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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探究大學生實際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介在使用時間及次數上與

主觀認知的的差異，以及實際的使用數據是否反應大學生對於使用時間、次數

多寡的認知，本研究以北部地區大二以上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與

Lifelogging 的方法分別收集研究參與者的智慧型手機、手機的 Facebook、手機

的 Line 實際的使用時間與次數，以及對於使用時間與次數的認知。本研究又以

單題式和量表兩種方式，調查其對於智慧型手機及手機上的 Facebook、Line 的

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程度，藉此觀察實際數據是否隨著認知高低而呈現相

同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分佈。 

在研究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無母數配對樣本中位數比較來檢視使用智慧

型手機、透過手機使用Facebook、Line三者在使用時間與次數方面的實際數據，

是否與認知有所差異，接著比較無母數檢定中多組母群體的中位數，進一步觀

察不同時段使用時間與次數是否影響認知與實際的差異，之後再以曼－惠二氏

U檢定檢視研究參與者的感情狀態是否影響其認知與實際的使用時間及次數的

差異。最後同樣再以曼－惠二氏 U 檢定檢視大學生之使用時間與次數分佈是否

會隨著認知高低而出現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手機上 Line 的使用時

間在實驗參與者的認知上顯著高於實際使用，而使用次數則顯著低於實際使用，

且三者的使用時間與次數皆呈現從早到晚逐漸遞增，早上時段使用時間、次數

顯著較少。感情狀態則顯示實驗參與者對於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次數的

認知與實際使用呈現完全相反的結果，凸顯認知上的使用可能偏離實際使用情

況。最後，參與本研究的大學生之使用多寡認知高低並不會在智慧型手機與社

群媒介的實際使用時間、次數呈現出顯著的差異，表示使用時間或次數並不能

被單純使用來作為探討大學生本身認知使用多寡的指標。 

關鍵詞：Lifelogging、主觀認知、智慧型手機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smart phones and 

social media use i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e actual use, and whether the 

actual use amount of the smartphone data will reflect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use, we us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lifelogging to 

achieve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use on smartphone, Facebook APP and LINE 

APP i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e actual use, and use the single question and 

addiction scale to measure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use, then we can understand whether the amount of the smartphone data will reflect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use. In this study, we 

unacceptable th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 and just accept the north area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we use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to compare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use on smartphone, Facebook APP and LINE APP in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the actual use, then we use Kruskal–Wallis test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times of day, moreover we use Mann–Whitney U test to 

campare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use on smartphone, Facebook APP and LINE 

APP between single and in a relationship students, finally we use Kruskal–Wallis 

test to observe whether the amount of the smartphone data will reflect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use on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Primary results exhibited the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student’s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duration of use apparently higher than actual use, and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student’s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frequency of use 

apparently lower than actual use. Both of the duration and frequency increase frome 

morning to night, and there are least duration and frequency in the morning.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 status display there are totally different result on the use of 

duration and frequency, it means people’s subjective perception probably not the 

true situation. Finally the use of duration and frequency will not reflect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use on smartphone and social media, it means we can’t use 

just duration and frequency of use on smartphone or social media to decide if a 

person is addicted to something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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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網際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發展熱絡下，這兩樣工具消弭了人類在工作、學習、

社交、娛樂的時間和空間限制，而社群媒介 Facebook 與通訊軟體「Line」可以

說是目前普遍被大學生使用於課業、社交、娛樂的多樣性平台，這些工具雖然讓

學生在社交、學習上更加即時快速，卻也同時開始出現分心或健康上的負面影響，

如同雙面刃一般，若是大學生無法善用這些工具並自我克制，則容易造成自身分

心與使用上的混亂，進而影響到工作或學習（王淑美，2011）。由於智慧型手機

已經發展至能夠以更便宜和更輕鬆的方式研究人類行為，故本研究同時運用收集

手機數據與網路問卷的方式，探討現在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網路與智慧型手

機處理生活中不同領域個人事務的過程中，其使用的過程中生活節奏的時間維度

會產生何種認知上的分佈與偏好，並將此與手機數據所得到的實際結果比較，以

了解大學生對於自身的使用認知與實際使用上的差異。本章內容共分為兩節，第

一節闡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這個普遍使用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整個社會就如同一個相互連結的

神經系統（Pentland, 2009）。試想當我們每天起床，你的手機會透過 Google Map

顯示從家裡到公司的路線並估計通勤時間約 30 分鐘；你可能為了減肥使用行動

裝置的應用程式(APP)記錄自己每天的熱量攝取，並產生每月或每週報表；或是

你會購買 Nike+感測器記錄自己每天運動的距離、路線、步數、運動時間和燃燒

的卡路里來了解自己的運動習慣，或是追蹤馬拉松比賽的準備情況；又可能使用

Lark 手環偵測睡眠品質、睡眠習慣找出睡眠問題讓自己更加健康。「量化自我」

這種以各種數字勾勒自己生活的方式已經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讓各種記錄自

己生活的行為深入到各個生活領域中，這樣的行為被稱為「生活日誌（Lif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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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poulou, 2014）。當人們在使用這些電子科技時，會留下各種「數位足跡

（digital footprint）」，無論是網頁瀏覽紀錄、還是手機產生的地理位置數據、

照片、聲音、螢幕開關、使用的應用程式，藉由全世界幾十億人口主動與被動的

持續地創造這些數據，可以分析與建立模型，並將其應用於醫療保健、金融交易、

社會交往、教育、能源使用、交通、環境監測等方面，目的在於讓人類可以以個

人、組織去勾勒自己的日常生活，進一步觀察整個社會（Mayer-Schönberger & 

Cukier, 2013）。 

這種模式讓人類開始有機會以一種更客觀、連續的角度去了解各種情境、現

象、行為與社會的運作機制，這種方式最主要的前提建立於網路與電子平台的普

及。1996 年以來，全球資訊網在台灣逐漸普及，根據資策會的資料顯示，台灣

歷年來的上網人口在 1996 年底成長較緩，每個月成長量大約平均只有幾萬人，

但是在隔年 4 月使用人數急速上升超過百萬人，平均逐年以百萬以上的人口數增

加，直到 2007 年已將近一千萬人（Find, 2010），根據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的資料顯示，2009 年第 3 季台灣

的行動通信用戶數為 2,661 萬戶，手機門號人口普及率為 115.2%，也就是說每

100 位 台灣民眾持有 115 個手機門號（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2010）。

另外，使用 Line 與 Facebook 的消費者，平均每天使用時間分別都已經超過 1 個

小時（Find, 2014）。這項資料顯示了網路已經逐漸成為許多人生活中普遍使用

的工具，幾乎成為每個人生活中的中心（李開復，2009）。這些特性讓人類使用

網路時開始出現複合式實踐行為的情形與新型生活時間節奏的出現（王淑美，

2011）。王淑美解釋，上網是一種由多種類功能所組合而成的複合科技，其中充

滿了非常龐大、不同種類、不同形式的資料，而功能包含了看影片、聽音樂、聯

絡情感、文書處理、計算、通訊等功能。當娛樂、工作、學習、社交等功能被集

合在某個單一平台或多個平台的情形下快速轉換，這樣的複合式行為就如同

Hand 與 Shove（2004）  將日常生活中多重實踐的連結比喻成一首大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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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estra）。 

Zerubavel（1976）曾經提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實踐行為都是在特定時間和空

間下進行。任何的實踐行為都是有時間性的，例如過程長短（duration）、實踐

行為組成的順序（sequence）、行為發生的時間點（timing）、發生的頻率（tempo）、

循環性（social cycles）。當網路出現並逐漸普及，人類開始隨時隨地的搜尋新聞、

與客戶線上聯絡、利用開放式課程學習，工作與學習時間界線開始模糊而延長至

24 小時，隨之出現即時的工作文化、平日與假日的區別不再明顯、繳交或討論

報告與作業的時間不再限於面對面的模式或某些時段（Lee & Liebenau, 2000; 

Urry, 2000），這樣的現象都顯示了網路不僅讓人類開始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同時

處理生活中不同種類與性質的事務，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人類的時間節奏。 

在社會上各個群體之中，大學生所受到網路帶來的複合式實踐行為與新型態

時間節奏影響有其重要性（王淑美，2011）。首先學校是訓練時間紀律重要的現

代機構，能將時間的規律與價值開始內化至學生的生活韻律之中（Thrift, 1990），

大學生比起其他群體的使用者，正是剛開始有機會大量使用網路科技並將其用來

作為學習、社交、工作、娛樂等各種面向的使用，學習如何善用網路來妥善應用

自身的時間以及更有效率的學習並完成報告或學習，但網路對於學習者可能會造

成負面影響，例如電腦多視窗的型態強化了學習者多工的習慣（葉乃靜，2008）；

又如學習者無法長時間專注在某一個課程上，反而喜歡在網路上漫遊，因而對每

一個教材都無法專注的閱讀和思考，且缺乏專注力加上複合式的實踐行為，讓學

生產生並習慣了跳躍式的學習模式，無法深入學習（葉乃靜，2008）。對於美國

高中生的研究指出，學生在課堂中能有效率的使用筆電，但在家裡卻會因為沒有

限制而受到複合式實踐行為的影響而分心（Baek & Freehling, 2007）；Levine（2007）

則發現經常使用即時通訊的大學生有難以長時間專心閱讀學術論文的現象；而學

生在上課期間使用筆電、MP3、手機等工具有 75%的時間與課堂內容無關（Mays, 

Pazur & Samuels, 2010）。這些都顯示了網路的高度彈性與多功能不僅是一項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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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相對的也會造成缺失。 

此外，除了複合式實踐行為會影響大學生的學習之外，生活上的重要事件以

及扮演不同的身分對於大學生使用網路的行為與生活節奏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例如負責上台報告、社團發表、期中期末考、與父母或交往對象聊天等等（王淑

美，2011），或是因為感情狀態上的轉變而造成非常顯著的社群媒介使用改變，

例如 Facebook Data Science 於網誌「When Love Goes Awry」指出交往狀態若從

穩定交往改為單身，Facebook 上與其他人的互動會增加 225％，並且平均在交往

第 85 天後出現 Facebook 兩人互動使用率下降的情況（Facebook Data Science, 

2014）。雖然網路的多工使用和使用彈性能夠幫助學生能更快完成任務，但仍會

造成一些隱憂，例如電子郵件與社群媒介雖然能夠讓學生彼此接觸與互動時間更

有效率和彈性，但是面對面接觸的時間減少可能也會影響其學習社交與對話的機

會，降低合作與溝通能力，以及出現期限之前趕工的情況。大多數學生普遍依賴

自己的電腦和手機作為和朋友、家人、老師交流的主要形式，如此對於科技的依

賴與複合式行為的流行，容易使學生對於學習環境的適應和學習效果有所損失

（Mays, Pazur & Samuels, 2010）。 

鑒於學生在學習與生活可能受到的影響，使用網路、手機與社群網站的過程

以及大學生本身對於前述三者的主觀使用認知與實際使用情況的差異性便值得

關注，藉此更深入了解這些媒介對於學生的影響。過去針對收集人類各種行為的

情境研究，傳統上採用單次、自我報告等方式進行，例如每年的人口普查、各種

民意調查、焦點小組、觀察法等等；相對於此，Eagle 與 Pentland （2006）則利

用「生活日誌」的方法在一段時間裡在一個社區中從個人手機上收集連續且多種

類的的人類情境與行為數據，再分析此數據以辨識個人的每日行為模式與顯著的

社交場所、推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將其命名為「真實行為探勘  （Reality 

Mining）」。因此，本研究使用「真實行為探勘」的架構，搭配單次的問卷與個

別對象觀察的方式，便得以從客觀的數據和大學生主觀的使用認知兩層面，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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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網路、手機與社群媒介的使用情況以及大學生的使用認知，以及此與實

際使用上的差異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欲藉由使用手機和問卷所收集的記錄觀察大學生使用手機時在時間

維度的上網習慣。藉由使用Facebook與Line佔手機上網行為的比例與分布情況，

了解大學生使用手機上網、使用臉書與 Line 的時間長度、頻率為何，再以自身

所評估的使用程度作為參考基準，探討大學生使用手機、Facebook、Line 這些工

具在時間上的使用情況與相關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自身使用程度高低的認知之

間的關係。最後比較時間維度的使用認知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的差異。資料分析

方面，先以時間軸分析，也就是使用的時間長度、次數等敘述性統計項目，再將

相關背景因素、不同工具軟體的使用時間、使用認知程度高低以相關的推論統計

檢驗，最後比較時間維度的使用認知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的差異。 

因此，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下列研究目的： 

一、大學生對於社群網站與手機使用在認知與實際使用上有哪些時間維度上的特

徵，以及這些特徵之間的契合程度。 

二、大學生對於自身的使用多寡認知與使用情況之間的契合程度。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手機使用數據與問卷兩種方法所取得的結果是否有差異? 

二、不同時間區間下智慧型手機、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透過手機使用 Line

的使用時間、次數差異為何? 

三、感情狀態是否在智慧型手機、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透過手機使用 Line

的使用時間、次數具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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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身使用認知程度不同受試者，其使用時間與次數是否反映出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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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為探討網路與智慧型手機如何影響大學生生活時間節奏的改變，

因此欲透過真實行為探勘來記錄大學生使用手機上網與藉由手機使用社群媒介

的情形，從時間歷程的觀點了解其對於手機與社群媒介的使用比重、時間分布，

並檢視造成使用時間變化的因素來觀察大學生在生活中是否具有與之呼應的使

用趨勢與差異，最後則比較大學生對於自身手機上網及使用手機社群媒介行為的

認知與本研究透過應用程式所獲得的實際使用情況。故第一節先探討網路對於時

間意義所帶來的改變；第二節闡述手機對使用時間意義與認知研究回顧；第三節

則探討真實行為探勘的發展與應用；第四節說明與真實行為探勘相關的分析方法；

第五節則解釋對於智慧型手機、Facebook 應用程式、Line 應用程式的使用時間

與認知的調查方法。 

第一節 網路對人類時間意義的改變 

時間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它是由人為所建構，讓人類社會用來因應生產實踐

所產生的概念。從農業上曆法的制定到工廠裡小時分鐘的計時單位都是一種理性

測量時間的科學方法，然而時間並非單純的量測方法，而是伴隨了各種社會意義

（王淑美，2011）。根據卞冬磊（2007）所述，人類對於時間的意識並非突然出

現，而是經過包含了個人或整個社會的生存壓力、宗教信仰、大型社會的運轉、

各種工具科技的進步，以及人類不斷的激盪與磨合，而逐漸將相同的準則植入內

心，使時間準則能夠在群體之間彼此共用，保持行為的協調一致。這種人類逐漸

將時間的量化視為一種行為準則的概念，就是人類對於時間觀念的「內化」，是

人類融入社會，讓整個社會保持正常運行的過程。 

若要探討人類時間概念的內化，則必須對「時間紀律」的發展有所了解，根

據卞冬磊（2007）所述，人類的時間觀念依據文明、科技的發展，能夠將其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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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業時代的自然時間、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的鐘錶時間，以及電子網路時代

的媒介時間，對應這些時間分別產生「順時」、「準時」、「瞬時」的時間紀律，

並內化至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時間時代，人類社會處於「順時」的情況，

例如前農業時期人類依靠打獵維生，可能會依天色、動物的習性而作息；或是農

業時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時間脈動依循自然環境的變化。到了十八世紀工

業革命時期，因為鐘錶之類等數字量測工具的大量發明得以將時間量化，此時，

人類因為工廠或制度的需求而嚴格遵守時間，也就是鐘錶時間所帶來「準時」的

情況，此時間紀律最主要的目標是清楚定義並尋求個人或群體遵守各種事件的起

始、結束時間，藉此要求人們能夠在相應時間裡完成可以精確計算的工作量。 

至今人類對於時間已有的規則，個人、群體、整個社會能夠藉此維持精準運

轉，全球各區域也能以此互相協調、修正作息與互相合作，但是電子、網路科技

所帶來的媒介時間創造的時間紀律，讓人類的「準時」紀律受到干擾。首先，電

子、網路科技打破了標準時間表的限制，例如即時使用各種電子平台收發資訊與

訊息，因而導致人類必須即時調整自己的行動，修改原有時間框架的行為。在被

變化追趕的情況下，休閒與工作時段的界線不再明顯，或是各種事件不再是依時

間線性式的逐項處理，而是依據其他因素變換或同時進行，換句話說，「準時」

紀律已經不足以用來處理日常生活的事務，「瞬時」紀律轉而內化至生活中。受

到影響的另一項因素則是事件的流程被壓縮至即時，當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取代過

去的各種工具，所有的事件被認定能夠在最短的時間達成，從媒體重視各種即時

訊息、即時享樂的消費文化、溝通與交往的忍受時間差縮短現象來看，顯示電腦

與網路能夠幫助人類能夠以最短的時間完成生活中的事務，表面上似乎能夠讓人

類隨時、快速地完成工作，但也喪失了在「準時」紀律中較能感受的規律情境，

進而讓人類被效率與速度所限制，喪失對時間的掌握（卞冬磊，2007）。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慧型手機與手機上社群網站

