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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研究作品內文 

作品名稱： 

當我們 line 在一起_小學生的通訊軟體使用行為研究 

摘要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普及性，家庭中成人使用3C 智慧型產品也影響了

國小學童的使用行為。本研究調查發現，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小學生擁有自己的

智慧型手機（有門號），而且申請了通訊軟體使用，部分小學生還使用兩種以

上的通訊軟體，而且每天使用半小時以上，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小學生使用通

訊軟體的行為及影響。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回收了215份問卷。我們發現半數以上的小學

生對通訊軟體的使用相當熟悉，而且是小學生與朋友間重要的互動與資訊的交

流管道。小學生在通訊軟體的使用上以聊天為主，部分同學會作為課業討論的

聯繫管道。不論平日或是假日，通訊軟體的使用時數對於學習成績並無太大影

響，但平日的整體3C 產品的使用時間若較多則會對學習成果產生不良影響。最

後，我們認為對小學生而言，通訊軟體只是一個延伸的通訊工具，師長們應著

重在引導使用模式而非一味限制使用時數。 

 

1. 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根據兒福聯盟（2019）的兒少使用社群軟體的報告內容顯示，超過八成

(82.7%)兒少擁有自己專屬的手機，台灣孩子擁有手機的平均年齡，竟然只有

10.1歲，近九成(87.0%)的兒少有社群軟體帳號，平均每個孩子擁有3.8個社群軟

體帳號。該報告也指出兒童與青少年使用社群軟體四大風險：社群沉迷、隱私

曝光、接觸不當內容與網路霸凌。智慧型手機日益普及，除了社群軟體快速崛

起，網路功能不斷推陳出新，現在兒少還多了通訊軟體的使用機會，如何讓孩

子安全上網，需要師長的關心及陪伴。 
在學校裡的 E 化課程中，我們學會了用 email 互通訊息，也學會了透過

hangouts 傳遞即時訊息，但還是常常有同學會互相詢問有沒有 line 的帳號？能

不能加好友？下課時也常常聽見同學在討論可不可以在放學後傳什麼資料，或

是要約幾點上線聊天！原來，line 跟其他通訊軟體其實不是只有爸爸爸媽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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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很多同學都已經在用了，而且似乎還很普遍呢！平時，我們就常常看到

爸爸爸媽利用通訊軟體在進行上班事物的溝通，還有看過爸爸爸媽的 Line 貼圖

也很有趣。另外，也有些時候成人會使用 Messenger 進行線上溝通。到底小學

生是何時開始使用這些通訊軟體的呢？又使用了哪些功能？還有使用後可能出

現的影響是什麼呢？ 

2. 文獻探討 

這部分我們分為兩大主題，首先瞭解通訊軟體，其次是小學生資訊軟體使

用行為。 
2.1. 何謂通訊軟體 

林秀芬，趙時樑與王誠煦（2011）研究指出，即時通訊軟體是一種溝通科

技，當挑選過的朋友、同事或其他關係人在線上時，就可以與他們做即時訊息

的交換。而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明，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IM）是一種

透過網路進行即時對話的系統，允許兩人或多人使用網路即時的傳遞文字訊

息、檔案、語音與視訊交流（維基百科）。本研究以 LINE 與 Messenger 為主要

的通訊軟體研究內容，以下簡單說明兩者的功能。 
2.1.1. Line（參考 https://line.me/zh-hant/） 

LINE 是在2011年由韓國 NAVER 集團下的 line 株式會社所開發的通訊軟

體。根據 line 的官方網站上的說明，LINE 讓您隨時隨地都能簡單迅速地傳

送免費訊息給好友。除了提供一對一聊天之外，還有方便的群組聊天功能。

LINE 除了可安裝在智慧手機之外，也可以安裝電腦版。除此之外，LINE 還

有免費視訊通話、語音通話等功能。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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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essenger 
根據 Google play 商店的軟體使用，Facebook Messenger 是一個提供文字

