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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育兒是每個家庭中重要的議題，由於家長為兒童學習過程中的守護者，除了
應盡主要教養者之責任義務外，也應重視良好教養在家庭中的實踐。然而，現代
家庭功能出現弱化的趨勢，值得整個社會一同正視。在現今訊息變化快速及時間
壓力的社會之下，家長越來越依賴其他方式尋求育兒資訊，如參與虛擬社群，試
圖尋求網路成員的協助、獲取資源和情感支持，與具有相同生活經驗的其他家長
相互分享，同時探索育兒相關知識。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對象設定為臺灣地區有
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等線上資源，尋求育兒資訊經驗的家長。最後根據回收之問卷
對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參與行為之資料蒐集，經由敘述性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等統計方式進行比對，了
解親子虛擬社群中不同背景家長對育兒資訊需求及其參與行為的差異，並進一步
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的關聯性。

關鍵字：親子虛擬社群、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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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ing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every family. Since parents are the guardians
during children’s growth, in addi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main educators, the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good education in the family. However, the modern family
function is weakened. The trend is worthy of the whole society. Because of fastchanging and time-stressed society today, parents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other
ways to seek parenting information. Such as participat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members of the network, accessing resources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ey share with each other who have the same life experience, and explore the
knowledge about parenting.
This study used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Adopt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subject under study are the parents who use online resources such as child-raising
related communities or general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to seek parenting
information experience. Finally, compared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with the
collected data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imple t-test, one-way
ANOVA,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difference in information needs of
parenting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virtual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information needs and engagement behavior in
virtual community.

Key words: Parent-Child virtual community, parent, parenting, information need,
particip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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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此章依據本研究題目提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
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流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研究題目，本研究提出最關鍵之四項研究背景與動機，依序為育兒是
家庭與社會中的重要議題、家長對育兒資訊的需求提高、家長搜尋資訊的新場
所為親子虛擬社群、虛擬社群的價值在於成員的參與行為。

一、 育兒是家庭與社會中的重要議題
家長被視為兒童學習過程中的守護者，除了身為主要教養者的責任和義
務，也重視良好育兒在家庭中的實踐，因此育兒成為每個家庭中重要之議題
（Wainwright & Marandet, 2017）。但是衛生福利部（2015）家庭政策報導指
出，由於社會發展的變遷、就業環境不穩定等現象，現代家庭的功能無法一如
往昔得以正常發揮，出現家庭能量弱化的趨勢，值得社會一同正視。社會結構
的不同會影響每個家庭的育兒方式，因此育兒不再只是家庭內部的事情，而是
整個社會皆共同關注的議題，若社會與家庭給予母親的支持不足，育兒將面臨
挑戰（Onishi, Saeki, & Hirano, 2019）。兒童被認定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成長
過程備受重視，因此社會將培育家長以及兒童教育視為己任，發展出許多相關
育兒計畫（Wainwright & Marandet, 2017）。此外也因應少子化的現象，翁麗芳
（2008）表示人口品質是 21 世紀國家政策之重點，如何在少子化社會裡將少子
育為良民，兒童的養育、教導以及教育改革，成為國家重大政策。在西方國家
家庭及育兒也早已轉移至社會的核心議題（Daly，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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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對育兒資訊的需求提高
對父母而言，兒童出生後生活產生變化，使許多家長感到措手不及，因此
準父母或新父母都需要依賴資訊來支持育兒的歷程（Benzies, Horn, Barker,
Johnston, Berci, & Kurilova, 2019）。社會支持對家長在育兒方面的影響重大，但
由於現今社會傳統大家庭及關係親密的村落型社會不再，缺乏地區型的網絡之
下，婦女難以在現實社會中取得育兒資訊（Gleeson, Craswell & Jones, 2018）。
母親在生育後便開始關切兒童健康、身心、照護狀況，但身為主要照顧者，在
缺乏社會支持之下具有挑戰性（Shorey & Ng, 2019）。台灣目前的晚婚現象造成
家庭結構改變，低生育率、托育方式改變與都市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相較於
上一代父母，新世代父母投入更多心思在解決育兒問題，使得教養兒女的資訊
需求也隨之提高（謝吉隆、鄭宛靜，2012）。這樣高流動性的社會中，鮮少親戚
朋友的支持，存在訊息變化快速及時間的壓力等問題，父母越來越依賴其他方
式尋求育兒資訊（Rothbaum, Martland, & Jannsen, 2008）。此外，比起配偶或其
他家庭成員，家長更可能尋求其他父母的支持，因為其他父母經歷過與其相似
之情況，較能確實回應其育兒需求（Kingsnorth, Gall, Beayni, & Rigby, 2011）。
基於上述，可知教養知能成為現代父母迫切需要的資源，現代家庭需要新的型
態作為支援。既然不再只限於學校或社區生活，隨之而來的便是非正式的社會
支持，如網路線上的虛擬社群，能隨時與他人進行資訊交換或知識的創造（余
思慧、翁楊絲茜、黃麗橫，2014）。

三、 家長搜尋資訊的新場所為親子虛擬社群
由於家長對育兒資訊的需求提高，未來研究不再只專注於個人的搜尋歷
程，應包含社會性、資訊交換分享等歷程（林珊如，2002）。也就是虛擬社群的
轉移，家長轉往社群尋求資訊，透過網路成員提供的社會資本、資源及情感支
持，他們與具有相同生活經驗的其他家長互相分享，並探索有關教養的資訊
2

（Porter & Ispa, 2013）。親子討論區、部落格、社群媒體的興起，讓育兒者彼此
抒發育兒甘苦，並藉由這種自我展現與社會互動來肯定自我，成為家長近幾年
活動的新場域（謝吉隆、鄭宛靜，2012）。其中尤其母親比父親更有可能仰賴親
子社群的協助，來找尋育兒資訊與獲得社會情感支持，甚至被認為是影響母親
餵養兒童的重要新興背景（Laws et al., 2019）。此外由於虛擬社群中的社會支持
能減輕母親的養育壓力、提高與孩子的應對技巧，或是預防產後憂鬱，對母親
整體健康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越來越多家長投入親子虛擬社群。再
者，居住較偏遠或有殘疾的母親更能受益於虛擬社群的協助，社會環境限制了
面對面與其他家長建立聯繫的機會，但他們能從親子虛擬社群中獲得支持以至
於不受孤立（Baker & Yang, 2018）。父母認為其他家長們的意見比專家建議更
有幫助，是獲得子女教養資訊的重要來源（Sarkadi & Bremberg, 2005）。這些在
社群網路上來自其他父母的非正式支持，減少了社會孤立感、促進情感支持且
增加對育兒的信心（Maureen Devolin et al., 2012）。顯示家長已依賴網路和社群
媒體作為育兒各方面訊息的來源，是現代社會支持育兒的新興資源（Laws,
Walsh, Hesketh & Kuswara, 2019）然而，過去研究對家長如何使用社群於育兒資
訊的價值知之甚少（Baker, 2018）。鑑於親子虛擬社群作為家長支持的良好平
台，以研究父母如何使用其提供的支持來滿足需求，至今為止很少有研究深入
探討父母如何使用社群媒體來獲取育兒支持（Divna, Amelia & Sabine, 2017）。