的實際情境，探究「準時」與「瞬時」紀律對於學生認知上的影響，檢視如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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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真實行為探勘的方式客觀、準確地呈現使用的情形。根據王淑美（2011）對於

新聞系大學生所進行的觀察，顯示網路讓學生處於能夠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進行

作業的狀態，也造成突發任務與工作更常出現，使時間的本質更為零碎，也讓學

生逐漸習慣轉換或中斷事務的處理，發展出新的使用方式，而這即是「瞬時」紀

律「內化」的例子之一。然而在時間零碎化的情況下，當不同的個體、組織進行

合作而產生共同時間，或是在課程時間的規範下，「準時」型態的行為就會在「瞬

時」的環境中被遵守，當「準時」與「瞬時」型態的現象互相影響，便可能導致

個人在某些時候必須犧牲自身的私人時間，甚至出現翹課、熬夜、不規律的用餐

時間等行為，這是由網路即時性所衍生的新常態，反映出網路對於個人「準時」

和「瞬時」時間紀律的「內化」過程，而這個過程所所造成受試者的對於使用多

寡認知與實際使用之間的差異即是本研究欲探究的。 

第二節 手機對使用時間意義與認知研究回顧 

接續前一節所述，網路導致時間維度新型態的出現，而 Katz 與 Aakhus 等人

（2002）在「非即時即為等待」的瞬時環境中進一步提出了「永恆聯繫」（perpetual 

contact）的觀念。當手機被發明並開始逐漸普及於生活之中，人們逐漸能夠隨時

脫離地理位置束縛彼此即時聯繫，相較於網際網路來說，手機最大的特色在於真

正落實了以個人為單位的連結，讓個人除了在少數收訊不良的地點以外，完全不

受時空的限制而能夠與他人保持聯繫。不同於電話或電腦，手機能夠讓個人意志

得到最大程度的代表性，呈現「隔離又連結」的獨特特性（曹家榮，2011）。舉

例來說，在手機此種個人通訊工具出現之前，計劃工作、約會時，時間和地點往

往必須是確認的重要條件，但是開會、接小孩等生活中遇到的情況雖然建構在特

定的時間與位置之下，然而如果在某個環節上有所疏漏，就可能會出現問題。手

機的出現則中斷了以特定時間為基礎的情境，當讓個人能夠隨時隨地藉由手機溝

通與聯繫，便可運用較為彈性的時間間隔來組織活動，而不一定得依循與特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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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空間相連的時間間隔（Green,，2002）。 

當手機讓個人的生活方式呈現「隔離又連結」以及真正達到「瞬時」的特性，

在空間與時間維度則出相較於網路更加嚴重的公私交錯及以個人為中心的社群

更加凸顯的現象（曹家榮，2011）。根據曹家榮的論述，手機的個人行動通訊功

能打破了既有的公私領域的區分，使得工作類型的外在活動被鑲嵌在家庭的時間

節奏之中，而私人時間亦被鑲嵌至個人的外在活動之中。此外，個人可以平行於

主要時間維度以外，例如個人能夠隨時隨地透過手機聯絡同事、朋友，卻也能夠

透過使用手機的黑名單功能或拒接電話達到隔離效果，此進而導致個人的日常生

活時間節奏被手機控制。這些特性也讓手機比起電話、電子郵件、網路所具備的

連結更進一步落實以個人為中心逐漸拓展的關係網絡（曹家榮，2011）。 

至此可以了解手機對於個人日常生活時間節奏的認知與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觀察指標。至於認知與時間的關連性，根據王淑美（2014）指出，越來越多調查

顯示美國人覺得休閒時間變少，工作時間越來越多，但是 Robinson 與 Godbey

（1997）的研究結果顯示，在 1965 到 1995 年間美國人不斷抱怨越來越匆忙，但

實際上休閒時間卻是增加的。因此在了解大學生使用手機的時間多寡並不能單純

僅以問卷取得時間的「量」，而必須考量到時間的「質」對於感受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王淑美（2014）也提到，時間的質難以用量化方法記錄，因此仍以質性方法

為主流，並以訪談法、觀察法、日記法為主要方式。不過這些質性方法依然帶有

相當大的侷限性，例如訪談法需要研究者本身具有一定水準的訪談技巧；觀察法

則是難以 24小時觀察研究對象，受試者也難以在外來觀察者的凝視下自在活動；

而日記法則局限於人類在回顧與計算平均值或總和值時，會被一些顯著或特別的

經驗不當影響，尤其是在缺乏上下文等其他輔助提示（Eisenhower, Mathiowetz & 

Morganstein，1991）。因此當手機發展到足以 24 小時不間斷的在背景收集資料，

就能夠結合問卷進行最大程度減少前述質化缺點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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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ifelogging 與真實行為探勘的發展與應用 

當智慧型手機和網路已經普遍被社會裡的每個人所使用，個人能夠輕鬆的

以手機或穿戴式設備量化自己的生活，並且在使用這些電子科技工具的同時，透

過各式各樣的感測器持續不斷的留下各種「數位足跡」（digital footprint），像

是手機所產生的位置定位、照片、聲音、螢幕開關的時間、應用程式的使用紀錄

等。這樣能夠被動並持續收集數據的方法，讓 Eagle 與 Pentland（2006）提出了

從個人角度開始收集數據並分析的方法，將其定義為「真實行為探勘」（Reality 

Mining），也就是將手機當成一個能達到接近 24 小時隨身攜帶的偵測器，並在

自然情境或特定時間中針對研究需求收集使用行為的數據。此種方法的概念能夠

追朔到 Csikszentmihalyi、Larson 與 Prescott（1977）在心理學領域所採用的「經

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 

經驗取樣法的實施方式必須先提供每位受試者能夠定期接收提醒的工具與

問卷量表手冊，受試者在受試期間必須執行研究者所要求的活動，例如在定期收

到提醒時填寫問卷或量表，經過幾個星期之後研究者就能夠取得受試者在研究期

間不同時段、不同場合或情境下的內在與外在經驗。透過此方式並結合眾多受試

者對於這些經驗的呈現，則能夠進一步探討群體的內在與外在認知及經驗，例如

在現階段的資訊環境中，學生族群因為網路出現而時間應用零碎化的研究（王淑

美，2011）。經驗取樣法亦被應用在使用行動設備的時間中斷性研究（Ho & Intille，

2005），或擴展至其他的日常生活、工作經驗、不同文化差異的經驗，以及教育

和臨床實驗的問題等，著重於探究某些無法透過民族誌或觀察研究法取地的資料，

例如主觀認知的相關研究（Hektner, Schmidt & Csikszentmihalyi，2007）。 

此外，為了應用經驗取樣法於研究中，研究者必須理解經驗取樣法的架構

以及優點及不足。根據 Fischer（2009）的研究，考量到現今網路與手機的普遍，

研究者能夠以 Client 端與 Server 端的概念配置整個研究實驗，並將所有實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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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在受試者一方，使 Client 端能夠隨時連線至 Server 端存取或傳送數據，這樣

的架構讓研究者能夠方便的配置與維護實驗，研究者並利用手機或電腦的瀏覽器

設計受試者端的介面，使其能夠快速的熟練實驗操作。此種方式結合了兩項優點，

一是讓受試者使用自身的手機或電腦，降低研究者在過去因必須提供所有設備帶

來的高成本，二是讓受試者收到提醒通知而必須執行實驗的要求，進而提高操作

的機率。對於研究者來說，成本的降低、網路基礎設施的成熟、Client-Server 端

的架構以及能夠以最低限度干擾受試者，讓研究者能夠針對各種條件設計最適合

的實驗流程與方法，例如受試者能夠根據使用偏好選擇收到簡訊或電子郵件的填

寫量表通知，或是研究者能取得需要的特定手機使用行為、感測器數據，又或者

研究者能夠從 Server 端掌握研究的進度，靈活的改變量表內容與結構，並能夠

在一定程度上讓受試者協助排除技術層面的問題。 

承上段所述，經驗取樣法能夠分為兩個部分，以是否需在 Client 端或是否

安裝軟體或程式為判斷基準（Fisher，2009）。考量到本研究能夠以 APP 作為感

測器收集手機使用行為，本研究實驗設計便依循 Fisher 所展示的研究架構設計實

驗。透過使用經驗取樣法，本研究能了解受試者在日常生活中的社群軟體與手機

使用經驗，並搭配傳統問卷探討主觀認知與實際使用的歧異。不過在實驗設計過

程中還仍必須考量到經驗取樣法可能產生的限制。根據楊純青與陳祥（2006）指

出，經驗取樣法最大的問題是必定干擾、侵入受試者的生活過程，因此研究者取

得受試者的信任，以及將干擾降至最低為最大前提，而 Lifelogging 與真實行為

探勘即能夠降低前述兩個問題。 

為得知真實行為探勘是否適合本研究，並能夠處理研究問題所需要的過程，

此部分將探討真實行為探勘背後的核心意義與優缺點，再闡述如何應用於人類行

為的情境研究。首先必須了解，Lifelog 是能夠透過人類在生活中使用各種工具

後所留下的使用痕跡，這些痕跡包含了人類所使用的紙張、各種不同的類型的數

位文件、電子郵件、簡訊、手機通話紀錄、每天的照片或影片，或是其他各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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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周邊的環境變數與人體本身的身體數據。透過個人長時間全面收集（total 

capture）這些個人資訊，便可以全面回顧（total recall）人類，而產生「數位記

憶」（digital memory）可以取代「生物記憶」（biological counterparts）的情況

出現（Bell & Gemmel，2009）。根據 Sellenm 與 Whittaker（2010）對 Lifelog 的

探討，Lifelog 系統可以追朔回 1945 年 Vannevar Bush 所提出的 Memex，一套機

械式的個人資料庫、想像中的工具，其最關鍵的核心概念就是希望能儲存數量龐

大且多種類的知識，並在需要的時候提供人類進行資訊瀏覽、搜尋、交換、檢索。

隨著工具的演進，在後續研究中，Lifelogging 的實驗地點開始不再被限制在特定

區域，與其他記錄個人資料的工具相比，例如部落格或個人網路相簿，Lifelogging

可以達到不需主動擷取數據與多種類數據的狀態。這樣的特性讓 Sellenm 與

Whittaker（2010）將 Lifelogging 系統根據人類的需求而分為兩種資料收集的模

式，第一種即為全面擷取，也就是讓個人盡可能的完整記錄每天的生活，並收集

所有種類與連續的數據，例如使用頭戴式的設備裝設相機和攝影機（Hori & 

Aizawa，2003）、項鍊式相機（Hodges et al.，2006），這些設備可在非常短的

時間以間格連續拍下或錄下受試者一天的生活照片和影片；第二種模式則稱為

「特定情境擷取」（situation-specific capture），此系統的數據收集範圍有限，目

的為自動擷取特定場域內的各式完整行為數據，這類型最重要的應用為記錄組織

內部各種會議、演講或工作導向的內容，以便讓組織內部的知識能夠便利的被瀏

覽和查詢（Whittaker, Tucker, Swampillai & Laban，2008）。根據 Sellenm 與

Whittaker（2010）的論述，Lifelog 有五種潛在的好處，前三種分別為「回顧」

（recalling）、「回憶」（reminiscing）、「檢索」（retrieving），回顧指的是讓

人類能夠重新回顧過去的生活經驗以達到某種目的，例如回想行蹤來尋找或定位

某些遺失的物品或是某次會議的細節；回憶則是特別指情感與情緒層面的經歷回

顧，例如與家人一起看家庭錄影帶或相簿；而檢索則是指幫助個人檢索過去使用

過的各種數位資訊，例如文件、瀏覽過的網頁、電子郵件等，在這部分包含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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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中所包含的後設資料，而這三種特性的最重要目的旨在幫助人類能夠快速地從

大量資料中取得需要的資訊。相較於人類與資訊的直接關係，另外兩種為「反映」

（reflecting）與「預測」（remembering intentions），反映指的是對數據進行更

深入的探討，包含了對過去經驗的檢討，例如在某段時間內的不同情況下收集某

些實體活動的數據差異，再將此與其他數據進行相關性的研究，例如睡眠好壞與

壓力的關係；而預測則是藉由回顧過去的數據來推論出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並提

供資訊，例如提醒服藥時間、顯示行程等。 

Sellenm 與 Whittaker（2010）所提出的反映呼應了 Lazer 與 Pentland（2009）

所提出的「社會科學運算」（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概念，社會科學運算

能夠幫助人類了解在社會裡的個人到群體如何運作，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

度。在傳統的社會學研究中，為了觀察某種特定現象，例如人口流動或疾病的追

蹤，會對某些群體進行長期的監測，例如 Dawber（1980）為了研究導致心血管

疾病的共通因素與特質，從 1940 年以來由國家單位組成研究團隊招募

Framingham 的居民，在 1948 年便首次招募到 5209 位研究對象，其兩年一次詳

細檢查這些受試者，收集各種生理健康指標與起居飲食習慣，接著在 1971 年再

一次招募第一代參與研究者的子女或配偶，最後在 2002 年再次收集第三代的數

據，以這樣的方式長期追蹤人類生活習慣與行為與心臟健康變化。研究結果證實

心臟病並非單純如 1940 年代所認定與老化相關，而歸納出例如遺傳、肥胖、酒

精、菸等不同面向的因素。但是以這種方式得到的研究仍有以下的問題，首先兩

年一次的數據收集其數據吞吐量低，其他因素影響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實驗結果

可能並不足以代表現實社會的情況；此外實驗維持時間必然拉長，加上其規模必

須由國家單位所支持，其中的成本也會非常驚人，讓實驗的可行性與實施難度大

為增加。除此之外，根據 Aharony、Pan、Khayal 與 Pentland（2011）所敘述，

此類研究所收集的數據都是根據當時的需求與時空背景，在每個時間點收集單次

數據，所以分析此數據未必會適合用來探討某些現象的成因或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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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從群體的角度收集數據的實驗方式雖然能夠幫助研究者觀察、分析人類

行為，但是此種實驗並不容易達成。Eagle 與 Pentland（2006）則提出了另一種

從個人角度收集數據與分析的方式，並將其定義為「真實行為探勘」。在手機逐

漸成為人人隨身攜帶工具的時空環境下，Eagle 與 Pentland 將手機當成一個能接

近 24 小時隨身攜帶的偵測器，收集手機內部的通話紀錄、藍芽技術、信號台位

置、GPS 與時間紀錄，以敘述統計和演算法建立手機持有者的社會網絡與日常生

活規律。例如藍芽能夠藉由辦公室設備判斷受試者是否處於辦公室，並藉此搭配

時間變數觀察出其工作時間幾乎坐落於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並在兩點到三點有

離開辦公桌的習慣；或是藉由對人與人之間藍芽距離的定時收集，畫出特別時間

點的辦公室社群連結圖表，配合上下班時間分析出身邊的人同事與非同事的角色；

另外使用多樣性演算法來判斷每個人的行為數據多樣性高低，以了解其規律性。

這些都顯示了當工具能夠長時間被人類攜帶與正常使用，並提供研究者所需的資

訊，就能夠詳細、完整的幫助研究者獲得人類行為所產出的數據，且單位可詳細

至以小時或分鐘。 

這樣的方式帶來人類行為研究的進展，儘管在概念上並非創新，但是隨著科

技的演進，像是電子科技的普及、網路的發展，能夠應用於瞭解人類行為的層面

越來越廣，也越來越詳細。Aharony、Pan、Khayal 與 Pentland（2011）延續真實

行為探勘研究的結果提出了「社會檢測器」（social fMRI）的概念，這個概念最

主要的目的就是藉由手機、信用卡帳單、社群媒介、通訊等與人類相關的數據來

建立偵測的細節，進而建置社會系統的架構圖與檢測平台，以了解社會系統的內

部運作與人際之間如何互動。其中的重要概念就是透過進行各種縱向的實地研究

法，搭配電子科技系統來偵測、擷取、處理、分析數據，並且與受試者溝通和取

得回饋（Aharony, Pan, Khayal & Pentland，2011）。其研究團隊從 2010 年開始

對於美國某研究型大學旁一個社區中的居民收集各種數據的，受試者幾乎都是有

小孩的年輕夫婦，夫婦中至少有一位為學校的學生，並且社區之中各家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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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環境下，研究團隊先針對收集 55 位受試者進行了六個月數據並實施前