和語音服務的即時通訊軟體／應用程式，於2011年8月9日發表，用戶可以透

過網站或移動裝置向其他用戶傳送文字、圖片、動畫、語音和短片等多媒體

訊息（甚至進行語音通話），而無需額外付費。 
 

2.2. 小學生的資訊使用行為 
根據教育部在2017年針對臺灣中小學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結果顯示，目

前的中小學生的資訊使用行為有四個主要議題：網路沉迷、智慧手機沉迷、家

長介入的影響以及中小學生智慧手機所有權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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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網路沉迷的狀況。教育部的調查發現，目前國小四年級到高中職，

約1成左右的學生為網路高使用沉迷傾向，也就是說每10個中小學學生，就有1
個可能會發展成網路沉迷。而且男生沉迷的比例高過女生，並隨著年級而增

加。 
其次是針對智慧型手機沉迷狀況的調查，在學生智慧型手機沉迷現況結果

中，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生具智慧型手機沉迷傾向(需要找專業心理師、精神科醫

師仔細再確認)，佔19.3%，比國中生高中生來得低。教育部推測可能是國小學

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較容易受到家長的管理與限制，因此智慧型手機沉迷傾向程

度比較低。 
第三是關於家長是否介入國中小學生的網路使用管理。在教育部的統計調

查中顯示，只要家長有關心孩子網路使用的情形，孩子網路沉迷傾向的情況就

會比較少，其中又以限制型與主動介入型影響比較明顯，例如：國小四到六年

級學生若家長有限制孩子上網時間、禁止孩子上某些網站、教導如何在網路世

界中保護自己的資料、與孩子討論或教導網路的功能及內容，孩子的網路沉迷

傾向分數就會比較低。 
最後是關於學生網路使用及擁有智慧型手機情形，根據教育部的報告顯

示，隨著行動載具及網路科技的普及，逐漸改變學生網路使用的型態，包括使

用的時間與地點，甚至隨時可以上網；而學生上網最常進行的活動顯示，無論

哪個學制，多數學生皆以看網路上分享的影片為主要的上網活動。在國小學生

部分，玩網路／手機遊戲也是經常進行的上網活動；國中學生與高中職學生則

經常使用社群網站，由此可見，整體學生使用網路的目的以休閒娛樂、拓展／

維持人際關係為主。（教育部106年報告） 
以上為整理自教育部的中小學生的網路使用行為報告重點，也因此，本獨

立研究此次也想更深入的瞭解學校同學使用3C 產品與網路通訊軟體的使用行為

以及影響。 

 

3. 研究過程與方法 

3.1. 研究過程 
首先透過查找資料整理內容，並思考如何建立研究調查，我們決定採用問

卷調查方式進行本獨立研究。透過調查取得資料進行統計結果討論。 
3.2. 研究方法 

本獨立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依據研究目的與參考文獻內容，進行小

學生使用通訊軟體行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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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問卷設計 

首先在問卷設計上，除了參考文獻中有提到的使用概念外，並透過與同

學討論的方式，參考教育部2017年度的調查報告，我們彙整了本研究的問卷

內容，並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網路問卷的網址為：https://reurl.cc/qdo5l0 。 
3.2.2. 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台南市轄區內的中高年級同學。問卷以線上的

方式呈現，並進行跳題設計，發放時間為109年5月中到109年7月中，約2個月

時間，共計回收問卷總數為215份。 

 

4. 結果與討論 

4.1. 基本資料 
本次問卷發放共收回215份，女生共計115人（佔53.5%），男生100人

（佔46.5%）。填寫問卷的學生以中西區中高年級小學生為主，共153人，佔

全部回收問卷的71.2%，其次是東區小學53人（24.7%）。另外，215份問卷

中，四年級學生有80位、五年級109位，六年級只有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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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C 產品擁有狀況調查 
回收215份問卷中，擁有自己的3C 產品的人數共有138人，佔64.2%。而