四、 虛擬社群的價值在於成員的參與行為
社群成員的參與是活絡虛擬社群的關鍵因素，被動的參與者能為社群增加
流量，而主動的參與者則能為社群創建內容（Vohra & Bhardwaj, 2019）。若虛擬
社群中無人貢獻自身的知識與資源，知識分享便不可能發生，顯示社群中參與
行為的必要（Wasko、Faraj, 2000）。虛擬社群建立的目的是吸引並留住使用
者，更重要的是將低度主動參與者轉為主動且活躍的參與者，因此加強並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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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社群的服務相當關鍵，可增加新的服務或是加深現有提供項目的深度（蔡
至欣、賴玲玲，2011）。范懿文、方毓賢、吳政杰、劉昌輝（2011）便指出虛擬
社群的效益或價值必須經由使用者參與其中，才能培養及傳達；另一方面，虛
擬社群的內涵也需透過社群成員間的回饋方能逐漸累積、愈加豐富。且了解參
與者的需求，提供特定的服務，是虛擬社群持續經營的根本。
基於上述，了解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方能促進其在虛擬社群中的參與，而
為了更清楚理解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需求類型與參與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旨
在研究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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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第一節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探究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
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發展出來研究目的與問題，分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分析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之情況。
（二）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
（三）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之差
異。

二、研究問題
（一）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的養育資訊需求為何？
（二）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的教導資訊需求為何？
（三）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的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為何？
（四）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的中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為何？
（五）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的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為何？
（六）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為何？
（七）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為何？
（八）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參與行為之差異為何？

5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以下針對本研究之重要名詞，進行解釋與定義：

一、育兒（parenting）
育兒廣義定義為「作為父母的過程或狀態」，一旦有了孩子就會開始參與養
育子女的過程；狹義定義的育兒為父母規劃、教導，或為後代提供照護的知識
和技能（Chan, 2000）。父母支持從嬰兒時期到成年兒童的身、心和智力發展，
為確保子女健康，提供保護和照顧的過程（Shorey & Ng, 2019）。本研究的育兒
指的是生育前即開始，意指從母親懷孕到新生兒，至兒童階段的整個教導與養
育的週期，皆包含在育兒的範圍內。

二、資訊需求（information needs）
Derr（1983）認為資訊需求的產生，必須先有資訊目的。資訊需求的目的
其一為解決問題，當體認到自己資訊知識異常時，會產生資訊需求為解決此異
常（Belkin, 1980）。其二為單純對資訊的慾望，想了解某些事情，於是需要資
訊來回應需求（Chen & Hernon, 1982）。本研究中的資訊需求是家長在育兒過程
中，對某育兒資訊產生慾望，或認知到自己對教養或養育知識的不足，因而無
法自行解決問題時，產生對資訊的需求感。

三、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
Sergiovanni（2000）認為社群是因分享共同觀念和價值而在一起的一群
人。關心某領域的人所組成的團體，社群間成員會投入於共同的活動和討論，
並幫助他人及分享訊息（王為國，2007）。網路世界中的社群無實際地區範圍，
因此與實體社群相對稱之虛擬社群（Fernback, 1999）。聚集現實生活中擁有共
同興趣及喜好背景的人，藉網路進行溝通、互動和分享彼此的情感、文化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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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蔡至欣、賴玲玲，2011）。

四、參與行為（participative behavior）
本研究所指參與行為為虛擬社群中的資訊參與行為，包含低度主動的參與
如接收、瀏覽資訊，至較主動的參與如發表評論意見、分享及創造訊息（Yang,
Wang, & Lu, 201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依據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節將針對本研究題目的範圍與限制作說
明，以下分述之：

一、研究範圍
在家長對育兒資訊需求的研究中，大多聚焦在實體社群或網路搜尋的部
分，近年來因使用社群媒體的年齡層上移，許多家長對育兒的資訊需求不單只
有個人的搜索活動，而是轉往線上求助，因此本研究將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鎖
定在網路虛擬社群中，做為第一層次的選取。而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參與是近年
家長在尋求資訊時的新興行為，因此將社群參與行為做為第二層次的選定，綜
合以上得出本研究範圍，即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
之研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範疇為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參與行為也限定在親
子虛擬社群中，因此結論之育兒資訊需求無法推論至其他實體社群，且對於非
家長群體的參與行為也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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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立研究主題之後，確立研究範圍並擬定研究目的，再進行相關文
獻的探討釐清概念，最後規劃出適合的研究方法與架構。根據研究方法執行，
透過統計分析與整理，逐步完成資料統整與結果討論。研究流程如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探討與整理

建立研究架構

問卷建構

問卷預試與修正

正式問卷實施

歸納資料與分析

提出研究結論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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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為探究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首先須了解虛
擬社群育兒資訊的使用的概況與其相關研究，再分兩大主題探討家長的育兒資
訊需求。最後歸納出虛擬社群參與行為的種類，並介紹家長使用虛擬社群的參
與狀況，與相關研究的整理。本章以文獻探討進行概念的統整與研究回顧，以
作為本研究後續進行的架構及基礎。