測，之後再針對 130 位受試者進行 12 個月的實驗。實驗的目的並非只限制於觀

察某種現象，而是為了解人類如何在社交層面的影響下進行決策，例如睡眠、個

人情緒、夫妻之間的複合影響模式、個人收入高低與人際關係多樣性與頻率的因

果關係（Pan, Aharony & Pentland，2011）、或是藉由 APP 散布模式了解人類如

何受到不同溝通模式的影響而改變行為（Aharony, Pan, Ip & Pentland, 2010）。

這些研究顯示了透過適當的工具進行 Lifelogging 並搭配傳統的問卷方式取得數

據，就能夠以真實行為探勘分析出人類的長期行為趨勢的變化，也可建立觀察模

型，分析各個觀察變數之間的關連性，提供人類健康的資訊、社會機制等的因果

關係以及在不同社會機制下的效果評估，幫助人類更了解自身與社會的運作。 

第四節 真實行為探勘的收集與分析方法 

根據 Eagle 和 Pentland（2006）所述，社會科學家一個世紀以來透過問卷來

了解各種人類行為，但是問卷一直以來充滿了許多的問題，例如人類的偏見、數

據過於稀少、以及在獨立問卷之間缺乏對研究議題的連續性。當電子、網路科技

逐漸發展，研究者開始利用工具收集日常生活裡許多種類的連續性數據，但是在

手機能夠用於收集數據之前，包含前述所提到穿戴式的攝影機等，其實並不適合

探討大範圍的人群在自然情境下的行為，而手機現在已經成為每個人隨身攜帶的

工具以及溝通中心之一，所以更為研究個人或群體的理想工具。 

因此，手機要如何收集數據，分析哪些數據才能得到有用的結果以了解個人

與群體，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 Eagle 和 Pentland（2006）進行真實行為

探勘的研究時，提出了這類實驗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讓受試者接受並瞭解任何

從他們身上所取得的數據。由於當時的手機科技並不同於現在的智慧型手機，研

究者提出希望能夠在手機上即時完成數據的收集，且將數據限制在需要的類型以

保護受試者隱私。在這樣的前提下，此研究便收集麻省理工學院 95 名師生的手

 



 

17 

 

機數據，藉以觀察、建立個人和群體的使用者行為模型。由於人類在日常生活中

充滿了許多顯而易見的固定行為，像是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或是周末晚上會固定去

球場看球賽，故研究者試圖藉由通話紀錄、偵測鄰近的藍芽設備、手機信號塔的

ID 號碼、應用程式使用紀錄、電話狀態等各種數據，建立一個可自動判斷受試

者處於家裡，還是工作地點或其他地方的模型。模型建置步驟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項為利用藍芽與信號塔判斷受試者在時間軸上所處的地理位置；第二項為利

用這些位置、時間與變數來判斷地點和活動；第三項為觀察手機內的功能的使用

頻率以及使用習慣與模式。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顯示，出若是能夠收集到完整的

工具數據，研究者就能夠藉由欲探討的研究目的建立出個人的規律行為習慣，透

過統計或演算法分析之後，以視覺化的方式清楚表示，建立人類行為的模型。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環境的提升，研究者開始能夠利用智慧型手機豐富的

數據收集能力對人群進行長期、連續的觀察實驗。舉例來說，Bauer 與 Lukowicz 

（2012）試圖以手機取代傳統監測生理數據的感測器，觀察人類在壓力的情況下

使用智慧型手機時的使用者行為，例如與社交互動相關的數據，像是用戶位置、

通話紀錄、活動和鄰近朋友訊息等等。由於要找出能夠使人類處於壓力下的自然

情境並不容易，且使人類處於壓力也不道德，因此研究者假設學生在期中或期末

考試期間是處在壓力下，藉此評估手機使用模式與社交互動的統計參數，同時也

不設定特定地點或特定的接觸，使其變得更依賴具體的考試和學習情況，觀察學

生在時間越來越接近考試時的行為連續變化。這項研究每隔十分鐘透過手機的

GPS 與 WiFi 收集每位使用者的地理位置與移動情況，並以 K-means 演算法取得

的分群結果，配合時間維度判斷受試者平時固定的移動模式與所處位置，地點判

斷條件則為 300 公尺內會待超過 10 分鐘的地點，以刪除較不重要的位置，其目

標就是找出與比較在壓力與無壓力情況下活動地點的差異。除了地理位置與移動

情況會出現固定的情形，人類的社交行為一樣會出現相似的情況，此研究假設當

學生處於接近壓力時間點情況下，可能會有減少社交的行為，因此研究者使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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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十秒的藍芽偵測鄰近的設備，以觀察所處地點附近的人數，藉此判斷社交場所

與活動的連續變化與壓力可能帶來的差異。根據統計分析顯示的結果，在期中考

前兩個星期與再前兩個星期所取得的地點、移動模式習慣與社交行為中與旁人相

處時間的模式都有明顯的差異，即使研究規模並不大，但還是顯示出手機或其他

電子平台得以將個人的行為模式與習慣以及顯示特定因素影響的差異，並可利用

適合的變數解讀差異的成因。 

但是手機或其他平台並不能夠完全解釋變化的原因或收集所需變數。例如

Moturu、Khayal、Aharony、Pan 與 Pentland（2011）觀察人類的睡眠、情緒與社

交行為的相互影響，除了如同前一段利用智慧型手機收集手機使用模式、睡眠情

況與社交性的客觀與連續性數據，與前者不同的是，由於目前手機載具並缺乏能

準確收集人類情緒的功能或軟體，因此研究者使用網路問卷作為解決方案，調查

受試者每日、每週與每月的社交關係、社交活動。問卷則採用五大人格特質量表

（Big-Five Inventory）調查受試者人格，以及心情、節食、運動、睡眠等行為的

資訊，來比對手機的數據。例如在情緒與睡眠的關係方面，研究者分析每天調查

所得到的受試者情緒與手機偵測取得的睡眠時數，觀察到當受試者睡不到七小時，

情緒低落的狀況逼近 47.3%，當睡眠到達七小時以上，機率降到 28.3%的結果；

以及比對問卷中當情緒低落，睡眠品質不佳的情況為 29.8%，而當心情好時此情

況降到 16.5%，藉此能夠互相印證睡眠品質不佳極有可能是心情低落的日子。 

本節文獻探討的結果顯示，手機透過收集完整的數據，能夠建立並顯示出人

類在地理位置、工具使用的長時間習慣、節奏、變化與不同時期的差異，但是並

非能夠記錄所有研究的變數，必須搭配問卷或傳統方式的調查，再印證與分析兩

方面的數據，才能夠確實的反應各個變數間的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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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時間與認知調查

方法 

本研究參考 Junco（2012）所發展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長度、使用頻率問卷，

設計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三項工具、應用程式的使用情況調查。Junco

（2012）編制該問卷時，為了解大學生使用 Facebook 的情境，要求大學生評估

自身每天所花費的平均時間、瀏覽次數以及昨天花費的平均時間、瀏覽次數。在

時間的部分，Junco（2012）採用兩個問題，分別為「On average, about how much 

time per day do you spend o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以及「How much time did you 

spend on each of these activities yesterday?」，並採取下拉式的填答方式；在瀏覽

次數的部分則是以「On average, how many times per day do you check Facebook?」

與「How many times did you check Facebook yesterday?」，並採取開放的方式讓

受試者填答。 

由於 Junco（2012）需要估計大學生使用不同 Facebook 功能所花費的時間，

因此其歸納出一般人可能使用那些功能。此外，考量到 Facebook 的功能可能會

隨著時間而有所修改或刪除，Junco（2012）使用自己過去在 Facebook 社交網絡

上所徵詢的項目為依歸，其網絡內的朋友身分包含了研究生、研究人員、教師、

科技產業人士、私人朋友，並從 39 位朋友的回覆中編譯出主要包含 14 個項目的

問卷，再由兩個不同群體的大學生們試填並進行修改，逐步修改為更精確的敘述

與並使項目間關連性更完備。為了使完備問卷，了解大學生的使用行為，Junco

（2012）以「How frequently do you perform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when you are on 

Facebook?」詢問學生對於每項功能的參與程度，並以李克特五點量表來區分這

些功能的使用程度，1 分為「從不使用」，2 分為「很少使用」，3 分為「有時

使用」，4 分為「經常使用」，五分為「總是使用」。 

本研究問卷根據 Junco（2012）所設計之問卷，將問卷分為「平均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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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使用次數」，並區分不同時間與地點的使用情況，時間部分為早上「6:00

至 12:00」，下午「12:00 至 18:00」，下午「18:00 至 6:00」；地點部分則為家

裡、學校、其他地點，例如聚會、通勤等等，最後再以李克特五點量表分別請受

試者填寫在不同時間點與地點的使用情況，以觀測受試者對於自身的使用時間與

使用多寡所認知的感受程度。 

至於在智慧型手機重度使用程度部分，本研究參考 Hong、Chiu、和 Huang

（2012，2014）所發展的手機成癮量表。此量表參考 Young（1998）的網路成癮

量表，並將其修改成觀察手機的使用情況，為了避免原始量表李克特五點量表造

成結果呈現集中的趨勢，Hong、Chiu、和 Huang（2012，2014）將其修改成六點

李克特量表，從 1 分為「完全不同意」至 6 分「完全同意」。智慧型手機成癮量

表包含了三部分共 11 個項目，其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893，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

果為 x^2(55) = 1471.962 (P < .001)。手機成癮變量的第一部分為「Time 

Management and its Problems」，問題共有 5 項，像是「While using mobile phone, 

you would think “just give me some more minutes”」；第二部分為「Academic 

Problems in School and its Influence」，問題共有 3 項，例如「Because I spend too 

much time on mobile phone, my school work or my marks are influenced」；第三部

分為「Reality Substitute」，問題共有 3 項，例如「Before having to do something I 

always check the mobile phone to see whether there are missed calls or text 

messages」，其變異數的部分為 65.945%，手機成癮量表的 α 係數為.8645，而前

述三項部份的 α 係數為.8342、.8435、.6712。 

在 Facebook 與 Line 的部分則是來自 Hong 等人（2014)）的問卷，其問卷同

樣參考 Young（1998）的網路成癮量表，並將其修改成觀察 Facebook 的使用成

癮程度，研究者並修改成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的問題描述，將問句編譯成肯定句

的形式以符合中文論述，提升受試者對每個題項的了解，例如將「How often to 

you notice that the time you spend online is longer than what you expected?」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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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I spend on Facebook usually exceeds what I expected」，或是「How often 

do you overlook affairs at home to spend time online?」修改為「I will overlook 

academic work to spend time on Facebook」。透過研究者將題項翻譯為中文，並再

請英文教師將量表項目從中文翻譯回英文，再請另一位英文老師比較英文版本的

Facebook 量表與網路成癮量表是否一致。此量表亦採用六點李克特的形式，包

含 12 個題項，其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0.912，Bartlett's 球形檢定結果為 x^2(66) = 

1825.308 (P < .001)。這份 Facebook 成癮量表則包含四個面向，共 12 個題項，第

一部分為「withdrawal」，意指當大學生沒有使用 Facebook 時，他們會感覺難受，

問題共有三項，像是「When you are not on Facebook, will you still think about being 

on Facebook or imagine that you are on Facebook?」；第二部分為「tolerance」，

意指大學生會不斷的增加 Facebook 的使用以得到滿足感，問題共有三項，例如

「The time I spend on Facebook usually exceeds what I expected」；第三部分為「life 

problems」，意指使用 Facebook 的大學生出現學業問題、時間管理問題與生活

上的問題，問題共有三項，例如「My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attention have been 

affected by Facebook」；第四部分為「substitute satisfaction」，意指大學生會使

用 Facebook 以得到滿足感，並會強烈覺得想再次使用 Facebook，問題共有三項，

例如「I am scared that without Facebook, life will become boring, empty, and 

uninteresting」，其內部一致性信度結果依因素為 0.878、0.808、0.848、0.772，

整份 Facebook 成癮量表信度結果為 0.921，表明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本研究根據前述量表，將觀察對象分為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三項工

具，並將引用量表中原始問句進行編譯以符合中文語氣與敘述以製作研究所需的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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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是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提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說明相關變

數的定義。下以茲就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工具、研究對象、研究分析方法、

研究實施等部分分述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有別於過去研究以問卷、訪談、觀察或經驗取樣的方式讓受試者透過持續性

實驗的闡述與回顧使用族群對於的自身的相關行為回顧與特徵，本研究以「真實

行為探勘」與問卷的方式收集受試者本身的背景變項、其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

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透過手機使用 Line 的自我使用多寡認知以及三者各別

的重度使用程度，並將收集的資料依據大學生的作息分為「早上 6:00 至 12:00」、

「下午 12:00 至 17:00」、「晚上 18:00 至 6:00」，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自變項

包括： 

1. 不同時段，分為早上、下午、晚上。 

2. 不同時段的自我使用多寡認知，分別為智慧型手機、手機的 Facebook 使用、

手機的 LINE 使用。 

3. 不同感情狀態，則分別是單身與交往中。 

4. 不同工具的重度使用程度，本研究指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手機的 Facebook 使

用、手機的 Line 使用。 

根據以上所描述之研究架構與自變項，以圖 3-1 表示本研究之架構。本研究

主要探討不同時段、感情狀態、分為高低組的自我使用多寡認知，以及高低組重

度使用程度等項目，與透過手機所取得的使用時間、使用次數呈現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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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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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問題 1：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1-3：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1-4：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1-5：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1-6：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問題 2：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2-3：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2-5：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2-6：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問題 3：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

異？ 

假設 3-1：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3-2：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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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3：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3-4：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3-5：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3-6：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問題 4：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異？ 

假設 4-1：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4-2：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4-3：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4-4：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4-5：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4-6：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問題 5：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

異？ 

假設 5-1：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5-2：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5-3：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5-4：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假設 5-5：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假設 5-6：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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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了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手機以及社群軟體自身使

用情況的主觀認知與實際使用情況的差異程度，採用手機收集實際的數據，以及

四份問卷作為調查受試者主觀認知使用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的使用情況

以及受試者對前述工具的成癮情況，並將其分為「使用調查問卷」與「重度使用

程度調查量表」。除了基本資料等問題外，以下分別說明如何使用這些工具收集

資料。 

一、手機行為記錄 

本研究將使用 Funf APP作為收集數據的工具。Funf APP是由 MIT Media Lab

所開發的一個使用手機作為運行軟體的平台。Funf 可以用來定期檢測以及記錄

資訊，例如訊號台 ID、無線網路 ID、附近的藍芽設備訊號、加速度計、指南針、

通聯、簡訊、手機安裝的應用程式統計、運行應用程式、媒體文件、一般使用情

形等等，收集了超過 25 種不同的數據訊號。而在本實驗中根據實驗需求，針對

螢幕開關、APP 使用紀錄二項目 24 小時持續不斷的收集資料，其資料以 SQLite

的格式儲存。在螢幕開關部分以「開關狀態」與「時間」欄位記錄開關狀態以及

開關動作當下的時間點；在 APP 使用紀錄部分則是擷取「APP 名稱」、「使用

起始時間」、「使用週期」。此外，由於 Funf 以 Unix Timestamp 的格式記錄時

間，因此必須再換算成分鐘以和問卷所得時間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二、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之使用調查問卷 

為了調查使用者在不同時段下的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的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與使用多寡認知，因此本研究參考 Junco(2012)所發展的 Facebook 使用

時間長度、使用頻率問卷架構自行設計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三種工具的

使用調查。問卷的首要目的為詢問受試者在每天早上（6:00~12:00）、下午

（12:00~17:00）、晚上（17:00~6:00）三個不同時段中對手機、Facebook、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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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個工具的自覺使用時間、自覺使用次數、自覺使用多寡認知。在輸入時間格

式的部分，以「幾」小時「幾」分鐘讓受試者填入數字，例如在手機部分為：「平

均來說，請問您每天使用您的手機多久？舉例來說，如果您早上使用一個半小時，

請在表格中填入『1』小時與『30』分鐘。」；在次數部分則是「平均來說，請

問您每天瀏覽您的手機幾次？（回答時段分為早上、下午、晚上三組，並以次數

回答。）」；而認知部分為「請問您覺得您每天使用手機的頻率如何呢？」此外，

本研究亦參考 Junco(2012)的研究以李克特式五點量表來區分這些工具的使用程

度，1 至 5 分各表示「從不使用」、「很少使用」、「有時使用」、「經常使用」、

「總是使用」。 

三、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之重度使用程度調查量表 

由於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可能受其自覺使用程度所影響，故本研究採用客觀的

方法分類這些工具及媒介的使用程度，透過此較嚴謹的界定，便得以觀察高重度

使用者與低重度使用者的差異。此問卷的目的在於量化每位受試者對於手機、

Facebook、Line 的成癮與依賴程度，從使用者生活中「時間」、「學業表現」、

「個人行為與感受」三個構面了解對社群媒介的重度使用程度，並進一步探討其

實際使用量是否符合其對手機的重度使用情形？ 

本研究智慧型手機重度使用程度量表參考 Hong、Chiu 與 Huang（2012）的

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進行編制。此問卷應用於收集量化手機成癮並與心理特徵和

使用行為的數據，並檢視台灣女大學生觀察高手機成癮與低手機成癮是否會出現

對應的相關心理特徵與使用行為。因此研究的受測對象也為臺灣人，能增加量表

的適合度，且其研究也將受試者成癮高低分組並觀察其使用行為。故本研究將其

題項翻譯為中文後，以 11 個題項的量表對 40 位大學生實施預試，並分析預試結

果之量表信度與效度。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原題項「我經常因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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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而影響睡眠或休息的時間。」並無鑑別力，因此在刪除該題項後正式