在這138人之中，擁有自己的3C 產品的時間點分別為：三年級就有自己3C 產

品的有55人（佔39.9%）、四年級時擁有的有47人（佔34.1%）、到五年級才有

的有31人（佔22.5%）。 
 

 

 
另外，在這138人之中，擁有屬於自己3C 產品的項目，數量最多的有門

號的智慧型手機（138人中，有70人擁有，佔全部人數50.7%），其次是筆記

型電腦（138人中，有38人擁有，佔36.4%），第三是平板電腦（138人中，有

36人擁有，佔36.1%），第四是無門號的智慧型手機，僅具有上網功能的，有

31人擁有，佔22.5%），第五是桌上型電腦（138人中，有26人擁有，佔

18.8%）。由此部分的資料調查，可以發現擁有3C 產品的同學很多人是擁有一

項以上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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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3C 產品使用行為調查 
接著本獨立研究對於同學使用3C 產品的行為進行調查，這一部份的調查內

容不限定是否擁有「自己」的3C 產品，只要有使用過就是調查對象。 
首先，對於同學何時可以開始使用父母或自己的3C 產品調查，本獨立研究

發現多數同學在3年級開始就已經有使用過相關3C 產品了（113人，佔回收問卷

的52.6%），這可能跟學校從三年級開始就有資訊課程有關。 
 

 
 

接著，既然多數同學都已使用過3C 產品，本組也想瞭解大家使用的3C 產

品包括哪些。此題的調查結果顯示，215位同學中，118位同學（佔54.9%）使

用過有門號的智慧型手機，因此除了前述自己擁有手機的同學以外，可知有許

多家長會讓孩子使用家長的有門號手機。其次是桌上型電腦，215位同學中有

79位同學（佔36.7%）使用過，這應該與課程上使用桌上型電腦的經驗有關。

接著是筆記型電腦與平板電腦，都各有75人次擁有筆電或是平板的使用經驗，

各佔34.9%。而從數據調查顯示，許多同學其實都使用過不只一種3C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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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關於使用時間，約有31.2%的同學在平時（週一至週五）不使用3C 產

品，但到了假日，則只有6%的同學依舊不使用3C 產品。可以推估大家期待假

日的到來說不定跟可以使用3C 產品有關。 

 

 

 
至於同學都在什麼時間使用3C 產品呢？經過調查，大部分的時候是寫完功

課才會開始使用，表示同學都能控制自己的使用行為，避免在不恰當的時候使

用，是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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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學在使用3C 產品時的主要活動內容前三項依序為：玩遊戲156人次

（佔72.6%）、觀看影音網站154人次（佔71.6%），以及使用通訊軟體86人次

（佔40%）。期中，通訊軟體的使用則是本次獨立研究的重點。 

 

 

4.4. Line 通訊軟體使用行為 
根據詢問父母之後，目前在台灣較常被使用的通訊軟體是 LINE 跟

Messenger。因此我們先針對 LINE 通訊軟體的使用行為與經驗進行調查，接著

再針對 Messenger 使用行為與經驗進行調查。 
首先為是否使用過 LINE 這個通訊軟體的調查，在本次調查的215位同學中

有88位（佔40.9%）擁有自己的 LINE 帳號並且使用過 LINE 的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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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針對使用過 LINE 通訊軟體的同學進行調查，有71位同學（佔

80.7%）是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 LINE 的，剩下共29.3%的同學則透過桌上或筆

記型電腦及平板電腦使用的。 

 

而在 LINE 的使用時間上，大多數同學使用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共計63
人，佔71.2%），有6位同學（7%）使用超過一小時。可見大家對於通訊軟體的