第一節 親子虛擬社群概況與相關研究
一、 親子虛擬社群概況
Radey 與 Randolph（2009）指出，親子虛擬社群是繼人類發展和性教育網
站之後，最受歡迎的家庭生活教育網站。Pedersen 與 Smithson（2013）研究表
示育兒資訊已頻繁在互動式和非互動式的平台被使用，如正式親子虛擬社群中
的文章、影片及互動論壇。這些親子虛擬社群致力於為家長提供資訊，且宣稱
是協助父母促進健康家庭的核心工具。Baker、Sanders 與 Morawska（2017）提
及網路上的親子虛擬社群數量激增，其中一些網站甚至每月吸引的訪客數量達
數十萬，這些親子虛擬社群中的資訊能增加父母的知識，或提供溝通和社會支
持。
在親子虛擬社群上不論是影片、文章、談話，都能支持家長解決疑難雜
症，目前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用戶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無論教育程度及
種族，都具有一定的使用者（Pretorius, Johnson, & Rew, 2019）。由於虛擬社群
越來越受歡迎，使用虛擬社群分享自身育兒經歷或提供建議也已成為常態
（Divna et al., 2017）。Divna 等人（2017）進行網路調查，結果認可
Facebook、育兒網站和部落格是當今家長最常使用的虛擬社群來源，其中獲取
具體資訊和建議，是父母為了養育子女而造訪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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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親子虛擬社群雖然廣泛被使用，但許多研究皆指出使用者仍集中於較
年輕的族群。例如 Radey 與 Randolph（2009）的受訪者大多集中在 30 歲以
下，16％是 20 多歲、52％是 30 多歲，為親子虛擬社群的主要族群。Baker &
Yang（2018）的調查則顯示，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的使用者為平均年齡 30.6 歲之
父母，其中 37％的母親是初產婦，其餘家長的兒童年齡從新生兒至 31 個月不
等，皆為新手父母。Sensis（2016）也發現有 75%的 18-29 歲的人，和 66% 3039 歲的人頻繁地使用虛擬社群，此年齡段存在許多新手父母，親子虛擬社群便
成為這些新手父母簡單、實用的育兒資訊搜索工具。

二、 親子虛擬社群特性
由於親子虛擬社群允許家長公開描述對養育子女的疑難雜症，透過提出問
題及資訊分享，能有效解決有關撫養嬰兒和幼兒的疑問（Porter & Ispa, 2013）。
Divna 等人（2017）表示可匿名性是重要因素，有些父母可能因害怕面對面詢
問會受到排斥及侮辱而感到不舒服，匿名的特色便促使他們較願意造訪虛擬社
群媒體，以獲得線上的育兒支持。此種持續性的支持有助於緩解父母的不安全
感和內疚感（Lee & Sullivan-Bolyai, 2011）。並且這些提供親子相關議題的社群
被視為是一個安全、具有支持性的空間，讓家長能更方便了解育兒的資訊
（Gleeson et al., 2018）。
過去研究（Gleeson et al., 2018）回顧了兩項澳大利亞和 21 項國際研究，歸
納出家長獲得網路支持的原因為虛擬社群的特性，如資訊搜尋和決策、網路資
料的可靠性、方便、自我揭露、社會資本以及共享經驗。此外，除了便利性與
透明性，家長還可轉換各種不同資訊管道來解決育兒問題，例如從親友社群轉
換到專業權威的育兒資訊平台，或再到資訊豐富的親子虛擬社群及線上家長討
論區求證等等（謝吉隆、鄭宛靜，2012）。親子虛擬社群的成員因為共同的興
趣、經驗或需求，自願在線上進行互動，不僅給予使用者需要的訊息，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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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會關係和虛擬情感的支持（Pedersen & Smithson, 2013）。

三、 親子虛擬社群育兒資訊使用相關研究
Rothbaum、Martland 與 Jannsen（2008）調查已在使用虛擬社群做為兒童醫
療健康資訊來源的家長，58%的人選擇下次仍繼續使用網路，而只有 35%選擇
了醫療專業人員，其中母親比父親更仰賴社群的協助（Laws et al., 2019）。
Radey 與 Randolph（2009）隨機抽取有在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的家長，結果發現
母親、年輕父母、未婚父母、年幼子女的父母以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比同
齡人更有可能使用虛擬社群查找育兒訊息。
過去研究多次提及家長在懷孕期間的資訊需求，如 Connell（2012）以網路
問卷調查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的研究發現，75%以上的婦女至少每天都會使用社
群媒體查詢懷孕或養育子女的資訊。Lagan、Sinclair 與 Kernohan（2010）訪問
受訪者在懷孕期間使用虛擬社群上網尋求健康相關資訊，發現其對育兒的決策
信心有顯著提高。Deborah（2016）也調查虛擬社群在母親懷孕期間的作用，指
出雖然專業人士提供的訊息在女性特定的健康問題受到高度重視，但其他母親
在線上提供的情感支持、聯繫與親密關係，對許多女性來說是更重要的因素，
表示平台不只是提供建議，更多是同時建立友誼和社交網絡。
Maureen Devolin 等人（2012）研究結果表示親子虛擬社群提供了專家和其
他家長的建議，並能在留言板上與其他家長交流，而社群中的線上影片演示如
何更換嬰兒尿布、母乳餵養教學，甚至安裝兒童汽車安全座椅等，皆使家長感
到實用。Gazmararian、Dalmida、Merino、Blake、Thompson 與 Gaydos
（2013）研究提出，應提供多種形式的資源於媒體，如可以下載資訊的社群網
站；研究者也建議廠商多製作關於育兒主題的教育影片於相關社群中，供家長
觀看。Baker 與 Yang（2018）表明親子虛擬社群應該適當策劃，如醫療服務提
供者或教育工作者，建立良好的網站及社群，並教育婦女如何評估來自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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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由於社群平台的非正式及不受限制的特性，所提供的資訊必須具有可靠
性，應該提供良好的資源，並且除了鼓勵家長接收訊息之外，也要審查釋出的
訊息是否正確。
Gleeson、Craswell 與 Jones（2018）研究指出，現今家長使用虛擬社群，目
的是與其他同樣有育兒疑問的家長聯繫，線上的互動甚至會影響他們育兒教養
的決策，可說是為家長提供了一種建立、聯繫和橋接社會資本的方式。許多研
究（Madge & O'Connor, 2006; Connell, 2012）也指出親子虛擬社群中的育兒資
訊能有效解決家長的育兒需求，因此家長幾乎每天都會使用社群來查找育兒資
訊，有助於家長親職自信的提升，並使其具備更優質的判斷及決定。余思慧等
人（2014）也證實了親子虛擬社群能提供父母取得有效的育兒資訊，補充其不
足的社會資本，是親職互助的理想方式。