施測， Cronbach α 值為 0.897 

本研究之 Facebook 與 Line 重度使用程度量表參考 Hong 等人 （2014）針

對修改Young(1998）的網路成癮量表而形成之觀察Facebook使用成癮程度量表，

其論文探討大學生不同心理特徵、Facebook 成癮程度與 Facebook 使用之間的相

關性，以及高成癮者會有哪些使用特性。本研究考量與該研究受試者特性重疊所

帶來的量表適合度，輔以該研究以成癮高低的分組方式觀察對應的使用行為，以

及現階段並無針對 Line 所設計的相關成癮問卷，因此研究者將其題項翻譯為中

文之後，針對 Facebookm 與 Line 分別製作 12 個題項的量表，同樣對 40 位大學

生執行預試，並分析預試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顯示 Facebook 的題項皆具有鑑

別力，然而在 Line 的量表，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原始題項第三題「比起

和親朋好友聚在一起，我更寧願把時間用來使用 Line。」與第十題「我喜歡在

Line 上認識新朋友。」出現無鑑別力情況，因此將 Line 重度使用問卷此兩題刪

除後，分別得到 Cronbach α 值為 0.925 與 0.913。 

因此本研究的問卷題目參考 Hong 等人(2014)的研究，以「我曾經嘗試減少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但是卻辦不到。」為形式，並以李克特式六點量表來區分

這些功能的使用程度，1 至 6 分分別為「完全不同意」、「稍微不同意」、「普

通」、「稍微同意」、「完全同意」，測量受試者使用手機和手機中社群媒介的

成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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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為了解大學生使用這些手機社群媒介的時間特徵以及其在認知與實際使用

方面的差異性，本研究招募的研究對象以大學生為主，學校則以北部的大學為主，

藉以取得較為相似的校園生活背景與文化，此包含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

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國立台北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大學等學校

的大學生。考量到本研究的實驗需收集長達至少四個星期的手機數據，因此在招

募受試者時便針對年齡已滿 20 歲、手機網路每個月至少有 1.5G 以上流量額度、

主要使用單一 Android 手機作為篩選的條件，初期共徵得 97 位受試者。在實驗

期間研究者會發信請受試者每週回傳數據，以確保可以穩定的獲得數據。透過每

週的定期檢驗與篩選，最後共收得 44 筆資料，主要的資料缺漏因素為受試者手

機因為作業系統版本、手機與 APP 相容性問題導致 Funf APP 無法順利取得使用

時間或 APP 名稱。參與者的背景資料包含包含 28 位女性、16 位男性。由於本研

究認為感情狀態可能會影響受試者使用這些社交媒介時的時間特徵，故亦調查在

44 位參與者中，共 24 位單身、20 位交往中，年齡分布最小為 18 歲大二，最大

為 27 歲研究所二年級。其平常上課時間皆如同一般大學生隨著大學行事曆與課

表進行上課、放假與生活作息。 

第五節 研究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探討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研究分析分為問卷部分與手

機部分，以不同時段、感情狀態、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情況等作為分析的變

項。第一步則先針對問卷與手機所收集的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的使用時

間、次數、使用多寡認知，以敘述統計來描述認知與實際使用時間、次數和認知

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數、標準差，並依據常態分配檢定的結果，選擇成對樣

本 t 檢定或是無母數檢定中配對樣本的中位數比較，並驗證認知與實際所取得數

據，包含使用時間、次數情況等項目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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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日平均使用時間、次數、使用多寡認知等項目經上述比較後，依據常態

分配檢定的結果，針對一天當中不同時段的使用時間、次數進一步選擇 ANOVA

單因子變異數或無母數檢定中多組母群體中位數比較觀察分別由問卷和手機所

取得的使用時間、次數，在不同時段是否會有顯著的使用差異，藉此了解不同時

段對於受試者在認知與實際方面的使用影響，以及比較兩種方法所檢定的不同時

段使用的差異程度。另一方面，本研究根據不同感情狀態與樣本分類人數，選擇

執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或無母數「曼-惠二氏 U 檢定」，藉此觀察不同感情狀態的

受試者在認知上與實際上的使用時間、次數與兩者的差異程度。 

最後，本研究以使用多寡認知量表分別將受試者分為高認知使用者與低認知

使用者，並以重度使用量表將受試者區分為高使用程度使用者與低使用程度使用

者，並依據 Kelley(1939) 的研究將高分組取前 27%，低分組取後 27%，再以樣本

數選擇獨立樣本 t 檢定或是無母數「曼-惠二氏 U 檢定」觀察使用多寡認知與重

度使用量表分別所取得的高低分組其所對應實際使用時間、次數是否會反映在經

由量表與問題分類的高低分組，並且是否出現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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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針對問卷結果以及手機所收集的數據進行結果分析。第一部分為回

收問卷與手機數據的基本資料分析，第二部份針對問卷與實際使用蒐集方法、不

同時段、感情狀態、使用多寡認知與不同重度使用程度的結果進行相關的統計檢

定，並於最後一節進行資料分析的整理與說明假設檢定結果。 

第一節 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問卷部分採取網路填答的方式，時間於 2015/04/01~2015/05/30 之間完成，

共計 97 名。填答者根據手機數據部分的完整性篩除部分因手機版本更新或 APP

異常而提前終止的緣故，最後共取得智慧型手機使用情況問卷、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情況問卷、手機上 Line 使用情況問卷共計 44 名。問卷包含重度使用問卷與

手機使用部分，並分為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三個項目計

算平均每天的使用時間、使用次數、使用多寡認知分數，並依每天根據大學生課

表時間區分為「早上 6:00~12:00」、「下午 12:00~17:00」、「晚上 17:00~6:00」。

表 4-1 為相關受試者基本資料分布情況。 

表 4-1 受試者基本資料 

項目 分組 人數 

感情狀態 單身 24 

交往中 20 

性別 男 16 

女 28 

 

 



 

32 

 

第二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α」係數，若信度越高則量表穩定性越大。根據表

4-2、4-3、4-4 顯示所有 α 值皆在 0.7 以上，因此本研究使用量表皆具有一定的穩

定性。 

表 4-2 智慧型手機重度使用量表 

 

尺度平均數

（如果項目已

刪除） 

尺度變異數

（如果項目已

刪除） 

更正後項目總

數相關 

Cronbach 的 

Alpha（如果項

目已刪除） 

總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係數 

VAR00001 32.8250 89.276 .670 .887  

VAR00002 33.3000 88.010 .594 .890  

VAR00003 33.1750 83.789 .752 .880  

VAR00004 32.9750 84.487 .627 .888  

VAR00005 34.0750 94.276 .328 .904 0.897 

VAR00006 34.0250 83.307 .820 .877  

VAR00007 34.1000 85.579 .679 .885  

VAR00008 33.4750 82.871 .744 .881  

VAR00009 33.3250 88.943 .523 .894  

VAR00010 33.0750 84.687 .791 .879  

VAR00011 33.9000 91.785 .427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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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手機上 Facebook 重度使用量表  

 

尺度平均數

（如果項目已

刪除） 

尺度變異數（如

果項目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總

數相關 

Cronbach 的 

Alpha（如果項

目已刪除） 

總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係數 

VAR00002 31.0667 117.382 .651 .897  

VAR00003 31.1778 115.468 .680 .895  

VAR00004 31.8667 125.936 .443 .905  

VAR00005 29.8222 106.786 .744 .891  

VAR00006 31.0000 110.864 .728 .892  

VAR00007 29.6889 106.674 .720 .893 0.925 

VAR00008 31.1333 123.709 .353 .909  

VAR00009 30.8000 110.436 .693 .894  

VAR00010 30.3333 109.227 .761 .890  

VAR00011 30.9556 120.771 .450 .905  

VAR00012 30.2889 108.074 .796 .888  

VAR00013 29.7556 117.507 .529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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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手機上 Line 重度使用量表  

 

尺度平均數

（如果項目已

刪除） 

尺度變異數（如

果項目已刪除） 

更正後項目總

數相關 

Cronbach 的 

Alpha（如果項

目已刪除） 

總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係數 

VAR00002 28.2667 147.791 .756 .935  

VAR00003 28.2222 143.677 .896 .930  

VAR00004 28.6222 154.422 .692 .937  

VAR00005 27.3333 137.455 .869 .930  

VAR00006 28.2222 148.495 .819 .933  

VAR00007 26.9556 145.180 .669 .939 0.913 

VAR00008 28.3778 152.922 .693 .937  

VAR00009 28.0889 149.401 .771 .934  

VAR00010 27.7111 145.937 .804 .933  

VAR00011 28.6000 160.518 .433 .945  

VAR00012 27.4222 140.068 .850 .931  

VAR00013 27.0667 150.336 .575 .942  

 

二、效度分析 

問卷效度是為了表示一份問卷能真正量測到其所需的特質或功能，也就是要

能達成適切並有效的檢定研究假設才是有效問卷，其程度稱為效度。本研究並非

以發展一個嚴謹的衡量構面為目的，且本研究中問卷均由相關實證研究文獻所引

用，包含了在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三種工具的使用時間、次數、使用多

寡認知調查上參考 Junco（2012）所發展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長度、使用頻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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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架構自行設計；在智慧型手機重度使用程度量表參考 Hong、Chiu、Huang（2012，

2014）的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進行編制；Facebook 與 Line 重度使用程度量表參

考 Hong等人（2014）針對 Young（1998）的網路成癮量表將其修改成觀察 Facebook

使用成癮程度量表，故應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 

第三節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結果的差異分析 

首先為了初步了解受試者在使用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在認

知上與實際上的差異，由於本研究為小樣本研究，本研究先針對 44 位受試者在

不同時段的使用時間、次數進行 Shapiro-Wilk 常態分配檢定以決定進行有母數

或無母數分析。根據表 4-5 結果顯示問卷數據部分在早上與晚上時段的智慧型手

機使用時間未達顯著水準，實際使用數據在早上與下午時段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次

數未達顯著水準，這個結果顯示了所有數據僅在未達顯著水準的項目呈現常態分

布，因此在此節選擇以無母數檢定中配對樣本的中位數比較來了解受試者在認知

上與實際上的使用時間、次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並將使用時間與次數分別以折線

圖作為呈現，虛線部分由細到粗為早上、下午、晚上問卷使用時間、次數，實線

部分由細到粗為早上、下午、晚上實際使用時間、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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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B 與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常態檢定表 

 

Shapiro-Wilk 

統計資料 df 顯著性 

問卷_早上手機使用時間 .954 44 .075 

問卷_下午手機使用時間 .948 44 .045 

問卷_晚上手機使用時間 .965 44 .207 

手機數據_早上手機使用時間 .939 44 .022 

手機數據_下午手機使用時間 .921 44 .005 

手機數據_晚上手機使用時間 .844 44 .000 

問卷_早上手機使用次數 .891 44 .001 

問卷_下午手機使用次數 .776 44 .000 

問卷_晚上手機使用次數 .844 44 .000 

手機數據_早上手機使用次數 .958 44 .107 

手機數據_下午手機使用次數 .953 44 .071 

手機數據_晚上手機使用次數 .933 44 .013 

問卷_早上 FB 使用時間 .758 44 .000 

問卷_下午 FB 使用時間 .847 44 .000 

問卷_晚上 FB 使用時間 .870 44 .000 

手機數據_早上 FB 使用時間 .894 44 .001 

手機數據_下午 FB 使用時間 .941 44 .026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時間 .947 44 .043 

問卷_早上 FB 使用次數 .885 44 .000 

問卷_下午 FB 使用次數 .747 44 .000 

問卷_晚上 FB 使用次數 .822 44 .000 

 



 

37 

 

手機數據_早上 FB 使用次數 .842 44 .000 

手機數據_下午 FB 使用次數 .866 44 .000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次數 .852 44 .000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時間 .701 44 .000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時間 .854 44 .000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時間 .889 44 .001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時間 .805 44 .000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 使用時間 .905 44 .002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時間 .888 44 .000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次數 .595 44 .000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次數 .431 44 .000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次數 .550 44 .000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次數 .798 44 .000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 使用次數 .880 44 .000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次數 .850 4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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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試者在認知上與實際使用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首先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來檢定問卷與手

機數據兩種方法所得數據來比較兩者中位數大小是否相等，以及是否有統計檢定

上的差異來了解受試者認知上與實際上的使用時間與次數是否有所差異。根據表

4-6 顯示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早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負

的較多，因此在早上時段中位數界於負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早上時段智

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認知上的使用

時間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p<0.01)。在下午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

負的較多，因此在下午時段中位數界於負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下午時段

智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認知上的使

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p<0.001)。在晚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

為負的較多，因此在晚上時段中位數界於負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晚上時

段智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不過根據表 4-7 顯示

受試者認知上的使用時間並未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p>0.05)。故在早上與下午

時段符合假設 1-1「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晚上時段之假設 1-1 則不成立，並以圖 4-1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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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Wilcoxon符

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早上手機使用時間 

負等級 32
a
 24.34 779.00 

正等級 12
b
 17.58 211.00 

等值結 0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下午手機使用時間 

負等級 34
d
 23.85 811.00 

正等級 10
e
 17.90 179.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晚上手機使用時間 

負等級 27
g
 23.52 635.00 

正等級 17
h
 20.88 355.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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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之統計

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早上手機

使用時間 

手機數據_下午

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下午手機

使用時間 

手機數據_晚上

手機使用時間 - 

問卷_晚上手機

使用時間 

Z -3.314
b
 -3.688

b
 -1.634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1 .000 .102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正等級。 

 

 

圖 4-1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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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部分根據表 4-8 顯示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部分早

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皆為正，因此在早上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

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早上時段智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

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上的使用次數(p<0.001)。

在下午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正的較多，因此在下午時段中位數介於

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下午時段智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

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上的使用次數

(p<0.001)。在晚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正的較多，因此在晚上時段

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晚上時段智慧型手機平均使用次數中

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上的

使用次數(p<0.001)。故在早上、下午與晚上時段其皆符合假設 1-2「問卷與實際

使用數據之間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並以圖 4-2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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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Wilcoxon 符

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早上手機使用次數 

負等級 0
a
 .00 .00 

正等級 44
b
 22.50 990.00 

等值結 0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下午手機使用次數 

負等級 0
d
 .00 .00 

正等級 44
e
 22.50 990.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晚上手機使用次數 

負等級 0
g
 .00 .00 

正等級 44
h
 22.50 990.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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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之統計

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早上手機

使用次數 

手機數據_下午

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下午手機

使用次數 

手機數據_晚上

手機使用次數 - 

問卷_晚上手機

使用次數 

Z -5.777
b
 -5.777

b
 -5.777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負等級。 

 

 

圖 4-2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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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試者在認知上與實際使用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同樣以 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來檢定問卷與手機

數據兩種方法所得數據來比較兩者中位數大小是否相等，以及是否有統計檢定上

的差異。統計檢定結果根據表 4-10 顯示早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

負的較多，因此在早上時段中位數介於負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早上時段

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認知

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的使用時間 (p<0.001)。在下午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

其差異值為負的較多，因此在下午時段中位數介於負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

的下午時段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表示

受試者認知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的使用時間(p<0.001)。在晚上的認知與實際

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負的較多，因此在晚上時段中位數介於負值那一邊，也就是

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晚上時段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

得的數據，表示受試者認知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的使用時間(p<0.001)。故在

早上、下午與晚上時段皆符合假設 1-3「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並以圖 4-3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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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使用時間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 FB 使用時間 - 問

卷_下午 FB 使用時間 

負等級 43
a
 23.00 989.00 

正等級 1
b
 1.00 1.00 

等值結 0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 FB 使用時間 - 問

卷_下午 FB 使用時間 

負等級 42
d
 23.48 986.00 

正等級 2
e
 2.00 4.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時間 - 問

卷_晚上 FB 使用時間 

負等級 43
g
 22.95 987.00 

正等級 1
h
 3.00 3.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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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

用時間之統計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FB使用時間 - 

問卷_下午 FB使

用時間 

手機數據_下午

FB使用時間 - 

問卷_下午 FB使

用時間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時間 - 

問卷_晚上 FB使

用時間 

Z -5.765
b
 -5.730

b
 -5.742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正等級。 

 

 