沉迷程度還不算太高太嚴重，也應該不至於沉迷。 

 
至於同學們使用 LINE 通訊軟體的活動目的，則以「與同學聊天（關於學

校的任何事）」為第一名，88位有 LINE 帳號的同學中，有70位同學（佔

79.5%）會透過 LINE 與同學聊天學校的任何事情。第二名是「聊天（訴說心

情）」，有52位同學（佔59.1%），會透過 LINE 分享抒發心事。有趣的是第三

名，有38位同學（佔43.25%）會利用 LINE 互相討論功課，或是傳遞課業相關

資訊。最後一個是遊戲邀約，有35位同學使用過 LINE 的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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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LINE 的時候，同學最常使用的功能則分別是：第一，即時文字訊

息（共計71人次，佔80.7%）、第二為貼圖使用（共計56次，佔63.6%）、第三是

免費的語音通話（共計43人次，佔48.9%）、第四是群組通訊聊天（共計36次，

佔40.9%），第五則是免費影像通話（共計30人次，佔34.1%）。其餘功能則較少

人使用。 

 
在人際方面，本次調查詢問了有 LINE 帳號的使用者，使用 LINE 通訊軟

體時，經常聯絡的聯絡人關係第一名是學校內同學，88位有帳號的使用者中有

71人次的經常聯絡人是校內同學（佔80.7%），其次是父母，有59人次（佔

67%）。有趣的是，有8個人次會與老師以 LINE 進行聯絡（見下頁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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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essenger 通訊軟體使用行為 
首先為是否使用過 Messenger 這個通訊軟體的調查，在本次調查的215位同

學中有87位（佔40.5%）擁有自己的 Messenger 帳號，並且也使用過該通訊軟

體，與 LINE 的使用人數（88人）相近。 

 
接著我們針對使用過 Messenger 通訊軟體的同學進行調查，有65位同學是

透過智慧型手機使用 Messenger 的（佔87位使用者的74.7%），剩下25.3%的同

學則透過桌上或筆記型電腦以及平板電腦進行使用 Messenger 通訊軟體。 
 

 
而在 Messenger 的使用時間上，大多數同學使用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共

計54人，佔62.1%），有17位同學（19.5%）使用超過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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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同學們使用 Messenger 通訊軟體的活動目的，則以「與同學聊天（關

於學校的任何事）」為第一名，87位有 Messenger 帳號的同學中，有68人次（佔

78.2%）會透過 Messenger 與同學聊天學校的任何事情。第二名是「聊天（訴說

心情）」，有53人次（佔60.9%），會透過 Messenger 分享抒發心事。有趣的是第

三名，有48人次（佔55.2%）會利用 Messenger 互相討論功課，或是傳遞課業相

關資訊。最後一個是遊戲邀約，有32同學使用過 Messenger 的此項功能。 
 

 
 

而在使用 Messenger 時，同學最常使用的功能分別是：第一，即時文字訊

息（共計71人次，佔87.6%）、第二為貼圖使用（共計45人次，佔51.7%）、第三

是群組通訊聊天（共計35次，佔40.2%）、第四是看大家的動態消息（共計33人
次，佔37.9%），第五則是觀看他人動態消息或貼文（共計31人次，佔35.6%）。

除了聊天之外，Messenger 通訊軟體因為會與 Facebook 連結，所以觀看動態消

息與貼文的人次相對較高（Line 的功能中較少人使用查看貼文功能）。 
 

 

 
而在人際方面，本次調查詢問了有 Messenger 帳號的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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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nger 通訊軟體時，經常聯絡的聯絡人關係第一名是學校內同學，87位有

帳號的使用者中有72人次的經常聯絡人是校內同學（佔82.8%）；其次是父母，

有51人次（佔58.6%），第三是其他親戚，有38人次（佔43.7％）。有20個人次會

與老師以 Messenger 進行聯絡。 
 

 

 

