

有用的資訊」也有 72.8%。 

 
 

 
 
 
 
 
 
 
 
 
 
                                           

圖五 國中生同意使用社群媒體來獲得朋友的訊息之同意比率圖 

 

為了更進一步獲取更詳盡的資訊，我們透過與六位國中生訪談的結果發

現，這些同學認為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次要目的」，就是用以獲取資訊，

不只是朋友之間的消息，還包含流行資訊、有趣的影片、娛樂資訊、新聞、

遊戲資訊等等，有別於傳統媒體，在資訊分享的同時，社群媒體還兼具了社

交的功能。其中一位接受訪談的同學就表示他藉由與朋友之間的分享和互

動，獲得了許多休閒娛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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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同學接受訪談 

二、社會整合需求向度 

 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來「與認識的人保持聯繫」的比例高達 90.3%(圖

七)，顯示大多國中生都用以聯繫和擴大人際關係，另外也有 65.1%認為社群

媒體可以「拉近和朋友之間的距離」。 

 
 
 
 
 
 
 

 
 
 
 
 
 

圖七 國中生同意使用社群媒體來與認識的人保持聯繫之同意比率圖 

接受訪談的六位同學皆提及，使用社群媒體最「主要的目的」是與朋友

方便聯繫，除了使用社群媒體來聯繫是免費的之外，也因為交友圈的朋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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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使用，更增加了同學一起投入社群媒體的意願，其中接受訪談的某位同

學，甚至說一開始對社群媒體的印象不太好，但因為朋友們都有使用，所以

才加入這個潮流。其中接受訪談的兩位同學會透過社群媒體來結交新朋友，

其餘的只會與現有的朋友聯繫，不額外結交新朋友。另外一位同學則表示社

群媒體因為較不受空間的限制，比較容易交到新朋友。 

三、紓解壓力的需求向度 

在「紓解壓力」的向度上，67.3 %的國中生認為使用社群媒體可以使他

們抒發自己的心情，但有趣的是在問卷題項中，國中生多數不認同「儘管很

累，使用社群媒體時還是覺得有精神」，表示他們知道即使累了，即使使用

社群媒體也不能改善他們的精神。同樣在紓解壓力的面向上，多數不認為「使

用社群媒體時，常感到忘我」。 

 
 
 
 
 
 
 
 
 
 
 
 
 
 

圖八 國中生同意使用社群媒體來抒發心情之同意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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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可以得知國中生知道使用社群媒體可以抒發一時的心情，但

不能幫助他們真正紓解壓力，他們不能藉此逃離現實生活中的疲累和壓力。

我們藉由訪談來確認國中生的想法，他們一致認為使用社群媒體，可以使他

們稍稍從現實生活中的壓力轉移注意力，但只要一離開社群媒體，現實生活

的壓力依然故在，他們都知道使用社群媒體只能暫時紓壓，不能真正解決壓

力。 

四、情感需求向度 

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在情感向度上，有 59.5%的人同意這是一種享受(如

圖九)，但其中有 42.5%的人不同意「要比以前花更多時間在社群軟體才能得

到滿足」，以此得知，他們知道若沈迷於使用社群媒體會有負向影響。在訪

談六位同學中，其中有五位都說不會發表抒發心情的文章，但喜歡打卡留

念，也會看到朋友的打卡發文，有些時候會產生羨慕之情，多數同學都認為

這樣會激勵他們存錢，之後想要去同樣的地方遊玩打卡，較為正向。只有一

位同學表示會產生忌妒負向的情緒，表示在情感這個向度上，國中生使用社

群媒體會產生正向也會有負向的影響，端看國中生面對這些來自社群媒體的

資訊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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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國中生同意使用社群媒體是一種享受之同意比率圖 

 

五、個人整合向度 

最後，在個人整合向度中的每個問項，國中生表達無意見的比率都很

高，以此推知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來強化個人價值、安定與地位，較不顯著。

後續訪談中，國中生也是表達不會刻意在社群媒體上經營形象，主要使用目

的還是大多為上述四個向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國中生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已普及，有些人有過度使用而產生網

路沉迷，這種網路沉迷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況下最容易發生。另外，國中

生多數都有使用社群媒體的經驗，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國中生使用兩種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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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令我們感到疑惑的是，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有多長？為何需

要使用多種社群媒體？是否會對他們的身心發展產生影響？ 

    透過本研究有以下的研究發現： 

(一)社群媒體的使用已經成為國中生的生活日常 

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的種類是以時下最流行的為主，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國中