圖 4-3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使用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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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Facebook使用次數根據表4-12 顯示早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

異值在早上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早上時段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不過根據表 4-13 代表受

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並未顯著多於認知使用次數 (p>0.05)。在下午的認知與

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在下午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下

午時段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不過根據

表 4-13 代表受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並未顯著多於認知使用次數(p>0.05)。在

晚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在晚上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

據所取得的晚上時段手機上 Facebook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

據，代表受試者實際使用的使用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使用次數(p<0.05)。故在早上

與下午時段並不符合假設 1-4「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

次數有顯著差異」，而晚上時段則符合假設 1-4，並以圖 4-4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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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使用次數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 FB 使用次

數 - 問卷_早上 FB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16
a
 20.94 335.00 

正等級 27
b
 22.63 611.00 

等值結 1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 FB 使用次

數 - 問卷_下午 FB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18
d
 19.56 352.00 

正等級 26
e
 24.54 638.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次

數 - 問卷_晚上 FB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19
g
 16.16 307.00 

正等級 25
h
 27.32 683.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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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

用次數之統計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FB 使用次數 - 

問卷_早上 FB 使

用次數 

手機數據_下午

FB 使用次數 - 

問卷_下午 FB 使

用次數 

手機數據_晚上

FB 使用次數 - 

問卷_晚上 FB 使

用次數 

Z -1.666
b
 -1.669

b
 -2.194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96 .095 .028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負等級。 

 

 

圖 4-4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使用次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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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試者在認知上與實際使用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同樣以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來檢定問卷與手機數據

兩種方法所得數據來比較兩者中位數大小是否相等，以及是否有統計檢定上的差

異。統計檢定結果根據表 4-14 顯示在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部分早上的認知與實

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負的較多，因此在早上時段中位數介於負值，也就是手機

數據所取得的早上時段手機上 Line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

代表受試者認知上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 (p<0.001)。在下午的認知

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負的較多，因此在下午時段中位數介於負值那一邊，

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下午時段手機上 Line 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小於問卷所

取得的數據，代表受試者認知上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p<0.001)。在

晚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為負的較多，因此在晚上時段中位數介於負

值那一邊，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晚上時段手機上 Line 平均使用時間中位數

小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代表受試者認知上的使用時間顯著多於實際使用時間

(p<0.001)。故在早上、下午與晚上時段其皆符合假設 1-5「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

之間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並以圖 4-5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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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時

間 -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時

間 

負等級 39
a
 24.77 966.00 

正等級 5
b
 4.80 24.00 

等值結 0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 使用時

間 -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時

間 

負等級 43
d
 22.91 985.00 

正等級 1
e
 5.00 5.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時

間 -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時

間 

負等級 38
g
 25.29 961.00 

正等級 6
h
 4.83 29.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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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

間之統計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時間 

-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時間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使用時間 -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時間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時間 

-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時間 

Z -5.497
b
 -5.718

b
 -5.438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0 .000 .000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正等級。 

 

 

圖 4-5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使用時間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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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根據表 4-16顯示在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部分早上的認

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差異值在早上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

的早上時段手機上 Line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代表受試

者實際使用的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上的使用次數 (p <0.01)。在下午的認知與實際

使用比較其差異值在下午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下午時

段手機上 Line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代表受試者實際使

用的次數顯著多於認知上的使用次數(p<0.001)。在晚上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比較其

差異值在晚上時段中位數介於正值，也就是手機數據所取得的晚上時段手機上

Line 平均使用次數中位數大於問卷所取得的數據，代表受試者實際使用的次數顯

著多於認知上的使用次數(p<0.001)。故在早上、下午與晚上時段其皆符合假設

1-6「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並以圖 4-6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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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表 

 N 平均等級 等級總和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次

數 -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11
a
 18.05 198.50 

正等級 33
b
 23.98 791.50 

等值結 0
c
   

總計 44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 使用次

數 -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11
d
 16.18 178.00 

正等級 33
e
 24.61 812.00 

等值結 0
f
   

總計 44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次

數 -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次

數 

負等級 8
g
 21.00 168.00 

正等級 36
h
 22.83 822.00 

等值結 0
i
   

總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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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

數之統計檢定表 a
 

 

手機數據_早上

LINE 使用次數 

- 問卷_早上

LINE 使用次數 

手機數據_下午

LINE使用次數 - 

問卷_下午 LINE

使用次數 

手機數據_晚上

LINE 使用次數 

- 問卷_晚上

LINE 使用次數 

Z -3.460
b
 -3.699

b
 -3.816

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01 .000 .000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 

b. 根據負等級。 

 

 

圖 4-6 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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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時段中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結果的差異分析 

此節主要觀察受試者在一整天不同時段使用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在認知上與實際上的差異，由於所有數據如同表 4-14 顯示僅在未達顯著

水準的項目呈現常態分布，因此在此節選擇以無母數檢定中多組母群體中位數比

較的 kruskal wallis 法來檢定受試者在不同時段上的使用時間、次數是否有顯著差

異，再進行無母數 Dunn 法事後比較將認知上與實際上的使用數據檢定結果進行

比較。 

一、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本研究針對受試者的認知透過問卷填答內容觀察在一天之中不同時段下智

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時間與次數是否會有所差異。在受試

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與次數的部分根據問卷題項：「平均來說，請問您

每天使用您的手機多久？」與「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使用您的手機幾次？」的

填答結果整合所有受試者的問卷填寫來判斷受試者認知上一天時間內不同時段

的使用情況，並依據每天蒐集的整體 APP 使用時間求取每日不同時段受試者實

際上的使用時間、次數平均數取得表 4-18 結果。由數據上顯示受試者本身所認

知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在認知上與實際上皆隨著由早到晚的時間流程呈

現使用時間遞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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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結果敘

述性統計 

認知上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10 180 79.89 41.05 

下午(12:00 至 17:00) 20 240 129.73 60.14 

晚上(17:00 至 6:00) 30 360 153.68 68.57 

整天 80 610 363.3 135.75 

認知上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1 12 6.14 3.02 

下午(12:00 至 17:00)
 

2 50 11.14 8.61 

晚上(17:00 至 6:00) 1 50 13.32 10.63 

整天 7 110 30.6 20.26 

實際上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13.93 144.68 56 28.66 

下午(12:00 至 17:00) 15.39 230.22 86.76 45.58 

晚上(17:00 至 6:00) 13.78 455.57 134.86 86.45 

整天 46.45 675.68 277.62 142.64 

實際上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18.21 116.79 61.18 25.26 

下午(12:00 至 17:00) 17.36 221.18 100.76 41.34 

晚上(17:00 至 6:00) 17.46 358.46 128.69 62.85 

整天 53.04 657.79 290.63 1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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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19 可以看到智慧型手機一天之中不同時段分組的各組平均使用時

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定的結果得知其卡方檢

定值為 30.53，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在受試者的認知上智慧型手機會

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顯著增加(P<0.001)。智慧型手

機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16.78，自由度為 2。

此數據顯示在受試者的認知上智慧型手機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智

慧型手機的次數顯著愈多(P<0.001)。而依據表 4-20 顯示受試者認知上的智慧型

手機早上時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下午(P<0.001)和晚上(P<0.001)時段；而早上時

段的使用次數相較於下午(P<0.01)與晚上(P<0.001)時段也呈現顯著較低的情況。

故在受試者認知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1「不同時段之智

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2-2「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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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1.65 30.53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2.74 

  

 

晚上(17:00 至 6:00) 44 85.11 

  

 

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7.75 16.78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2.57 

  

 

晚上(17:00 至 6:00) 44 79.18 

  

 

 

表 4-20.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重比較 

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31.09 8.11 -3.835 0.000 0.000 

早上-晚上 
-43.47 8.11 -5.362 0.000 0.000 

下午-晚上 -12.38 8.11 -1.527 0.127 0.381 

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4.82 8.09 -3.07 0.002 0.006 

早上-晚上 
-31.43 8.09 -3.89 0.000 0.000 

下午-晚上 -6.61 8.09 -0.82 0.4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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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21 可以看到智慧型手機一天之中不同時段分組的各組平均使用時

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定的結果得知其卡方檢

定值為 35.36，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實際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

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顯著增加 (P<0.001) 。智慧

型手機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16.78，自由度

為 2。此數據顯示受試者實際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次數顯著增加 (P<0.001)。而依據表 4-22 顯示受試者實際上的

智慧型手機早上時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下午(P<0.01)和晚上(P<0.001)時段，下

午時段的使用時間也顯著低於晚上(P<0.05)時段；而早上時段的使用次數相較於

下午(P<0.001)與晚上(P<0.001)時段也呈現顯著較低的情況。故在受試者實際上的

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1「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與 2-2「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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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1.91 35.36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67.2 

  

 

晚上(17:00 至 6:00) 44 90.39 

  

 

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37.16 42.64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3.22 

  

 

晚上(17:00 至 6:00) 44 89.13 

  

 

 

表 4-22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重比較 

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5.3 8.16 -3.102 0.002 0.006 

早上-晚上 
-48.48 8.16 -5.945 0.000 0.000 

下午-晚上 -23.18 8.16 -2.843 0.004 0.013 

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36.06 8.16 -4.42 0.000 0.000 

早上-晚上 
-51.97 8.16 -6.37 0.000 0.000 

下午-晚上 -15.91 8.16 -1.95 0.051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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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次數的部分根據問卷題項：「平

均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使用 Facebook 多久？」與「平均來說，請問

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瀏覽 Facebook 幾次？」的填答結果整合所有受試者的問卷

填寫來判斷受試者認知上一天時間內不同時段的使用情況，並依據每天蒐集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個數求取每日不同時段受試者實際上的使用時間、次數平

均數取得表 4-23 結果。由數據上顯示受試者本身認知上與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皆隨著由早到晚的時間流程呈現使用時間遞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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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

結果敘述性統計 

認知上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0 210 45.53 44.99 

下午(12:00 至 17:00)
 

10 270 82.68 66.2 

晚上(17:00 至 6:00) 10 270 94.89 71.06 

整天 35 750 223.1 156.17 

認知上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0 10 3.74 2.21 

下午(12:00 至 17:00)
 

2 30 7.15 5.15 

晚上(17:00 至 6:00) 1 30 7.82 5.36 

整天 7 70 18.7 11.36 

實際上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0.26 25.35 8.11 5.94 

下午(12:00 至 17:00)
 

0.05 35.22 12.18 8.32 

晚上(17:00 至 6:00) 0.58 43.69 17.27 11.87 

整天 1.79 103.07 37.56 24.08 

實際上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0.29 16.39 4.88 3.64 

下午(12:00 至 17:00)
 

0.11 27.11 8.68 6.12 

晚上(17:00 至 6:00) 0.61 46.36 11.45 9.04 

整天 1.61 81.61 25.02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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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 Facebook 的使用情況透過表 4-24 可以看到一天之中不同時段分組的

各組平均使用時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定的結

果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19.16，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在受試者的認知

上手機上 Facebook 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時間顯著增加(P<0.001)。

手機上 Facebook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26.73，

自由度為 2。此數據顯示在受試者的認知上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智

慧型手機的次數顯著愈多(P<0.001)。而依據表 4-25 顯示受試者認知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早上時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下午(P<0.01)和晚上(P<0.001)時段；而早

上時段的使用次數相較於下午(P<0.001)與晚上(P<0.001)時段也呈現顯著較低的

情況。故在受試者認知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3「不

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2-4「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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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Facebook 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6.34 19.16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3.31 

  

 

晚上(17:00 至 6:00) 44 79.85 

  

 

Facebook 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2.69 26.73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6.1 

  

 

晚上(17:00 至 6:00) 44 80.7 

  

 

 

表 4-25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重比

較 

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6.97 8.12 -3.32 0.001 0.003 

早上-晚上 
-33.51 8.12 -4.13 0.000 0.000 

下午-晚上 -6.55 8.12 -0.81 0.42 1 

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33.41 8.03 -4.16 0.000 0.000 

早上-晚上 
-38.01 8.03 -4.74 0.000 0.000 

下午-晚上 -4.6 8.03 -0.57 0.5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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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 4-26 可以看到手機上 Facebook 一天之中不同時段分組的各組平均使

用時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定的結果得知其卡

方檢定值為 16.63，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時間顯著增加 (P<0.001) 。手

機上 Facebook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21.96，

自由度為 2。此數據顯示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會隨著一天中時

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次數顯著增加 (P<0.001)。而依據表 4-27 顯示受試者實際上的

手機上 Facebook 早上時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晚上(P<0.001)時段；而早上時段

的使用次數相較於下午(P<0.01)與晚上(P<0.001)時段也呈現顯著較低的情況。故

在受試者實際上的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3「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2-4「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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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Facebook 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9.27 16.63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67.77 

  

 

晚上(17:00 至 6:00) 44 82.45 

  

 

Facebook 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5.27 21.96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1.91 

  

 

晚上(17:00 至 6:00) 44 82.32 

  

 

 

表 4-27.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

重比較 

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18.5 8.16 -2.27 0.023 0.07 

早上-晚上 
-33.18 8.16 -4.07 0.000 0.000 

下午-晚上 -14.68 8.16 -1.8 0.072 0.215 

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6.64 8.16 -3.27 0.001 0.003 

早上-晚上 
-37.05 8.16 -4.54 0.000 0.000 

下午-晚上 -10.41 8.16 -1.28 0.202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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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與次數的部分根據問卷題項：「平均

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使用 Line 多久？」與「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

透過您的手機瀏覽 Line 幾次？」的填答結果整合所有受試者的問卷填寫來判斷

受試者認知上一天時間內不同時段的使用情況，並依據每天蒐集的 Line 使用時

間、個數求取每日不同時段受試者實際上的使用時間、次數平均數取得表 4-28

結果。由數據上顯示受試者本身認知上與實際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

皆隨著由早到晚的時間流程呈現使用時間遞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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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結果

敘述性統計 

認知上手機上 LINE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0 210 38.21 45.14 

下午(12:00 至 17:00)
 

2 240 61.7 52.91 

晚上(17:00 至 6:00) 0 240 76.06 61.17 

整天 6 510 175.97 136.82 

認知上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0 30 4.32 5.18 

下午(12:00 至 17:00)
 

1 100 9.16 15.6 

晚上(17:00 至 6:00) 0 100 11.1 16.11 

整天 2 230 24.57 36.12 

實際上手機上 LINE使用時間 最小值(Min) 最大值(Min) 平均時間(Min) SD 

早上(6:00 至 12:00)
 

0.42 25.26 6.57 5.85 

下午(12:00 至 17:00)
 

0.67 33.99 12.86 9.82 

晚上(17:00 至 6:00) 0.17 56.49 19.47 15.59 

整天 1.29 112.37 38.9 28.52 

實際上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 最小值(次) 最大值(次) 平均時間(次) SD 

早上(6:00 至 12:00)
 

0.64 33.64 8.65 7.99 

下午(12:00 至 17:00)
 

0.32 49.54 16.68 13.06 

晚上(17:00 至 6:00) 0.14 81.68 23.11 20.25 

整天 1.11 150.89 48.44 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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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 Line 的使用情況透過表 4-29 可以看到一天之中不同時段分組的各組

平均使用時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定的結果得

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15.08，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在受試者的認知上手

機上 Line 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時間顯著增加(P<0.01)。手機上 Line

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14.67，自由度為 2。

此數據顯示在受試者的認知上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次數顯著愈多(P<0.01)。而依據表 4-30 顯示受試者認知上的手機上 Line 早上時

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下午(P<0.05)和晚上(P<0.01)時段；而早上時段的使用次數

相較於下午(P<0.05)與晚上(P<0.01)時段也呈現顯著較低的情況。故在受試者認知

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5「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

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2-6「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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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LINE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8.97 15.08 2 0.001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1.17 

  

 

晚上(17:00 至 6:00) 44 79.36 

  

 

LINE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8.92 14.67 2 0.001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2.66 

  

 

晚上(17:00 至 6:00) 44 77.92 

  

 

 

表 4-30.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重比較 

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2.21 8.1 -2.74 0.006 0.018 

早上-晚上 
-30.4 8.1 -3.75 0.000 0.001 

下午-晚上 -8.19 8.1 -1.01 0.312 0.935 

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3.74 8.07 -2.94 0.003 0.01 

早上-晚上 
-29 8.07 -3.6 0.000 0.001 

下午-晚上 -5.26 8.07 -0.65 0.5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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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上 Line的使用情況透過表 4-31 可以看到手機上 Line一天之中不同時段

分組的各組平均使用時間與使用次數的平均等級呈現越晚越多的情況，並根據檢

定的結果得知其卡方檢定值為 24.99，自由度為 2。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受試者實

際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會隨著一天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時間顯著增加 