4.6. 使用者對 LINE 與 Messenger 通訊軟體的態度分析 
接著我們試著瞭解問卷受測者對於通訊軟體的看法，問卷內容設計以李克

特七點量表方式進行：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2分代表很不同意、3分代表不同

意、4分代表普通、5分代表同意、6分代表很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本組以

個別題項的平均數進行比較，整理 LINE 與 Messenger 的使用者對於各通訊軟

體的使用認知的平均數。 
根據下表所示，平均數高於4.5分的題項表示多數使用者皆落在同意區間

（詳細的次數統計請見平均數表格之後的分項圖表）。其中，多數使用者都認

同通訊軟體（不論 LINE 或是 Messenger）都是很有用的溝通軟體，除使用者本

身之外，使用者認知到同儕之間也都是認同溝通軟體的有用性。 
只有兩題是使用者不認同的。首先是使用者會使用通訊軟體都是自我決

策，並非受同學影響，純粹是使用者自己願意使用。第二是當使用者進行文字

訊息傳遞時，並不會特別編輯相關文字內容，從平均數的呈現來看，不到4
分，表示小學生使用者不認為需要特別編輯文字。 

 
對通訊軟體的使用態度與看法（L-Line/ M-Messenger） LINE Messenger 

我覺得 L/ M 即時通訊軟體是一個很有用的溝通軟體 5.84 5.68 
我的同學們也覺得 L/ M 即時通訊軟體是一個很有用的溝通軟體 5.63 5.56 
我會使用 L/ M 是因為同學都有在用 3.76 4.07 
我的同學們對於使用 L/ M 都很支持 4.88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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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訊軟體的使用態度與看法（L-Line/ M-Messenger） LINE Messenger 
我的父母對於我使用 L/ M 與同學聯繫抱持著同意並支持的態度 5.18 4.85 
使用 L/ M 通訊軟體可以讓我從同學朋友那裡得到即時回應 4.95 5.14 
L/ M 的貼圖功能對於我與其他人的溝通有幫助 5.18 5.23 
我常常透過 L/ M 同時與多位同學聊天 4.72 5.02 
我會花很多時間在編輯 L/ M 的對話內容 3.53 3.68 
我知道 L/ M 可以保留對話記錄以便將來查詢 5.05 5.15 
我會透過 L/ M 與同學互傳各種文字或影音檔案 5.07 5.21 
沒有人告訴我如何使用 L/ M 我就會用了 5.05 4.98 
就算沒人教我使用 L/ M，我還是很快就學會了 5.42 5.08 
我很喜歡用 L/ M 貼圖表達我的感覺 5.45 4.87 
我覺得 L/ M 貼圖都很有特色 5.69 4.93 
我覺得 L/ M 貼圖都很好笑 5.31 4.76 
我會為了下載免費貼圖而加入個別機構的 L/ M 官方帳號好友 4.23 3.02 

 

以上為計算後的總表，以下將各題項的次數分配逐一呈現。首先是

LINE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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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 Messenger 的使用態度次數分配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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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3C 產品與通訊軟體使用對學習成果影響 
本調查針對中高年級小學生進行之調查除了通訊軟體的使用行為外，也同

時調查3C 產品的使用行為，並且請每一位填答者填寫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

考（或期末考）的成績區間。成績區間以5分為間距，從60分以下到95~100
分，共有9個區間，分別以1~9等級分表示。 

首先在平日（週一～週五）的3C 使用時間上與成績表現的分布來看，整體

而言，如果平日3C 產品的使用時間超過二小時以上，成績表現相對較差，但若

使用時間未滿二小時，則使用時間長短並沒有太大的成績表現差異，也就是

說，只要可以控制在二個小時以內的使用時間，目前成績表現都算不錯。 
但若是觀察單科成績差異，會發現數學科成績在3C 產品使用超過30分鐘之

後的表現就明顯的變差。而英語科成績則是使用超過1小時的3C 產品者的表現

較差。 
而假日的3C 使用時間長短與成績表現的分析上，從圖表中可以發現並沒有

特別的成績高低差異，雖然數學科有偏低，但整體而言假日的使用時間似乎對

於成績表現影響較少。 

 

 
 

本組也試著去查看擁有通訊軟體帳號以及平日的3C 使用時間長短對成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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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影響。在下面的圖表中可以發現，擁有通訊軟體帳號與否似乎不會影響整