第二節 家長育兒資訊需求
Wilson（1981）剖析資訊需求乃源自於個人動機與所處之情境，因而就人
類的認知、情感與生理等基本需求衍生相對的兩種資訊需求類型，就育兒問題
而言，這兩類需求以生理和心理概括之。其中，Wilson 提及生理需求大多需要
即時解決，而心理類需求大多可自平日蒐集資訊開始。以此說法為基礎，另外
可用 Krikelas（1983）的模型進一步解釋及分類，一是立即性的需求
（immediate need），二是延遲性的需求（deferred need）。立即性需求為資訊尋
求者積極主動尋求資訊，為滿足解決資訊的問題。延遲性需求則為潛在需求，
可能透過各式管道蒐集、累積資訊，通常是指藉著長期資訊蒐集以建構對某件
事情的了解，來降低個體的不確定感，以備實際需求發生時可從先前建構之資
訊庫中檢索（Henefer & Fulton, 2005）。
綜合上述，本節根據 Wilson（1981）與 Krikelas（1983）所述之兩種資訊
需求的概念和意涵，統整延伸出本研究育兒之資訊需求，即為養育資訊需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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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導資訊需求，以下分述之。

一、 養育資訊需求
（一） 懷孕生育
養育資訊需求中，首先以懷孕、生育時之資訊需求先行探討，期間包括懷
孕胚胎形成之始，至生育嬰兒之時。Lagan 等人（2010）表示女性在懷孕期間
於網上搜索平均超過 10 次懷孕相關訊息。如上節所述，網路的匿名性為女性提
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交談或交換有關懷孕和養育子女的訊息，並從中得到新
興和實用的知識，進而效仿、學習（Grimes, Forste, & Newton, 2014）。其中
Grimes、Forster 與 Newton（2014）發現有 45.2%的女性使用網路作為生育訊息
的來源，而這些懷孕中的女性在網路參與時，大部分的資訊需求包括了營養和
餵養、嬰兒睡眠、疫苗接種等等。另外，Baker & Yang（2018）也指出有超過
四分之三的女性時常造訪網路社群尋找各種與懷孕生育相關的主題，資訊需求
則包括分娩、新生兒護理、新生兒成長與發展。
（二） 飲食作息
母親對兒童飲食營養的資訊有大量之需求，餵養時間、方式以及母乳知識
等皆需要更多詳細的資訊（Gazmararian et al., 2013）。Laws、Walsh、Hesketh 與
Kuswara（2019）針對母親和父親使用網路獲取有關兒童健康、餵養的訊息，並
檢視父母變項是否有差異，結果顯示，與父親相比，母親使用網路查找兒童健
康及兒童餵養的比例較高，甚至打算使用社群網站與其他父母進行進一步的聯
繫，且無工作的母親在網路上尋求兒童餵養的訊息是有工作母親的 1.7 倍。此
外，有超過 90%的母親會參考網路資訊進行兒童營養食譜，顯示母親對兒童營
養的需求亦高。Porter 與 Ispa（2013）透過分析網路上較受歡迎的線上育兒留
言板來探討育兒問題，發現育兒需求主要集中養育、生理方面的需求，如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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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飲食營養和睡眠問題，其中提及母親們對孩子如何開始獨立睡眠表示擔
憂。Maureen Devolin 等人（2012）隨機抽取加拿大 1,064 名 6 歲以下兒童的父
母，為理解家長的需求，請受試者家長們評估 43 個育兒主題，結果顯示有高達
95.8%受訪者認為母乳餵養、兒童睡眠、飲食及發育的問題很重要。謝吉隆、鄭
宛靜（2012）的研究受訪者也談及不少有關飲食作息的問題，如厭奶、挑食、
作息或者排便問題。
（三） 醫療健康
網路參與者在養育方面之需求還包括了健康和醫療的資訊，許多有關網路
參與者尋求醫療健康資訊的研究發現，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低收入父母，86%的
人在網路上搜尋醫療資訊及兒童的健康訊息（Atkinson, Billing, Desmond, Gold
& Tournas-Hardt, 2007）。另外也有高達 80%的母親在線上尋求兒童的健康訊息
（Rothbaum, Martland, & Jannsen, 2008）。而 97%的婦女則利用網路尋求健康訊
息之後，用於教育決策或指導他人（Lewallen & Côté-Arsenault, 2014）。謝吉
隆、鄭宛靜（2012）表示許多與幼兒成長相關的資訊，由於受到政策的影響容
易獲取，且具有醫學證實，因此上網搜尋健康、醫療類的資料成為可靠的方
式。家長認為網路是傳播育兒訊息的可信來源（Allen & Rainie, 2002）。但是
Gazmararian 等人（2013）透過焦點團體訪談，發現母親缺乏有關健康服務的訊
息，新手媽媽表示希望有更完善的醫療保健資訊於社群中方便查閱，如健康保
險或醫療補助。許多家長在網路上搜尋之資訊後仍無法明確了解，因而轉至社
群網站或其他社會中介，尋求訊息的整理與提供。

二、 教導資訊需求
謝吉隆、鄭宛靜（2012）指出，與兒童教導相關的問題，因跨至心理方面
的複雜形成原因，牽涉到育兒者個人認知、社會網路與網路媒體的訊息影響，
較無立即性解決的需求。例如兒童的態度養成，需要長期性觀察才可得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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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較依賴有經驗之長者或親友詢問。但仍有許多受訪者表示會試著從網路尋找
答案，前提是鎖定的育兒相關社群網站必須受到家長的信賴。
教導方面的育兒需求大多涉及跨域主題，例如母親的養育壓力、家庭親子
關係、兒科醫生的建議以及兒童未正常發育的擔憂等等（Porter & Ispa, 2013）。
Rothbaum 等人（2008）訪談家長的結果表示，85%的家長使用網路查找有關兒
童或家庭的訊息，搜索頻率最高的為就學資訊、兒童娛樂活動、兒童發展以及
詢問育兒相關建議。有關兒童娛樂方面的需求，研究指出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
更有可能尋求有關兒童遊戲的訊息（Laws et al., 2019）。Grimes 等人（2014）探
討家長在網路上參與育兒話題的研究則有提到，母親對兒童發展、兒童氣質、
生活技能的訓練或親子關係的重視及需求。
此外，兒童的教養方式也是教導方面最重要需求之一，從國內知名的親子
網站及兒童雜誌統整出家長教關注的議題，其中包含不同的教養觀念、行為處
理、幼稚園選擇、才藝與外語學習、親子共讀、教具選擇等等（謝吉隆、鄭宛
靜，2012）。Christopher（2009）也根據先前文獻整理出常見的家長育兒疑問，
如學校的選擇、學業成就以及兒童休閒去處。Shim 與 Shin（2019）訪問韓國母
親的育兒資訊需求結果則顯示，金錢是養育子女的主要障礙，因此家長最關心
的是孩子托育設備和教育機會的花費，這些就學與照護的選擇需要尋求網路社
群其他有經驗之母親給予建議。