(P<0.001) 。手機上 Line 的平均使用次數根據檢定的結果可以得知其卡方檢定值

為 22.89，自由度為 2。此數據顯示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會隨著一天

中時間越晚而使得使用次數顯著增加 (P<0.001)。而依據表 4-32 顯示受試者實際

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早上時段的使用時間顯著低於下午(P<0.01)和晚上(P<0.001)

時段；而早上時段的使用次數相較於下午(P<0.01)與晚上(P<0.001)時段也呈現顯

著較低的情況。故在受試者實際上的使用時間與次數皆符合假設 2-5「不同時段

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2-6「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

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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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不同時段下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影響 

LINE使用時間 樣本 平均使用時間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4.43 24.99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0.45 

  

 

晚上(17:00 至 6:00) 44 84.61 

  

 

LINE使用次數 樣本 平均使用次數等級 卡方檢定值 自由度 顯著性 

早上(6:00 至 12:00)
 

44 44.72 22.89 2 0.000 

下午(12:00 至 17:00)
 

44 72.43 

  

 

晚上(17:00 至 6:00) 44 82.35 

  

 

 

表 4-32 不同時段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事後多重比較 

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6.02 8.16 -3.19 0.001 0.004 

早上-晚上 
-40.18 8.16 -4.93 0.000 0.000 

下午-晚上 -14.16 8.16 -1.74 0.083 0.248 

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      

不同時段 
檢定統

計資料 
標準差 

標準檢定統

計資料 
顯著性 調整後顯著性 

早上-下午 
-27.72 8.16 -3.4 0.001 0.002 

早上-晚上 
-37.64 8.16 -4.62 0.000 0.000 

下午-晚上 -9.92 8.16 -1.22 0.224 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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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結果的差異分析 

此節主要觀察不同感情狀態的受試者在不同時段下使用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在認知上與實際上的使用差異情況，由於此部分單身受試者有

24 人，交往中 20 人，分組樣本皆未達 30 人，因此此部分將以不同感情狀態為

依變項進行無母數「曼-惠二氏 U 檢定」進行統計檢定檢定兩組的中位數是否相

同，觀察兩組受試者在不同時段上的使用時間、次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再將認知

上與實際上的使用數據檢定結果進行比較。 

一、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受試者認知上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33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

中不同時段皆呈現使用時間平均等級接近的情況，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

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236，Wilcoxon W統計量為 446，p值為 0.465>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30.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40.5，p 值為 0.414>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30，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30，p 值為 0.409>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在受試者認知上其假設 4-1「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

用時間有顯著差異」在不同時段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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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之統計量 

早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67 22.3 

等級總和 544 446 

下午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9 22.03 

等級總和 549.5 440.5 

晚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08 23 

等級總和 530 460 

 

表 4-34.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36 230.5 230 

Wilcoxon W 統計量 446 440.5 530 

Z 檢定 -0.095 -0.226 -0.237 

漸近顯著性(雙尾) 0.924 0.821 0.812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465 0.414 0.409 

 

 

 



 

76 

 

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 35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

之中不同時段單身受試者皆呈現使用時間平均等級稍微多於交往中受試者的情

況，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04，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14，p 值為 0.203>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98，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08，p 值為 0.166>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01，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11，p 值為 0.184>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在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

假設 4-1「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在不同時段皆未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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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之統計量 

早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 20.7 

等級總和 576 414 

下午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25 20.4 

等級總和 582 408 

晚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13 20.55 

等級總和 579 411 

 

表 4-36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04 198 201 

Wilcoxon W 統計量 414 408 411 

Z 檢定 
-0.84

9 
-0.99 -0.919 

漸近顯著性(雙尾) 0.396 0.322 0.358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203 0.166 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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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認知上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部分根據表 4-37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

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狀態使用次數平均等級大於交往中使用者的情況，而統計

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71.5，Wilcoxon W 統計

量為 381.5，p 值為 0.049<0.05，達到顯著水準，而 Z 值為正顯示在認知上單身

的使用者在早上時段的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會明顯高於交往中使用者；在下午時

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98.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08.5，p 值為

0.16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84.5，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394.5，p 值為 0.097>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在受試者

認知上早上時段其假設 4-2「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成立，在下午與晚上時段假設 4-2 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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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之統計量 

早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5.35 19.08 

等級總和 608.5 381.5 

下午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23 20.43 

等級總和 581.5 408.5 

晚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81 19.73 

等級總和 595.5 394.5 

 

表 4-38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171.5 198.5 184.5 

Wilcoxon W 統計量 381.5 408.5 394.5 

Z 檢定 -1.66 -0.986 -1.313 

漸近顯著性(雙尾) 0.97 0.324 0.189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049 0.165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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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智慧型手機使用頻率部分根據表 4-39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

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狀態受試者使用次數平均等級接近交往中受試者的情況，

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9.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29.5，p 值為 0.406>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30，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40，p 值為 0.412>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04，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04，p 值為 0.203>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上在一整天

不同時段假設 4-2「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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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之統計量 

早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06 23.03 

等級總和 529.5 460.5 

下午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92 22 

等級總和 550 440 

晚上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1 24.3 

等級總和 504 486 

 

表 4-40.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29.5 230 204 

Wilcoxon W 統計量 529.5 440 504 

Z 檢定 
-0.24

7 
-0.236 -0.849 

漸近顯著性(雙尾) 0.805 0.814 0.396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406 0.412 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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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受試者認知上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41 可以看出

在一整天之中不同時段皆呈現不同感情狀態的使用時間平均等級接近的情況，而

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0.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30.5，p 值為 0.32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4.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34.5，p 值為 0.36>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8.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28.5，p 值為 0.396>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認知上在一整天

不同時段假設 4-3「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皆未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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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之統計量 

早上_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31 21.53 

等級總和 559.5 430.5 

下午_ 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15 21.73 

等級總和 555.5 434.5 

晚上_ 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02 23.08 

等級總和 528.5 461.5 

 

表 4-42.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20.5 224.5 228.5 

Wilcoxon W 統計量 430.5 434.5 528.5 

Z 檢定 -0.464 -0.367 -0.273 

漸近顯著性(雙尾) 0.643 0.714 0.785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325 0.36 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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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43 可以看出

在一整天之中不同時段皆呈現交往中受試者的使用時間平均等級高於單身受試

者的情況，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53，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53，p 值為 0.02<0.05，達到顯著水準，其 Z 值為負顯示

交往中受試者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明顯高於單身受試者；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64，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64，p 值為 0.037<0.05，

達到顯著水準，其 Z 值為負顯示交往中受試者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明顯高於單

身受試者；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62，Wilcoxon W 統計量

為 462，p 值為 0.034<0.05，達到顯著水準，其 Z 值為負顯示交往中受試者的

Facebook 使用時間明顯高於單身受試者。故受試者實際上在一整天不同時段假

設 4-3「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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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統計量 

早上_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18.88 26.85 

等級總和 453 537 

下午_ 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19.33 26.3 

等級總和 464 526 

晚上_ Facebook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19.25 26.4 

等級總和 462 528 

 

表 4-44.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檢定統

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153 164 162 

Wilcoxon W 統計量 453 464 462 

Z 檢定 
-2.05

1 
-1.791 -1.838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4 0.073 0.066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02 0.037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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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認知上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頻率部分根據表 4-45 可以看出在一整

天之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狀態使用次數平均等級相當於交往中使用者的情況，

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18.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28.5，p 值為 0.30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35，p 值為 0.364>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33.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33.5，p 值為 0.441>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認知上在一整天

不同時段假設 4-4「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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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之統計量 

早上_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4 21.43 

等級總和 561.5 428.5 

下午_ 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13 21.75 

等級總和 555 435 

晚上_ 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23 22.83 

等級總和 533.5 456.5 

 

表 4-46.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18.5 225 233.5 

Wilcoxon W 統計量 428.5 435 533.5 

Z 檢定 
-0.52

1 
-0.361 -0.156 

漸近顯著性(雙尾) 0.603 0.718 0.876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305 0.364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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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頻率部分根據表 4-47 可以看出在一

整天之中不同時段皆呈現交往中受試者的使用次數平均等級高於單身受試者的

情況，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60，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60，p 值為 0.03<0.05，達到顯著水準，其 Z 值為負顯示

交往中受試者的 Facebook 使用次數明顯高於單身受試者；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186.5，Wilcoxon W統計量為 486.5，p值為 0.106>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59.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59.5，p 值為 0.029<0.05，達到顯著水準，其 Z 值為負顯示交往中受

試者的 Facebook 使用次數明顯高於單身受試者。故受試者實際上在早上與晚上

時段假設 4-4「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成立，

而在下午時段假設 4-4 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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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統計量 

早上_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19.17 26.5 

等級總和 460 530 

下午_ 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0.27 25.18 

等級總和 486.5 503.5 

晚上_ Facebook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19.15 26.53 

等級總和 459.5 530.5 

 

表 4-48.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之檢定

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160 186.5 159.5 

Wilcoxon W 統計量 460 486.5 459.5 

Z 檢定 
-1.88

6 
-1.261 -1.897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59 0.207 0.058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03 0.106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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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與實際使用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差異 

在受試者認知上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49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

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狀態的使用時間平均等級稍高於交往中使用者的情況，而

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78.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388.5，p 值為 0.071>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190.5，Wilcoxon W統計量為 400.5，p值為 0.123>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04，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14，p 值為 0.2>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認知上在一整天不

同時段假設 4-5「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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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之統計量 

早上_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5.06 19.43 

等級總和 601.5 388.5 

下午_ 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56 20.03 

等級總和 589.5 400.5 

晚上_ 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 20.7 

等級總和 576 414 

 

表 4-50.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178.5 190.5 204 

Wilcoxon W 統計量 388.5 400.5 414 

Z 檢定 
-1.47

6 
-1.174 -0.853 

漸近顯著性(雙尾) 0.14 0.241 0.394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071 0.123 0.2 

 

 



 

92 

 

在受試者實際上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部分根據表 4-51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

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受試者的使用時間平均等級高於交往中受試者的情況，而

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11，Wilcoxon W 統

計量為 421，p 值為 0.253>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72，Wilcoxon W 統計量為 382，p 值為 0.056>0.05，未達到顯著水

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10，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20，

p 值為 0.24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上在一整天不同時段假設 4-5

「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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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之統計量 

早上_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71 21.05 

等級總和 569 421 

下午_ 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5.33 19.1 

等級總和 608 382 

晚上_ Line 使用時間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75 21 

等級總和 570 420 

 

表 4-52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11 172 210 

Wilcoxon W 統計量 421 382 420 

Z 檢定 
-0.68

4 
-1.603 -0.707 

漸近顯著性(雙尾) 0.494 0.109 0.48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253 0.056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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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上手機上 Line 使用頻率部分根據表 4-53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之中不同

時段皆呈現單身狀態使用次數平均等級相當於交往中使用者的情況，而統計檢定

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201，Wilcoxon W統計量為 411，

p 值為 0.178>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為 212，Wilcoxon W 統計量為 422，p 值為 0.25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

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37，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37，p 值為

0.474>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認知上在一整天不同時段假設 4-6「不

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95 

 

表 4-53.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之統計量 

早上_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4.13 20.55 

等級總和 579 411 

下午_ 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3.67 21.1 

等級總和 568 422 

晚上_ 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38 22.65 

等級總和 537 453 

 

表 4-54.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之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01 212 237 

Wilcoxon W 統計量 411 422 537 

Z 檢定 
-0.93

7 
-0.671 -0.071 

漸近顯著性(雙尾) 0.349 0.503 0.943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178 0.255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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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使用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部分根據表 4-55 可以看出在一整天

之中不同時段皆呈現單身受試者的使用時間平均等級相當於交往中受試者的情

況，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早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27.5，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27.5，p 值為 0.388>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下午時段

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229，Wilcoxon W統計量為 439，p值為 0.401>0.05，

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晚上時段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217.5，Wilcoxon W

統計量為 517.5，p 值為 0.302>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上在一整天

不同時段假設 4-6「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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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之統計量 

早上_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1.98 23.13 

等級總和 527.5 462.5 

下午_ 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2.96 21.95 

等級總和 551 439 

晚上_ LINE 使用次數 單身 交往中 

樣本 
24 20 

平均等級 
21.56 23.63 

等級總和 517.5 472.5 

 

表 4-56 感情狀態對受試者實際使用之智慧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檢定統計量 

 

早上 下午 晚上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227.5 229 217.5 

Wilcoxon W 統計量 527.5 439 517.5 

Z 檢定 
-0.29

5 
-0.259 -0.53 

漸近顯著性(雙尾) 0.768 0.795 0.596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

性)] 
0.388 0.401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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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使用多寡與重度使用程度對受試者實際使用結果的

使用差異 

此節將根據受試者所填寫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手機上 Line

根據問卷題項：「請問您覺得您每天使用手機的頻率如何呢？」、「請問您覺得

您每天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如何呢？」、「請問您覺得您每天透過手

機使用 Line 的頻率如何呢？」與三份重度使用問卷填寫結果所得到的分數評估

每一位使用者對於這三種工具的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程度，再將每一位受試

者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程度以第 73百分位與 27百分位劃分出高程度使用者

與低程度使用者，並由兩者對應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實際蒐集所取得一

整天使用時間、次數觀察高程度使用者與低程度使用者的使用者在認知上的使用

多寡與重度使用量表所得結果是否在實際上的使用會有顯著的差異，考量到分組

人數皆不會達到 30 人，將以不同使用程度為依變項進行無母數「曼-惠二氏 U 檢

定」進行統計檢定，檢定觀察高低使用多寡認知使用者與高低重度使用者是否有

實際使用上顯著的使用特徵差異。 

一、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使用者的實際使用時間、次數使用差異 

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57 可以看出在

一整天之中高使用認知與低使用認知受試者呈現使用時間平均等級接近的情況，

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51，Wilcoxon W 統計量為 322，p 值為 0.961>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智慧

型手機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141，Wilcoxon W 統計量為

312，p 值為 0.708>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設 3-1「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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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3-2「高低組使用多寡

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表 4-57.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統

計量 

整天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7 18 

平均等級 
18.12 17.89 

等級總和 308 322 

整天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7 18 

平均等級 
18.71 17.33 

等級總和 318 312 

 

表 4-58.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檢

定統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151 141 

Wilcoxon W 統計量 322 312 

Z 檢定 -0.066 -0.396 

漸近顯著性(雙尾) 0.947 0.692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961 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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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59 可以看

出在一整天之中高使用認知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平均等級皆高於低使用認知受試

者，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

計量為 81，Wilcoxon W 統計量為 252，p 值為 0.157>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

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80，Wilcoxon W

統計量為 251，p 值為 0.146>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

設 3-3「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3-4「高

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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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FB 使用時間、次數統

計量 

整天_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8 13 

平均等級 
14 18.77 

等級總和 252 244 

整天_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8 13 

平均等級 
13.94 18.85 

等級總和 251 245 

 

表 4-60.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FB 使用時間、次數檢

定統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81 80 

Wilcoxon W 統計量 252 251 

Z 檢定 -1.441 -1.481 

漸近顯著性(雙尾) 0.15 0.139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157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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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61 可以看出在

一整天之中高使用認知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平均等級皆高於低使用認知受試者，而

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手機上 Line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為 65，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43，p 值為 0.048<0.05，達到顯著水準。在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86，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64，p

值為 0.269>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設 3-5「高低組使

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成立，3-6「高低組使用多寡

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則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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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

統計量 

整天_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2 19 

平均等級 11.92 18.58 

等級總和 143 353 

整天_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 低認知 高認知 

樣本 12 19 

平均等級
 

13.67 17.47 

等級總和 164 332 

 

表 4-62. 自我使用多寡認知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

檢定統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65 86 

Wilcoxon W 統計量 143 164 

Z檢定 -1.987 -1.136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47 0.256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048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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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度使用量表高低組使用者的實際使用時間、次數使用差異 

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63 可以看出在

一整天之中高重度與低重度受試者呈現使用時間平均等級接近的情況，而統計檢

定結果則在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77，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68，p 值為 0.979>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智慧型手機

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69，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47，p

值為 0.65>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設 5-1「高低組重度

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5-2「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

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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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統計量 

整天_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2 13 

平均等級 
13.08 12.92 

等級總和 157 168 

整天_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2 13 

平均等級 
12.25 13.69 

等級總和 147 178 

 

表 4-64.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次數檢定統

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77 69 

Wilcoxon W 統計量 168 147 

Z 檢定 -0.054 -0.49 

漸近顯著性(雙尾) 0.957 0.624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979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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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65 可以看

出在一整天之中高重度受試者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平均等級皆高於低重度受試者，

而統計檢定結果則在手機上 Facebook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統計量

為 56，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34，p 值為 0.103>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手機

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58，Wilcoxon W 統計

量為 136，p 值為 0.126>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設 5-3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5-4「高低組

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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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5.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FB 使用時間、次數統計量 

整天_手機上 FB使用時間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2 15 

平均等級 
11.17 16.27 

等級總和 134 244 

整天_手機上 FB使用次數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2 15 

平均等級 
11.33 16.13 

等級總和 136 242 

 