生使用社群媒體每天超過 1-2 小時以上，對於社群媒體的接觸多數人都有兩年以

上的經驗，因此無論是使用的時間或頻率都相當高，社群媒體已經成為國中生

生活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二)社群媒體的使用主要用於同儕的互動與資訊的交流 

絕大多數的國中生使用社群媒體的目的是為了與朋友同儕互動，想進一步拉

近與朋友同儕的距離，社群媒體如同是一種維繫朋友同儕關係的工具，朋友同

儕之間的互動包含了資訊的流通與分享，不同的社群媒體可以提供的資訊交流

方式往往不同，這也造成國中生有同時使用多種社群媒體的現象發生。 

(三)社群媒體有短暫的生活抒壓功能 

社群媒體能達成同儕經營、資訊共享、流行娛樂與遊戲互動等功能，因此多

數國中生普遍認為社群媒體有短暫抒壓的功能，但是並不認同社群媒體可以解

決現實生活的壓力，更不會藉由使用社群媒體來逃避生活壓力，即使長期使用

也無法獲得心靈的滿足，網路沉迷的現象應該是少數人會面臨的問題。 

(四)對於身心健康的影響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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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軟體具有聊天互動與資訊共享的功能，國中生看到朋友到特定地點打

卡、好玩的東西拍照上傳，對於國中生容易產生了心理上的刺激，有些人雖然

羨慕但能抱持正面態度，開始規劃存錢計畫以完成心中所想；但有些人卻從羨

慕轉為妒忌，可能間接造成同儕友誼的傷害，因此社群媒體對於國中生身心的

健康可能存有正反兩方影響。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顯示，社群媒體已經成為現在國中生世代的社交或獲取資訊中不

可或缺的一環，有別於過去的年代，社群媒體已是重要的媒介。與其限制國中

生的使用，不如鼓勵他們有智慧地管理他們使用社群媒體的時間和心態。不管

是不是使用社群媒體來與朋友交際或收集資訊，使用電腦或網路也都需要有節

制，生活才能得著平衡，身心靈才會健康。 

就另一面來說，若我們還能更進一步地善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點，社群媒體

可以幫助我們交到超越空間限制的朋友，也可以獲得比口耳相傳更多、更即時

的資訊，這也無疑是社群媒體帶來的好處。 

最終，我們應該清楚的一點是，社群媒體只是一個工具，我們與朋友之間是

弱連結抑或是強連結，我們有沒有對社群媒體產生依賴，都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端看我們如何使用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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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問卷） 

此部分內容為您的基本人口統計資料，請勾選最符合您個人資料的選項。基本

資料部份： 

1. 請問您的性別？ 

□男    □女 

2. 請問您的年級介於哪個範圍？ 

□國一  □國二  □國三 

3. 請問您每天在社群媒體上停留的時間大約多久？ 

□0.5 小時以下□ 0.5－1 小時 □1－2 小時□ 2－3 小時□ 3 小時以上 

4.請問您開始使用社群媒體到現在大概有多久？ 

□半年到一年  □一年到一年半  □一年半到兩年  □兩年以上 

5.你有使用哪個網路社群媒體(網站╱平臺)？(複選) 

□無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Line □其他: 

6.最主要運用的網路社群媒體(網站╱平臺)為何？(單選) 

□無  □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Line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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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1至24題是為瞭解您使用社群媒體的情形，請您詳閱題目的

內容，並請在與您意見最相符的答案□內打填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 我使用社群媒體認識新朋友。      

02. 對於我原本就認識的人，我會用社群媒體與他們保持聯繫。      

03. 社群媒體的資訊與服務對我很重要。      

04. 我會利用社群媒體認識興趣和我相似的人。      

05. 使用社群媒體讓我拉進和朋友之間的距離      

06. 使用社群媒體讓我能抒發自己的心情      

07. 我會使用社群媒體來獲得朋友給我的訊息      

08. 使用社群媒體是一個能得知他人訊息的好管道      

09. 使用社群媒體能讓我獲得有用的資訊      

10. 使用社群媒體是一種享受。      

11. 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常感到忘我。      

12. 我認為使用社群媒體會令我的生活更愉快      

13. 我在使用社群媒體時，可以讓我感覺逃離現實生活的壓力。      

14. 儘管很累，使用社群媒體時還是覺得有精神。      

15. 我依賴社群媒體所提供的資訊與服務      

16. 我覺得我了解如何在社群媒體上成功地經營自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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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在社群媒體上透露的關於自我的資訊，整體來說正面多於負

面。 

     

18. 我認為透過社群媒體，我在他人心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9. 藉由使用社群媒體，能使我達到與群體間的歸屬感。      

20. 當我使用社群媒體時，就可以暫時忘卻所有煩惱      

21. 我必須花時間使用社群媒體才能感到滿足。      

22. 我會在生活感到壓力或疲累之時使用社群媒體來轉移注意力      

23. 我在社群媒體上通常只會透露關於自己的正面事件。      

24. 我覺得自己可以達到使用社群媒體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