第三節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與相關研究

本節先歸納出社群參與行為的種類，再了解家長參與社群的概況，最後進
行相關研究的整理。

一、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Dolan、Conduit、Fahy 與 Goodman（2016）提出參與強度包括三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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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低強度之低度主動參與行為、再者是中等積極貢獻之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最後則是高強度的的主動參與行為，高度主動參與行為相對應之行為為分享以
及創建。Malthouse、Haenlein、Skiera、Wege 與 Zhang（2013）也指出虛擬社
群中不同分層的參與度，從基本的參與形式，例如點選「Like」；到共同創造活
動，例如撰寫評論等較高形式的參與。
根據以上文獻，本研究歸納整理並將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分為三大類：低度
主動參與、中度主動參與及高度主動參與。觀看社群內容而不做出過多回應與
貢獻，即為低度主動參與，也稱作「潛伏」（Lai & Chen, 2014）。反之使用者發
佈、回應內容，與社群成員互動、參與社群活動等，則將歸類為中度及高度主
動參與（Tsai & Pai, 2013）。低度主動參與者能為社群增加流量，而中至高度主
動參與者則為社群創建內容（Vohra & Bhardwaj, 2019）。
（一） 低度主動參與
1. 瀏覽
僅潛伏於社群中瀏覽並蒐集資訊，不與他人互動（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瀏覽型的參與者觀察他人討論或自我揭露，不發表任何意見，
這些潛伏者可能停留在社群的時間較長，且從社群獲得的資訊也多，但不會積
極回應創作者的內容（蔡至欣、賴玲玲，2011）。在社群中單純進行搜尋並瀏
覽，因為尋求訊息也是參與者尤其家長使用社群媒體的主要動機，能為進行決
策前提供一些意見（Gleeson et al., 2018）。過去研究（Molinillo, Anaya-Sánchez,
Morrison, & Coca-Stefaniak, 2019）顯示虛擬社群中粉絲數或追蹤數多者不一定
含有較高的參與度，有些關注人數多的社群參與度反而低，因為潛伏者在其中
僅瀏覽獲取訊息，並無產生互動，即是來自於低度主動參與者的潛伏效應。
Hagel 與 Armstrong（1997）更表示通常虛擬社群中以瀏覽者或觀光客型的成員
居多，建議經營者多了解社群內的成員組成，並做出因應的措施調整。以下整

16

理過去研究歸納出習慣僅瀏覽參與的社群成員原因可能如下：1.成員僅在匿名
的環境下參與社群，以確保個人隱私；2.對公開發文感到不自在、害羞；3.身分
為新加入的成員；4.缺乏該問題的專業知識，因此無法給予他人建議；5.認為其
他成員會給予回應，因此不主動回覆；6.因私人時間及工作的因素。
（二） 中度主動參與
Agostino（2013）指出積極的參與者通常會透過回覆、分享、推文、轉貼
的方式生成內容。其中回覆和轉貼則可產生較高的參與度（Bonsón, Perea &
Bednárová, 2019）。朱文禎、陳哲賢（2007）表示可將這些虛擬社群中的主動參
與者視為知識擁有者及知識需求者，透過虛擬社群的平台如討論區、聊天室或
電子佈告欄等，將資訊外化、移轉、內化與創造的互動過程。主動參與者將個
人獲取的資訊分享給其他人，這些參與行為不僅限於單一的個人活動，而是發
生在虛擬社會網路中，共同努力合作的行為（Tsai & Lai, 2011）。
1. 提問
在 Rioux（2005）所提出的資訊獲取與分享理論中提及，資訊獲取是有意
識的儲存他人所提出之資訊，且在不同的情境下獲取資訊時，會回想起他人所
提出之資訊。虛擬社群成員透過社群網路提問、互動，產生並吸收社群成員所
創造的知識（朱文禎、陳哲賢，2007）。參與者閱讀社群中的資訊、張貼並發表
自身疑問，即是虛擬社群中參與提問的行為（Ridings, Gefen, & Arinze, 2002）。
因此除了搜尋資料庫中過去分享的文章之外，也可以在社群中張貼文章，向社
群發出資訊的需求訊息（朱文禎、陳哲賢，2007）。舉例家長於線上論壇的資訊
獲取行為，家長會提出問題，試圖獲取他人資訊，以衡量身體和心理的感受是
否與他人相同，並向其他家長發洩其挫折感，期望得到同情與支持（Cohen &
Raymon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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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應
資訊擁有者欲給予其本身所具備的資訊，可透過回應資訊需求者的文章來分
享自己的知識，使他人獲取需要的資訊。即參與他人提出的議題討論或他人自
我揭露的評論行為（蔡至欣、賴玲玲，2011）。Divna 等人（2017）表示在社群
貼文中讀者可使用「喜歡」按鈕，或透過評論、回覆的方式與其他成員互動。
成員間的回應頻率是虛擬社群中重要的一環，如回覆其他成員的文章、照片，
或是主動留言私訊給其他成員（蔡顯童、邱雅鈴，2011）。Bonsón、Royo 與
Ratkai（2014）表示回應、評論能創造社群中更高的雙向互動，同時也是虛擬
社群中較為缺乏的參與行為。Ridings 等人（2002）指出社群中評論其他參與者
貼文的行為即是參與回應。虛擬社群中常見的回覆文章討論方式，正是中度主
動參與的行為，而這樣的參與過程不僅能解決資訊需求者的問題，回應者亦能
獲得名聲與成就感（朱文禎、陳哲賢，2007）。
（三） 高度主動參與
1. 分享
過去研究時常出現「共享」一詞，指社群參與者主動分享經驗、策略、建
議及資源，並透過這樣主動給予資訊的行為活絡彼此互動，從中得到社群成員
間的情感支持（Hall & Irvine, 2009）。Wasko 與 Faraj（2000）表示若在虛擬社
群中無人願意分享、貢獻自身的知識與資源，知識分享便不可能發生，因此參
與分享在社群中是非常必要的行為。Sonnenwald（2006）認為分享是根據其他
人的需求提供資訊，並確認資訊是能被能理解的，且這個資訊對他人是具有影
響力的。舉例而言，在網路環境中偶遇自己或他人所需要的資訊，並進一步分
享這些資訊給其他需要的人（Erdelez & Rioux, 2000）。主動的參與者透過發佈
訊息、宣傳經驗或表達其對日常生活的感受（Shao & Pan, 2019）。這些參與者
會提出議題或創建資訊與人交流（蔡至欣、賴玲玲，2011）。這些高度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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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虛擬社群的行為，在社群中能為平台貢獻流量，像是發表文章、分享照片
等，能推動社群永續的營運（蔡顯童、邱雅鈴，2011）。
2. 創建
整理自身發現的議題，發佈貼文於虛擬社群中，並於自己的頁面收到評
論、回饋，即是創建資訊的行為，或是加入特定主題之育兒小組社團，與他人
共創交流討論場域（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發現當母親想參考其他經驗時，會花費時間與其他家長私訊聯
繫，另外組成社團。母親能在這些網路中形成私人緊密社群，群組中互相分享
與家庭相關的資訊，或分享和兒童有關的議題，並且會進一步預約相互見面
（Palmén & Kouri, 2013）。母親除了在虛擬社群上與其他母親分享訊息，有些
母親選擇加入或創建虛擬社群中的社團，與關注相似議題的成員結合，互相給
與資訊交流和情感支持（Gruver, Bishop-Gilyard, Lieberman, Gerdes,
Virudachalam, & Suh, 2016）。