表 4-66.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FB 使用時間、次數檢定統

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56 58 

Wilcoxon W 統計量 134 136 

Z 檢定 -1.659 -1.561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97 0.118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103 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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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試者實際上的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與次數部分根據表 4-67 可以看出在

一整天之中高重度受試者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平均等級皆高於低重度受試者，而統

計檢定結果則在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65，

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70，p 值為 0.347>0.05，未達到顯著水準。在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部分呈現 Mann-Whitney U 統計量為 67，Wilcoxon W 統計量為 172，p

值為 0.403>0.05，未達到顯著水準。故受試者實際使用上其假設 5-5「高低組重

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與 5-6「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

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皆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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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7.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統計

量 

整天_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4 12 

平均等級 
12.14 15.08 

等級總和 170 181 

整天_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 低重度 高重度 

樣本 
14 12 

平均等級 
12.29 14.92 

等級總和 172 179 

 

表 4-68. 重度使用量表高低對受試者實際上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次數檢定

統計量 

 

使用時間 使用次數 

Mann-Whitney U 統計量 65 67 

Wilcoxon W 統計量 170 172 

Z 檢定 -0.977 -0.874 

漸近顯著性(雙尾) 0.328 0.382 

精確顯著性[2* (單尾顯著性)] 0.347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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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結果彙整餘下表 4-69。根據結果可以了解

在受試者認知上與實際使用上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時

間、次數在一整天不同時段是存有顯著差異的，並且透過數據可以得知認知上的

使用時間會顯著高於實際上的使用時間，認知上的使用次數則會顯著的低於實際

上的使用次數，此外再進一步觀察不同時段的認知與實際使用次數可以發現雖然

不同時段的使用時間與次數在認知上與實際上皆有顯著的差異，不過進一步觀察

事後比較結果即能夠發現認知與實際上的使用在 Facebook 早上與下午的事後比

較結果還是具有統計檢定上相異的情況。 

此外在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程度高低所對應受試者的使用時間與次數

可以從結果看出無論是在哪一種認知量測上幾乎不會反應在受試者的使用時間

與次數上，這個結果顯示了對於相關研究上受試者本身認知使用多寡並不能夠僅

以相關變數的使用時間、次數進行相關判斷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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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9 研究假設結果彙整 

研究問題與假設 早上 下午 晚上 

1：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是否有顯著差異？    

1-1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

著差異 

  X 

1-2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

著差異 

   

1-3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

有顯著差異 

   

1-4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

有顯著差異 

X X  

1-5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

顯著差異 

   

1-6 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之間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

顯著差異 

   

    

2：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

顯著差異? 

問卷 手機數據 

2-1 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時段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2-4 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2-5 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2-6 不同時段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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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

否有顯著差異？ 

問卷 手機數據 

 早

上 

下

午 

晚

上 

早

上 

下

午 

晚

上 

4-1 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X X X X X X 

4-2 不同感情狀態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X X X X X 

4-3 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X X X    

4-4 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X X X  X  

4-5 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差異 X X X X X X 

4-6 不同感情狀態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差異 X X X X X X 

       

3：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異？ 

實際使用數據差異 

3-1 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

異 

X 

3-2 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

異 

X 

3-3：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

顯著差異 

X 

3-4：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

顯著差異 

X 

3-5：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

差異 

 

3-6：高低組使用多寡認知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

差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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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是否有顯著差異？ 

實際使用數據差異 

5-1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時間有顯著差

異 

X 

5-2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有顯著差

異 

X 

5-3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時間有顯

著差異 

X 

5-4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Facebook 使用次數有顯

著差異 

X 

5-5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時間有顯著

差異 

X 

5-6 高低組重度使用程度之手機上 LINE 使用次數有顯著

差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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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探究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與手機的 Facebook 和 Line 應用程式

所呈現的時間特徵，以及在認知和實際方面這些使用時間特徵的差異，故透過受

試者的手機紀錄與傳統問卷收集其智慧型手機、手機中的 Facebook 及 Line 的使

用時間、次數，並藉由檢驗不同時段、感情狀態、自我使用多寡認知以及重度使

用程度等變項，觀察使用者所呈現的時間和次數，進而探討透過手機和問卷所分

別取得的時間、次數以及相關的分析結果有何差異。本章節分為結論、研究貢獻

與未來研究建議三節；第一節結論將會就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結論；第二節研究

貢獻與第三節未來研究建議則提出本研究支獨特性與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不同時間區間對於認知與實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比較 

此節透過由問卷與實際收集四週所取得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應用程式的使用時間、次數、與使用多寡認知的結果，檢視受試者在一

天之中不同時段認知與實際的使用情況。根據第四章的結果顯示，受試者對於智

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認知，與實際使用數據的使用時間

與次數，在使用時間、次數與不同時段的使用大部分呈現顯著差異，不過在

Facebook 使用次數的認知上與實際使用上早上與下午時段並未出現明顯差異，

其可能原因為 Facebook 主要以電腦作為平台，並且在早上與下午時段有較多學

校生活與雜事影響，在使用次數較少情況下受試者較能掌握使用次數情況。使用

時間部分，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皆呈現認知顯著高估的情況，

在使用次數部分，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皆呈現認知明顯低估

的情況，不過兩者都呈現從早到晚使用量逐漸增加的情況。根據蒐集過程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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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次數部分受試者在認知上傾向以任務為基準作為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

媒介的使用次數，例如與某人使用 Line 聊天或是聽音樂，因此在出現不同 APPS

頻繁轉換使用時即可能會造成認知與實際上的明顯次數差距，而頻繁的轉換則會

進一步的影響使用時間的認知，因此在使用頻繁時受試者就容易延長自身對於使

用時間的認知，呈現高估使用時間與低估使用次數的情況。因此這些結果顯示了

一天之中的不同時段確實會影響受試者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時間與次數的認知及實際情況，並呈現於認知上與實際

上的使用時間與次數。不過以問卷方式調查使用時間與次數並沒有辦法獲得大學

生真實的使用情況，這代表了藉著問卷所收集的由受試者對於使用情況所認知的

資料，與實際的使用情況有相當大的落差，因而可能使下一步的統計完全建立在

具有誤差的原始數據上。 

二、不同感情狀態對於認知與實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比較 

本研究透過由問卷與實際收集四週所取得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使用時間、次數的結果，檢視不同感情狀態的受試者在一天之中不同時

段認知與實際上的使用情況以及感情狀態對於相關使用時間與次數的影響。根據

第四章的結果顯示，單身與交往中的受試者對於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使用時間、次數的認知，僅在早上時段呈現智慧型手機使用次數上的差

異，表示感情狀態似乎並不會對使用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 與 Line 的認

知造成影響。然而，根據實際數據所取得結果，卻指出交往中受試者的 Facebook

的整天使用時間，以及早上與晚上的使用次數皆顯著多於單身的受試者，此結果

顯示有交往關係的受試者相較於單身狀態受試者，會更頻繁的使用手機上的

Facebook，研究者推測手機上 Facebook 極有可能會被交往中大學生作為聯絡與

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此外亦凸顯了問卷所收集的資料和實際使用數據具有差異，

問卷可能造成受試者在填答上的修飾與誤差，若是將數據進行統計的分析與檢定，

即可能造成造成如同此研究結果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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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使用多寡認知與重度使用程度對於認知與實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比較 

此部分透過自我回報題項的問卷以及量表的方式收集資料，以觀察受試者對

於自身使用多寡的認知是否反應實際的使用時間與次數。根據第四章的結果顯示，

使用多寡認知的高低組，與所對應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的

使用時間、次數，僅手機上的 Line 的使用時間一項呈顯著的差距。由量表所分

類之高低組其對應的智慧型手機、手機上的 Facebook 與 Line 的使用時間、次數

則皆未呈現顯著差異。而此差異是因為智慧型手機相較於單項 APP 已是極為普

遍使用的工具，並不會有過度刻意控制或不使用的行為；而 Facebook 則是極有

可能以個人電腦平台使用為主，不同於 Line 以智慧型手機為最主要使用平台，

並且未如同智慧型手機達到高通用性。比較的結果顯示，相較於量表的題項，以

自我回報的題項詢問使用者的使用多寡，更容易觀察針對特定工具或 APP 的使

用時間的差異，也證實了以手機進行此類研究的可行性，但也不能夠僅以相關變

項的使用時間、次數判斷受試者本身認知使用多寡。 

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除了運用過去傳統的重度使用問卷與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使用調查問卷來取得大學生使用這些工具和媒介的時間特徵之外，也嘗試從受試

者所使用的手機取得具連續性與客觀性的數據，觀察不同時段、不同性別、不同

感情狀態、不同的自我使用多寡認知以及不同的重度使用程度等變項對於使用者

認知的使用時間和次數的影響。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文獻針對這些部分進

行探討，此是本研究之貢獻所在，以下詳述本研究之特殊性： 

一、比較傳統問卷與實際使用數據的差異 

在過去的文獻中並未發現擷取與統計使用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等行

動工具及應用程式，其時間特徵數據的研究，而本研究透過實驗設計取得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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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天連續且客觀的使用數據，包含使用智慧型手機、Facebook 及 Line 應用程式

的時間和次數，以及每位受試者每天對於使用這些工具軟體的認知時間和次數，

本研究將資料彙整後以圖表方式呈現，並藉由分析數據發現自我回報的問卷，相

較於實際情況，其使用時間明顯高估且使用次數明顯低估，並針對可能的原因提

出相關的探討與解釋，因此在未來收集資料時必須審慎考慮相關問題，才能夠以

較客觀與準確的數據進行相關的研究。 

二、使用認知調查與使用時間、次數的關係 

在過去文獻中對於智慧型手機、Facebook、Line 的使用認知、時間特徵與行

為皆是以傳統問卷、訪談、觀察等方式收集研究者資料，或是單純針對某些變項

進行實際數據資料分析，而本研究同時以兩種方式調查一天之中不同時段使用多

寡認知與重度使用量表取得兩種受試者的使用認知，發現這樣的認知高低並不會

反應在實際使用時間與次數上，因此未來在評估相關工具、軟體的使用多寡並不

能僅以使用量變項作為單一標準。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就問卷與受試者手機上的實際數據進行時間維度的分析，最主要的

目的即是證實問卷數據與實際數據的差異，以及手機實際數據應用於研究的可行

性，未來研究除了能夠更進一步的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全體受試者使用智慧型手

機、Facebook、Line 的時間維度，也能夠利用個人視覺化結果搭配訪談，探究

與智慧型手機相關的使用行為成因，以及透過實際數據的檢驗與比較進一步探討

對於智慧型手機、網路、社群媒介之類的重度使用與成癮評估。 

 

  

 



 

118 

 

參考文獻 

資策會 ECER-FIND。FIND：Focus on Internet News & Data. 

http://www.find.org.tw/0105/cooperate/ Accessed: 10/15/2002 

FIND（2010）。2009 年第三季我國行動上網觀測。檢至：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7083 

FIND（2014）。驚！每人每日有 1/8 醒著的時間都在使用 APP！檢至：

http://www.iii.org.tw/m/News-more.aspx?id=1476 

李開復（2009） 網際網路 40 年－新一代網際網路向我們走來。2010/10/22 ， 取

自 http://queer-boy.blog.ntu.edu.tw/?p=34 

王淑美（2011，7 月）。網路作為時光機：日常網路使用與時間意義之初探。於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新竹縣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舉行，中華

傳播學會 2011 年會，新竹縣。 

王淑美（2014）。傳播科技與生活韻律―關於研究方法的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

4，23-43。 

葉乃靜（2008）。由時間和空間觀探討網路學習。國家圖書館館刊，97（2），

1-22。 

卞冬磊(2009)。媒介時間之「內化」：電子媒介社會的時間紀律及其形成。傳播

與管理研究，8(2)，79-110。 

曹家榮（2011，9 月）。流動的手機：液態現代性脈絡下的速度、時空與公私領

域。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舉行，E

世代重要議題：人文社會面向研討會，新竹市。 

楊純青、陳祥 (2006), 網路心流經驗研究中之挑戰：從效度觀點進行檢視與回顧, 

資訊社會研究，11， 145-176。 

Aharony, N., Pan, W., Ip, C., & Pentland, A. (2010, September). Tracing mobile 

phone app installations in the “friends and family” study.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0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in Networks (WIN’10). 

 

 

http://queer-boy.blog.ntu.edu.tw/?p=34


 

119 

 

Aharony, N., Pan, W., Ip, C., Khayal, I., & Pentland, A. (2011). Social fMRI: 

Investigating and shaping social mechanisms in the real world. Pervasive and 

Mobile Computing, 7(6), 643-659. 

Baek, Eun-Ok, and Seth Freehling. "Using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Low-Incom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ompleting Educational Task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Setting." Computers in The Schools 24.1-2 (2007): 33-55. 

Web. 16 Feb. 2010.  

Bauer, G., & Lukowicz, P. (2012, March). Can smartphones detect stress-related 

changes in the behaviour of individuals?. In Pervasiv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Workshops (PERCOM Workshops), 2012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p. 423-426). IEEE. 

Bell, G. and Gemmell, J. Total Recall: How the E-Memory Revolu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Dutton, New York, 2009. 

Csikszentmihalyi, M., Larson, R., & Prescott, S. (1977). The ecology of adolescent 

activity and experi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6(3), 281-294. 

Dawber, T. R. (1980). The Framingham Study: the epidemiology of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Vol. 8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agle, N., & Pentland, A. (2006). Reality mining: sensing complex social 

systems.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10(4), 255-268. 

Eisenhower, D., Mathiowetz, N. A.,&Morganstein, D. (1991). Recall error: Sources 

and bias reduction techniques. In P. P. Biemer , R. M. Groves, L. E. Lyber, N. A. 

Mathiowetx,&S. Sudman (Eds.), Measurement errors in surveys (pp. 127-144). 

New York: Wiley. 

Facebook (2011). Press room. Retrieved June 25, 2011, from 

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 

Facebook Data Science  (2014). When Love Goes Awry. Retrieved February 16, 

2014,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facebook-data-science/when-love-goes-awry/1

0152066701893859?pnref=story 

Fischer, J. E. (2009). Experience-sampling tools: a critical review. Mobile living labs, 

9, 1-3. 

 

 

http://www.facebook.com/press/info.php?statistics


 

120 

 

Fotopoulou (2014). The Quantified Self community, lifelogging and the making of 

“smart” publics。Retrieved fro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participation-now/aristea-fotopoulou/quantifie

d-self-community-lifelogging-and-making-of-%E2%80%9Csmart%E2%80%9

D-pub 

Green, N. (2002). "On the move: Technology, mobility, 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time and spac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281-292. 

Hand, M., & Shove, E. (2004). Orchestrating Concepts: Kitchen Dynamics and 

Regime Change in Good Housekeeping and Ideal Home, 1922-2002. Home 

Cultures, 1(3), 235-256. 

Hektner, J. M., Schmidt, J. A., & Csikszentmihalyi, M. (Eds.). (2007).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everyday life. Sage. 

Ho, J., & Intille, S. S. (2005, April). Using context-aware computing to reduce the 

perceived burden of interruptions from mobile devi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 909-918). 

ACM. 

Hong, F. Y., Chiu, S. I., & Huang, D. H. (2012).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aiwanese university femal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6), 

2152-2159. 

Hong, F. Y., Huang, D. H., Lin, H. Y., & Chiu, S. L. (2014).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Facebook usage, and Facebook addiction model of 

Taiw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1(4), 597-606. 

Hori, T. and Aizawa, K. Context-based video retrieval system for the lifelog 

applica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Workshop on Multimedia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rkeley, CA, Nov.). ACM Press, New York, 2003, 31–38. 

Junco, R.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of Facebook use, participation 

in Facebook activities, and student engagement. Computers & Education, 58(1), 

162-171. 

 



 

121 

 

Katz, J. E. and M. A. Aakhus. (2002). "Conclusion: Making meaning of mobiles─a 

theory of Apparatgeist." in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public performance, edited by J. E. Katz and M. A. Aakh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lley, T. L.(1939).The selection of upper and lower groups for the validation of test 

item,”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0, pp. 17-24. 

Kelsey Mays, Katie Pazur, Hank Samuels (2010). So You Think You Can Multitask? 

Retrieved from http://pitjournal.unc.edu/article/so-you-think-you-can-multitask 

Lazer D, Pentland A, Adamic A, Aral S, Barabási A-L, et al. (2009) Life in the 

network: the coming age of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Science 323: 721. 

Lee, Heejin, and Liebenau, Jonathan. (2000). Time and the Interne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ium. Time and Society 9(1):43–56. 

Levine, L. E., Waite, B. M., & Bowman, L. L. (2007). Electronic media use, reading, 

and academic distractibility in college youth.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4), 560–566. 