體成績表現，但數學科與英語科則有明顯的差異，沒有使用通訊軟體者成績都

較好。而且平日使用3C 產品低於一小時的成績表現確實都比使用超過一小時的

成績表現來得好。 

 

 

而通訊軟體的使用時數是否影響學生成績表現？經過統計圖表分析，

本組發現 LINE 的使用超過1小時的使用者成績表現是比較差的，但若以

Messenger 的通訊軟體使用狀況來看，則發現小學生的通訊軟體使用時數高

低並無法對成績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在 Messenger 通訊軟體使用時數較多的

小朋友中，成績表現相對較優秀！所以，此數據顯示我們無法完全認定通

訊軟體的使用時數會對小朋友的學習成果產生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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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此部分本小組提出了研究結論與研究建議，分別說明於下： 
 

5.1. 研究結論 
經過了文獻閱讀與問卷調查與分析後，本獨立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1. 小學生的通訊軟體使用已日漸普及。從本次調查中發現由於社會文化

與科技技術的進步，小學生在三年級之後就會透過學校課程安排開始

接觸資訊領域的知識。高達50%的學生在三年級之後就會擁有屬於自己

的電腦或智慧型手機（有門號），將近60%的同學在三年級之後陸續擁

有通訊軟體帳號。 
2. 小學生使用通訊軟體的主要目的還是以聊天為主，這是最簡單的社交

活動狀態。部分學生會以通訊軟體詢問同儕功課。在小學生的通訊軟

體使用上，LINE 與 Messenger 的使用者不相上下，甚至有人同時擁有

兩個軟體的帳號。尤其特別的現象是小學生使用通訊軟體並不是受到

同學的影響，而是自己主動想要申請帳號的。 
3. 小學生對通訊軟體的使用多數皆呈現認同與支持。而且多數小學生對

於 LINE 或 Messenger 都表示使用過程相當滿意。多數學童的父母並沒

有特別反對小學生使用 Line 或 Messenger。 
4. 3C 產品的過度使用會影響小學生的學業表現，尤其是平日使用過度，

會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影響。但通訊軟體的影響則呈現正反兩面的

結果，從統計結果來看， Messenger 的使用並未影響小學生的學業成

績，但 LINE 通訊軟體的存在卻顯示學生的課業表現受到影響，因此通

訊軟體的使用可能有部分影響了小學生的學習成果表現。 
 

中高年級小學生對於通訊軟體所帶來的便利性，是讓他們可以除了學校以

外的其他地方，透過通訊軟體可以持續的與大家 Line（賴）在一起，互相交

流。雖然調查結果顯示某些通訊軟體並未造成全面性的學習表現低落，但不可

否認的是也有某些通訊軟體影響了小學生的學業成果。 
因此，本組認為，父母師長就算需要特別的管制小學生使用通訊軟體，但

仍應該以開放的態度，透過適當的使用時間管理引導，讓小學生保持對新知

識、新軟體的熱情，並且保持不要沉溺於其中而導致學業退步，而不是一味的

限制，一味限制可能會促使逐漸進入青春期的中高年級小學生產生其他反彈行

為，而更深陷通訊軟體與網路世界，產生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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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與結論，本小組提出以下研究建議： 
1. 此次調查的問卷回收數有215份，但集中在台南市中西區與東區，應增

加回收問卷數量與地區來源，使調查成果更貼近現實生活。 
2. 本次研究調查礙於時間關係，只有四、五年級的填寫者較多（六年級畢

業了），可能無法代表所有的小學生的行為。因此建議可以增加發放的

學校別與年級別，使問卷調查結果的代表性得以提高。 
3. 本獨立研究只針對 line 與 messenger 這兩種通訊軟體進行調查，可能會

忽略其他軟體的重要。因此未來研究者可以擴大不同通訊軟體的比較。 
4. 學業成績為問卷填寫者自行填寫，若能與學校合作取得實際分數，並採

取一段時間的追蹤，可能會更貼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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