二、 家長參與虛擬社群之概況
Baker 與 Yang（2018）調查 117 名母親發現有 43%的人會使用社群與其他
母親交流，而 99%的人使用網路社群來尋求育兒問題，89%的人在懷孕或他們
作為父母角色的期間使用社群網站找尋相關的問題和建議，84%的人認為社群
媒體上結交的朋友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支持。由於在社群中家長能透過觀察和
互動與有經驗的家長學習，例如新手媽媽將他們在社群中觀察到的行為，適應
到自己的社會環境中，並學習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因而獲取現實生活中育
兒的鼓勵與支持。McDaniel、Coyne 與 Holmes（2012）也發現 157 位媽媽中每
天在電腦上花費平均 3 個小時，其中有些偶爾瀏覽社群資訊（76%），有些會撰
寫或評論其他的留言（61%），主要參與行為為記錄個人經歷並與他人分享
（89%），以及與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繫（86%），顯示家長參與社群已經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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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媒體形式。家長習慣在社群網站上分享成功的育兒經歷，並從其他父母的
回應中獲取反饋，這樣的互動交流能減輕家長的壓力，提升母親在育兒時的幸
福感，因為家長認為如此能與外界聯繫更緊密。

三、 家長虛擬社群參與行為相關研究
Palmén 與 Kouri（2013）研究母親參與社群媒體和線上健康資訊的經驗，
發現最受母親歡迎的是社群媒體工具，因其能形成一個友誼性質的緊密團體，
在群組中母親分享日常家庭相關的訊息，或分享和兒童健康有關的議題，並且
會進一步預約相互見面。Divna 等人（2017）探討了家長參與不同虛擬社群媒
體資源的行為，發現家長使用虛擬社群大多為查找資訊、提問，較少是為了尋
求情感支持。另外於 Facebook 上的運用，父母可僅潛伏於社群中瀏覽並蒐集資
訊不與他人互動，也可發佈自身發現的議題，並在自己的頁面中收到評論，最
後是可加入特定主題之育兒小組社團（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
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研究母親日常中的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發現當他們想參考其他母親的經驗時，會在社群中搜尋其他母親的訊息，並加
以蒐集、儲存資料，或更深入去主動聯繫對方，進一步組成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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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獻探討小結
現今許多育兒資訊相關社群已頻繁被使用，成為父母簡單、實用的育兒工
具，最主要原因為資訊的便利性與透明性，且可轉換各種不同資訊管道來解決
問題，不僅給予使用者需要的訊息，還提供了社會關係和虛擬情感的支持。而
家長對育兒的資訊需求分別有生理上立即性的養育資訊需求，以及心理上延遲
性的教導資訊需求兩種。養育資訊需求包含了從懷孕開始至兒童飲食作息，以
及醫療健康的顧慮；教導需求則因為形成原因複雜，較無立即性解決的需求。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分別有低度、中度、高度主動參與行為，家長可透過虛擬社
群進行不同程度的參與行為，來尋求需要的資訊。但由於過去研究對家長如何
使用社群於育兒資訊的價值知之甚少，至今為止很少有研究深入探討父母如何
使用社群媒體來獲取育兒支持，因此本研究著重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育
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依據相關文獻整理出適合本研究之育兒資訊需求與參
與行為構面，最後歸納出結論並給予相關建議，以補充相關領域之文獻，供後
續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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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設計
本章節共分為六個部分，依序為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
具、研究實施，以及資料處理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問題與文獻探討，欲了解親子虛擬社群中家
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將結果分析並探討親子
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情況、關聯與差異。研究架構如
圖：

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

參與行為

育兒資訊需求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養育資訊需求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教導資訊需求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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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對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參與行
為之資料進行蒐集，並了解親子虛擬社群中不同背景家長對育兒資訊需求及其
參與行為的差異。問卷調查法是透過問卷題項的設計，訪問一群具有代表性的
群體，並將其答案推估至母群體，了解某特定問題的態度和行為反應（邱皓
政，2010）。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法的方式，能不受限於地理空間，觸及
有在使用親子虛擬社群且具有育兒資訊需求的家長，提升問卷的回收數量。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了解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其參與行為，採用
「便利抽樣」，對象為臺灣地區有使用育兒相關社群或一般虛擬社群等線上資
源，尋求育兒資訊經驗的家長。預試及正式施測皆以網路問卷調查，研究者將
網路問卷連結發佈於 BabyHome、veryWed、ptt 學齡前版等親子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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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依照研究方法建立問卷調查表為研究工具，問卷將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
受測者個人基本資料、家長育兒資訊需求、以及虛擬社群參與行為。第一部分
則以名目尺度分析，第二部分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由最低（1 分）至最高（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同意」。第
三部分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由最低（1 分）至最高（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