Mayer-Schönberger, V., & Cukier, K. (2013).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Moturu, S. T., Khayal, I., Aharony, N., Pan, W., & Pentland, A. (2011, August). Sleep, 

mood and sociability in a healthy population. In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EMBC, 2011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pp. 

5267-5270). IEEE. 

Pentland, A. (2009). Reality mining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new deal 

on data. 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2008–2009, 1981. 

Robinson, J., & Godbey, G. (1997).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ellen, A. J., & Whittaker, S. (2010). Beyond total capture: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lifelogg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3(5), 70-77. 

 

http://pitjournal.unc.edu/article/so-you-think-you-can-multitask


 

122 

 

Steve Hodges, L.Williams, E.Berry, S.Izadi, J.Srinivasan, A.Butler, G.Smyth, 

N.Kapurand, and K.Wood. (2006). SenseCam: A retrospective memory aid”, 

Ubiquitous Computing, Proceedings of Ubicomp 2006, Springer, pp.177-193 

Thrift, N. (1990). 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The Sociology of 

Time, 105. 

Urry, J. (2000). Mobile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185-203 

Whittaker, S., Tucker, S., Swampillai, K., & Laban, R. (2008).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systems to support interaction capture and retrieval.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12(3), 197-221. 

Young, K. S. (1998).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3), 237–244. 

Zerubavel, E. (1976). Timetables and scheduling: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46(2), 87-94. 

 

  

 



 

123 

 

附錄一、受試者知情同意書 

受試者知情同意書 

碩士論文名稱： 

以 LIIFELOGGING方法觀察大學生主觀認知與實際社群媒介和手機使用行為之

差異性研究 

學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 

指導教授：謝吉隆 博士 

研究生： 徐晟洋   

電話：0930948156 

電子郵件：koprt1990@gmail.com 

 

1.前言 

  您好，非常感謝你(您)願意參與「大學生手機與社群網路成癮」研究(以

下簡稱本研究)，這份同意書(以下簡稱本同意書)主要是要向您充分的說明

有關本研究的相關資訊，以便於您決定是否要參加本研究。若您在閱讀本同

意書或參與本研究的過程中，對於本研究仍有任何的疑問，歡迎您隨時向計

畫主持人或相關研究人員提出來，我們將為您做詳細的說明和回答。如果您

決定參與本研究，請在這一份同意書上簽名以代表你您同意參與本研究。 

    若是您在這份同意書上簽名同意參與研究後，想法有所改變，您仍然可

以隨時退出本研究而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2.研究目的 

此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大學生對於自身成癮的了解和使用上自我認知與實

際情況的落差。本研究結果將以 lifelog的方式提供更客觀與精準的資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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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自身或相關組織改善使用手機與社群網站(Facebook)的成癮問題，並

展示 Lifelog的研究優勢。 

3.研究方法 

參與受試者條件： 

  1. 平常主要使用 Android手機上網的大學生(大二以上) 

  2. 平常會維持手機開啟的習慣，並且將手機作為上網的主要媒介之一。 

  3. 實驗期間能維持平常使用習慣，不因為搜集而刻意改變或隱瞞使用情

形。 

  4. 願意配合研究的安排，協助填寫相關問卷與提供相關資訊。 

實驗需求： 

  1. 安裝 APP：Funf針對手機的 GPS、APP的使用以及螢幕開關三種數據進

行六週的自動背景紀錄 

     感測器： 

• 螢幕開關紀錄 

– Screen on/off（Runs always） 

• APP 使用，觀察瀏覽器與 Facebook時間、頻率 

– Running Application（Runs always） 

– Applications（Runs every 10 min） 

• GPS 位置與活動紀錄 

– Activity（Runs every 2 minutes for 15 Second） 

– Simple Location（Runs every 5 minutes） 

 

  3. 問卷調查 

     說明：此次研究會以問卷同時進行成癮與臉書、上網使用行為調查。 

     問卷部分：手機成癮量表、Facebook 成癮量表、使用偏好與習慣問卷。 

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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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填寫基本資料問卷與聯絡方式。 

      說明：填寫基本資料提供正確聯絡方式。 

  步驟二：檢查電子郵件選擇時間進行 APP的安裝設定。 

      說明：符合研究條件者，會以電子郵件通知並詢問時間進行蒐集 APP

的安裝與測試。 

  步驟三：APP收集完成後進行瀏覽器歷史紀錄數據取得與成癮和使用習慣問

卷填寫。 

      說明：若 APP收集完成，需要請參與者提供瀏覽器歷史歷程數據並填

寫相關問卷。 

回饋說明： 

      說明：資料蒐集時間為六週，實驗期間會以背景運行的方式持續蒐集

手機的數據。以每週為單位觀察數據完整性，若每週內任一項感

測器完整度低於 50%以下則為無效樣本；若超過兩週為無效樣本

情況則不給予回饋；四週與五週為有效樣本則給予 NT200 元現金

回饋；若六週皆為有效樣本則需再提供瀏覽器資料(整體完整度

大於 50%)以及進行問卷填寫(約 15分鐘)即可獲得 NT800元現金

回饋。 

4.保密的原則 

本研究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的個人隱私資料視為機

密來處理，不會公開，也不會向與本研究無關的人員透露。所有研究的原始

資料在經由統計或分析之後將被審慎加密保管，並在研究結束、研究成果撰

寫成結案報告，以及撰寫成論文在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上發表後，加以銷

毀，原則上為研究結束後三年，若因結案報告或論文尚未撰寫完成，或其他

法規或命令的要求，而有延長的必要時，最長也不會超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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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瞭解若簽署本同意書即表示您了解並同意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成

員及研究倫理主管機關，為保障您作為研究參與者的權利，以確保研究過程

與數據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並確定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是否恰當，可基於法

定的權利要求監測、稽核與查核您所提供的原始資料，上述人員均承諾不會

洩露任何與您身份有關之資料，以確保您的身份之機密性。 

 

5.研究之退出與中止 

在研究進行過程中，若您有感覺到不舒服或想法有所改變，您可以隨時

退出本研究。您不會因為簽署本同意書，而喪失在法律上的任何權利。在研

究進行期間，若研究團隊有發現有關本研究之最新資訊與您的權益有關，會

隨時通知您。 

 

6.受試者權利與義務 

1. 您無須負擔任何與本研究計畫相關的費用。 

2. 如果您對本研究計畫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研究生連絡。 

3. 如果您因參與本研究計畫而感到權益受損或受到傷害，請與本校研究

倫理中心連絡（電話：(02)7734-1333 或電子郵

件： ntnure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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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欄 

本人已經了解此計畫的相關資訊，經考慮後我同意接受訪問，並同意提供相

關的手機與電腦瀏覽器使用數據。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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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基本資料問卷 

基本資料 

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百忙之中協助填寫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大學生手機與社群網路成

癮的使用調查，目的在於了解大學生對於自身的手機與社群網站成癮和使用上認

知層面與實際層面的落差。填完整份問卷約需要 5 分鐘。您寶貴的意見對本研究

有很大的影響， 

在此先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您所填答的任何資料僅供本研究作學術性

分析，絶不對外公開。本問卷的每一題目並無所謂「對」或「錯」，請您依照實

際情況作答，並且不要遺漏任何一個題目，謝謝您的協助，請您安心作答。 

敬祝  

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謝吉隆 博士             

研 究 生：徐晟洋 敬上             

連絡電話：0930948156              

e-mail：koprt1990@gmail.com      

 

說明：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的基本資料與網路使用情形，請依自己的實際 

情況填答，在□中打ˇ。 

1.姓名：＿＿＿＿＿＿＿＿＿＿＿＿ 

2.性別：□男 □女 

3.單位與系級：＿＿＿＿＿＿＿＿＿＿＿＿＿＿＿＿＿ ex. 中央大學 生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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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連絡電話：＿＿＿＿＿＿＿＿＿＿＿＿＿＿＿＿＿＿ 

5.E-mail：＿＿＿＿＿＿＿＿＿＿＿＿＿＿＿＿＿ˍ＿ 

 

6.請問您是否經常使用手機？： 

□是 □否 

 

7.請問您現在是否有 Android 手機？  

□是 □否 

 

8.請問您是否最常使用 Android 手機？ 

□是 □否 

 

9.請問您平常是否有固定將手機關機的習慣？ 

□是 □否 

 

10.請問您的年齡是否已經滿 20 歲以上 ? 

□是 □否 

 

11. 請問您目前手機的行動上網方案為何 (可複選) ? 

□WIFI □預付卡或網卡 □3G/4G 方案(有上限，例如單月限量 1.5G、5G)  

□3G/4G(吃到飽方案) □其他____________ 

 

 

 



 

130 

 

12. 請問您每個月花在行動上網與手機通話的費用大約多少 ? 

□免費 □100~200 元 □201~300 元 □301~400 元 □401~500 元 □501~600 元 

□601~700 元 □701~800 元 □801~900 元 □901~1000 元 □1000 元以上 

□不清楚，由家人付費 □不清楚，由公司付費 □其他_____________ 

 

 

13. 您覺得您自己經常使用手機進行社群 APP 與網站的使用嗎 ? (例如 Facebook、

Messenger、Line 等等)。 

□是 □否 

 

14. 請問您現在的住宿情況為何 ? 

□學校宿舍  □家裡 □與他人或自己外宿 □其他____________ 

 

15. 請問您現在的感情狀態為何(由於感情狀況可能會對個人使用手機的頻率和

長度造成影響，還請協助回答) ? 

□單身     □交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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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智慧型手機、手機上 Facebook、手機上 LINE 使用

調查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填寫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大學生與研究生對於智

慧型手機與社群網路重度使用的使用調查。此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大學生與研究

生在日常生活中，在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網路的使用過程軌跡和時間層面的使

用特徵與規律。最後，將探討上述兩種學生對於使用過程與使用時間的自我認知

與實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性。填完整份問卷約需要 10分鐘，您寶貴的意見將對本

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在此先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您所填答的任何資料僅供本研究作學術性

分析，絶不會對外公開。請您依照實際情況作答，每一道題目都記得要填寫。謝

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手機_時間、地點、手機&APP 使用特徵調查 

 

1.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使用您的手機多久？舉例來說，如果您早上使用一個

半小時，請在表格中填入「1」小時與「30」分鐘。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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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瀏覽您的手機幾次？（回答時段分為早上、下午、晚

上三組，並以次數回答。）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瀏覽_____________次。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瀏覽_____________次。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瀏覽_____________次。 

 

3. 請問您覺得您每天使用手機的頻率如何呢？ 

 

我覺得我早上經常使用手機。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下午經常使用手機。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晚上經常使用手機。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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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_時間、地點、手機&APP 使用特徵調查 

 

4.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使用 Facebook 多久？舉例來說，如果您

早上使用一個半小時，請在表格中填入「1」小時與「30」分鐘。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5.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瀏覽 Facebook 幾次？（回答時段分為早

上、下午、晚上三組，並以次數回答。）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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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覺得您每天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 的頻率如何呢？(若選擇「總是使

用」代表您 100%完全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並以此類推) 

 

我覺得我早上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下午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晚上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Facebook。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Line_時間、地點、手機&APP 使用特徵調查 

7.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使用 Line 多久？舉例來說，如果您早上

使用一個半小時，請在表格中填入「1」小時與「30」分鐘。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使用了_______ 小時 _______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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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均來說，請問您每天透過您的手機使用 Line 幾次？（回答時段分為早上、

下午、晚上三組，並以次數回答。） 

早上(6:00 至 12:00) 

 

我平均每天早上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下午(12:00 至 18:00) 

 

我平均每天下午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晚上(18:00 至 6:00) 

 

我平均每天晚上透過手機瀏覽_____________次。 

 

9. 請問您覺得您每天透過手機使用 Line 的頻率如何呢？(若選擇「總是使用」代

表您 100%完全透過手機使用 Line，並以此類推) 

我覺得我早上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Line。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下午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Line。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我覺得我晚上經常透過手機使用 Line。 

 

⏩ 非常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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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智慧型手機重度使用量表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填寫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大學生與研究生對於智慧型

手機與社群網路重度使用的使用調查。此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

日常生活中，在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網路的使用過程軌跡和時間層面的使用特

徵與規律。最後，將探討上述兩種學生對於使用過程與使用時間的自我認知與實

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性。填完整份問卷約需要 10 分鐘，您寶貴的意見將對本研究

有很大的影響。 

在此先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您所填答的任何資料僅供本研究作學術性分析，

絶不會對外公開。請您依照實際情況作答，每一道題目都記得要填寫。謝謝您的

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智慧型手機之重度使用經驗與感受 

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對智慧型手機成癮之經驗和感受，請根據您的主觀認知之情

況上填寫。 

 

1. 我覺得我只要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就很難停止。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2. 我曾經嘗試減少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但是卻辦不到。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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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我沒在使用智慧型手機時，我會一直想要使用智慧型手機。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4.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使用了智慧型手機多久。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5. 我覺得我會為了使用智慧型手機而倉促應付學校課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6. 我覺得我會為了可以更常使用智慧型手機而忽略學校課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7. 我覺得我的學習狀態與學業表現會被智慧型手機影響。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8. 我會想確認一下是否有未接來電或訊息的頻率很高。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38 

 

 

9. 我常常一再地想要使用智慧型手機。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0. 當我使用智慧型手機被打擾時，我會有煩躁感或想要隱瞞使用智慧型手機的

情況。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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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手機上 Facebook 重度使用量表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填寫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大學生與研究生對於智慧型

手機與社群網路重度使用的使用調查。此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

日常生活中，在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網路的使用過程軌跡和時間層面的使用特

徵與規律。最後，將探討上述兩種學生對於使用過程與使用時間的自我認知與實

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性。填完整份問卷約需要 10 分鐘，您寶貴的意見將對本研究

有很大的影響。 

在此先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您所填答的任何資料僅供本研究作學術性分析，

絶不會對外公開。請您依照實際情況作答，每一道題目都記得要填寫。謝謝您的

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Facebook 重度使用經驗與感受 

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對 Facebook 成癮之經驗和感受，請根據您的主觀認知之情

況上填寫。 

 

1. 當我沒在使用 Facebook 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情緒低落、焦慮，一但我再次

使用 Facebook 這些感覺就消失了。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2. 即使我當下並沒有在使用 Facebook，我仍然會想到自己在使用 Facebook。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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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起和親朋好友聚在一起，我更寧願把時間用來使用 Facebook。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4. 我覺得我平常使用 Facebook 的時間比我想像得更久。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5. 我覺得我會為了更常使用 Facebook 而容易忽略學校課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6. 我會經常確認一下 Facebook 是否有新的訊息或貼文，或是玩一下 Facebook

的遊戲。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7. 我覺得當我被詢問關於如何使用 Facebook 的相關問題，我會有煩躁感或是出

現想隱瞞的情況。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8. 我覺得我會因為花太多時間使用 Facebook 而影響到我的學業表現。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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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覺得我的學業表現和專注力會受到 Facebook 影響。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0. 我喜歡在 Facebook 上認識新朋友。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1. 我常常覺得我一直會有想使用 Facebook 的念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2. 我覺得如果沒有 Facebook，生活會變得無聊。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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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手機上 LINE 重度使用量表 

親愛的受訪者 您好： 

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協助填寫問卷。這是一份關於大學生與研究生對於智慧型

手機與社群網路重度使用的使用調查。此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

日常生活中，在使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網路的使用過程軌跡和時間層面的使用特

徵與規律。最後，將探討上述兩種學生對於使用過程與使用時間的自我認知與實

際使用情況之差異性。填完整份問卷約需要 10 分鐘，您寶貴的意見將對本研究

有很大的影響。 

在此先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您所填答的任何資料僅供本研究作學術性分析，

絶不會對外公開。請您依照實際情況作答，每一道題目都記得要填寫。謝謝您的

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Line 重度使用經驗與感受 

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對 Facebook 成癮之經驗和感受，請根據您的主觀認知之情

況上填寫。 

 

1. 當我沒在使用 Line 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情緒低落、焦慮，一但我再次使用

Line 這些感覺就消失了。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2. 即使我當下並沒有在使用 Line，我仍然會想到自己在使用 Line。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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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覺得我平常使用 Line 的時間比我想像得更久。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4. 我覺得我會為了更常使用 Line 而容易忽略學校課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5. 我會經常確認一下 Line 是否有新的訊息或貼文，或是玩一下 Line 的遊戲。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6. 我覺得當我被詢問關於如何使用 Line 的相關問題，我會有煩躁感或是出現想

隱瞞的情況。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7. 我覺得我會因為花太多時間使用 Line 而影響到我的學業表現。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8. 我覺得我的學業表現和專注力會受到 Line 影響。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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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常常覺得我一直會有想使用 Line 的念頭。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10. 我覺得如果沒有 Line，生活會變得無聊。 

。完全不同意 。大部分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大部分同意 。完

全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