表 3-1 問卷構面
主構面

次構面

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養育資訊需求

第二部分
育兒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第三部分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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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
確立研究範圍及對象後，本研究將問卷草擬完成，交由指導教授及專家學
者提供具體修正建議，修正問卷中措辭不當、多餘之部分，以確立問卷內容的
信效度。並將問卷主動放置於 BabyHome、veryWed、ptt 學齡前版等親子網路
平台，進行問卷的預試，再針對回收後之結果刪除不當或語意不清之題項，以
及重新審視論文題目的語順，最後擬定確立正式之版本。

一、問卷預試
本研究問卷草擬完成後，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問卷題項與內容之措辭與邏輯
性審查，提供具體修正建議，並依據建議進行修正，將修正後的問卷透過網路
進行預試。本研究預試問卷完成後以 Surveycake 網路問卷平台
（www.surveycake.com/tw）進行網路問卷的製作，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7 日主動放置於 BabyHome、veryWed、ptt 學齡前版等親子網路
平台，為增加受測者人數，供家長填答後參加超商禮券及 line 貼圖的抽獎。並
針對有使用親子虛擬社群之家長進行預試，以了解受試者對網路問卷題項之了
解。根據吳明隆（2011）所指出，預試樣本數至少是最多題項之分量表的 3 至
5 倍人數為原則，且涂金堂（2012）建議分析所需人數最好不要低於 100 人。
經計算後，以最多題數之「育兒資訊需求」量表中的 18 題做計算，預試人數應
介於 54 至 90 人之間。本研究共回收 103 份有效問卷，符合預試樣本。問卷回
收後以 cronbach’s α 係數進行信度檢測，信度係數達到.90 的標準，合乎信度
要求，而當 cronbach’s α 值大於或等於.70 時則屬於信度甚佳預試問卷（吳明
隆，2011），本研究皆符合標準。各構面信度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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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預試問卷檢驗一覽表

類別

分向構面
cronbach’s
α 值

分項構面

養育資訊

整體
cronbach’s
α 值

.84

家長育兒資訊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分量表
cronbach’s
α 值

.87
教養資訊

.84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58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89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72

.90
.88

在預試過程中，同時蒐集受測者對問卷的建議，並根據其回饋之建議與專家學
者進行討論與修改問卷用詞與部分內容，以進行正式的問卷發放。

二、正式實施
本研究以 Surveycake 網路問卷平台（www.surveycake.com/tw/）進行正式
問卷的製作，問卷連結：https://www.surveycake.com/s/gMMPa。本研究以使用
過親子虛擬社群的家長為研究對象，放置於 BabyHome、veryWed、ptt 學齡前
版等親子網路平台，以蒐集符合本研究對象之樣本。此外，為增加問卷填答意
願，本研究在問卷截止後，將從有效問卷進行抽獎，分別贈送 5 組超商 100 元
禮券及 5 組 line 貼圖。問卷發放期間為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1
日。共回收 466 份，經篩選後剔除 1 份重複填寫之無效問卷，因此有效問卷共
計 46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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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分析
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法蒐集之資料進行統整與分析，處理方法以及程序說
明如下：
回收正式施測之問卷後，先剔除重複填寫或填寫未完整之無效樣本，並將
文字資料匯入 Excel 進行編碼與整理，再將轉好之數據輸入至 SPSS 23.0 軟體，
進行統計資料分析，以下分述本研究採用之統計執行方式：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由 Cronbach’s α 係數檢驗問卷信度，衡量題目之間的一致性與穩定
性，Cronbach’s α 係數達 .70 則表示問卷達內部一致性，係數越接近 1 則信度越
高。
（二）敘述性統計
為了解回收樣本之基本資料的分布情形與特性，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使用虛擬社群搜尋育兒資訊的頻率等，以計次數量整理出平均數和百分比
的方式呈現。並根據平均數敘述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參與行為
之情況。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性別變項，分析親子虛擬社群中不同性別之家長的
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是否存有顯著差異。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親子虛擬社群中不同背景之家長對育兒資訊需
求、參與行為是否存有顯著差異。
（五）皮爾森相關分析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檢驗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兩變
項的相關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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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將分析問卷調查法蒐集之數據，並進行研究結果之討論。本研究節
次依序說明如下，第一節為受試者背景變項之敘述統計，第二節為親子虛擬社
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第三節為親子虛擬中家長的社群參與行為，第四
節為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第五節為親子虛
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分析，第六節為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參與行為
差異分析。

第一節 受試者背景變項之敘述統計
為分析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本研究以有使
用過親子虛擬社群且家長育有 0-6 歲兒童之經驗者為調查對象，並採用問卷調
查法進行蒐集。問卷內容以「您是否有使用親子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經驗
（如：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媽咪拜 MamiBuy、快樂寶寶教養育兒媽媽
經臉書社團…等）」篩選非本研究之對象。在此標準下，回收 465 份有效問卷。

一、 家長之描述性統計
從表 4-1 可知，在 465 份有效問卷中，以女性居多，共 433 人，佔整體的
93.1%，而男性為 33 人，佔整體的 6.8%。年齡分布情況，受試者多集中在 3039 歲，共 344 人，佔整體的 73.9%，而 50 歲（含）以上者人數最少，回收 0
人，佔整體 0%。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大學程度最多，共 308 人，佔整體的
66.2%，而高中職（含）以下者最少，僅 10 人。職業統計上，以家管最多，共
151 人，佔整體的 32.4%，其次是職業農、工、商者，共 126 人，佔整體的
27%。使用親子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頻率方面，每天使用者最多，共 235
人，佔整體的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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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試者人口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項目

類別

次數分配（n=465）

百分比（%）

男

32

6.8

女

433

93.1

29 歲（含）以下

98

21

30~39 歲

344

73.9

40~49 歲

23

4.9

50 歲（含）以上

0

0

高中職（含）以下

10

31.6

專科大學

308

66.2

研究所

147

2.1

服務業

98

21

農、工、商

126

27

教育、文化

90

19.3

家管

151

32.4

每天

235

50.5

一週 4~6 天

94

20.2

一週 1~3 天

97

20.8

一週 1 小時至一天

39

8.3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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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討論
根據本研究受試者資料統計發現，受試者的性別分佈比例女性大於男性，
分別為 93.1%與 6.8%。創市際雙週刊（2016）報導，透過親子家庭類網站的使
用者以女性為主，占 63.7%。Baker 與 Yang（2018）的研究發現高達 99%的女
性會運用網路來尋求育兒問題，企圖取得育兒相關問題與建議。另外
McDaniel、Coyne 與 Holmes（2012）從問卷調查中亦取得回收數據，發現女性
在電腦上瀏覽育兒相關社群的頻率，高於男性超過將近 50%。根據以上文獻可
知，親子類型家庭網站的使用者大多為女性，且這些女性使用虛擬社群搜尋育
兒資訊的頻率高於男性，與本問卷樣本的結構相似。
本研究的受試者年齡，則以「30-39 歲」者最多，次高者為「29 歲(含)以
下」。台灣網路報告（2019）的服務應用概況顯示，網路社群的使用者以 12-39
歲佔比最高；另外對照創市際雙週刊（2016）的發現，親子家庭類型網站中，
使用者以 35-39 歲的女性人數為最大宗，與本研究結果相近。
本研究受測者以大學、研究者居多，TEPS-B 電子報（2016）調查受訪者使
用各類網路工具的頻率，發現教育程度與社群媒體使用有正向的關聯，其中大
學及碩、博士學歷者使用 Ptt 及 Facebook 社群的頻率與高中職或技職院校學歷
者明顯有別，教育程度愈高，使用網路社群媒體的情形愈加頻繁。台灣網路報
告（2019）抽樣全國縣市網路使用者的調查指出，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大學與
研究所以上者，佔比高達 71.8%，可證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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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
一、「養育資訊」需求之情況
家長養育資訊需求方面，由表 4-2 可知，以「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新
生兒照護的資訊」之平均數最高，為 4.33；而「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懷孕
分娩的資訊」分數最低，為 4.01。

表 4-2 養育資訊需求之情況
養育資訊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需求程度
(N=465)
類型平均

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懷孕分娩的資訊

4.01

.83

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新生兒照護的資訊

4.33

.78

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營養的資訊

4.14

.71

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作息的資訊

4.07

.79

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發育的資訊

4.22

.72

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醫療的資訊

4.20

.80

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保健的資訊

4.18

.76

4.16

二、家長「教導資訊」需求之情況
家長教導資訊需求方面，由表 4-3 可知，以「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
童遊憩的資訊」之平均數最高，為 4.2；而「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才藝
學習的資訊」分數最低，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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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導資訊需求之情況
教導資訊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需求程度
(N=465)
類型平均

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親子關係的資訊

4.02

.79

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家庭互動的資訊

3.89

.82

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遊憩的資訊

4.20

.76

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玩具的資訊

4.00

.83

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教材的資訊

4.07

.78

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閱讀的資訊

4.16

.75

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才藝學習的資訊

3.60

.88

8.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語文學習的資訊

3.72

.87

9.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托嬰中心的資訊

3.62

1.10

10.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幼兒園的資訊

4.09

.87

1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國小就學的資訊

3.77

.97

3.92

三、研究討論
本研究顯示，在育兒資訊需求中，養育資訊需求方面單題以「我需要親子
虛擬社群提供新生兒照護的資訊」為最高分。Grimes、Forster 與 Newton
（2014）的研究發現 45.2%的女性有新生兒照護資訊的需要，因而上網尋求親
生兒照護的相關訊息。Baker & Yang（2018）也指出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女性需
要新生兒護理、新生兒成長與發展的資訊。本構面中所有題項平均分數皆達 4
分以上，「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懷孕分娩的資訊」為最低者亦達 4.01 分，
表示家長對懷孕分娩的資訊需求仍表示同意。Lagan、Sinclair 與 Kernohan
（2010）的受訪者表示在懷孕分娩期間有高度的資訊需求，於網上搜索平均超
過 10 次懷孕訊息，且在懷孕期間使用虛擬社群上網尋求健康相關資訊，發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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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育兒的決策信心有顯著提高。Grimes、Forster 與 Newton（2014）發現有
45.2%的女性使用網路作為懷孕分娩時的訊息來源，對於懷孕時期的資訊需求有
明顯的提升。
教導資訊需求中，單題以「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遊憩的資訊」之
平均數最高。Rothbaum 等人（2008）的訪談紀錄顯示，85%的家長使用網路查
找有關兒童或家庭的訊息，搜索頻率最高的包含兒童娛樂活動，且其中受過大
學教育的母親更有可能尋求有關兒童遊戲的訊息。此外，教導資訊需求中單題
「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才藝學習的資訊」分數雖為最低，但平均分數
仍達 3.6 分，表示家長對兒童才藝學習的需求介於普通到同意之間。謝吉隆、
鄭宛靜（2012）即提及，家長在社群上較關注的議題包含了不同的學校選擇、
才藝與外語學習等，在學齡前重視有關學科以外的學習，即才藝及外語等。推
測因問卷發佈平台以 ptt 學齡前版為大宗，且主要填答者年齡層落於 30-39 歲，
目前育有的子女以學齡前兒童居多，對於教導方面的需求仍以閱讀、玩具、遊
憩為主，並更注重餵養、成長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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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參與行為
一、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由表 4-4 可知，親子虛擬社群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的單題以「我會在親子虛
擬社群上瀏覽資訊」之平均數最高，為 4.51；而「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收藏
文章」分數最低，為 3.46。
表 4-4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需求程度(N=465)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瀏覽資訊

4.51

.64

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搜索資料

4.37

.74

類型平均

3.96
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按讚貼文

3.51

1.06

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收藏文章

3.46

.99

二、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由表 4-5 可知，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回覆資訊」之平均數最高，為
3.05；而「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評論貼文」分數最低，為 2.74。
表 4-5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需求程度(N=465)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提出疑問

2.90

.99

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回覆留言

3.05

1.06

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評論貼文

2.74

1.04

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分享文章

2.77

1.12

5 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轉發連結

2.8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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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平均

2.86

三、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親子虛擬社群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中，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加入社
團」之平均數最高（表 4-6），為 3.8；而「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創建社團」
分數最低，為 1.81。
表 4-6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之情況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發表創作

2.20

.99

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加入社團

3.80

.91

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發起活動

1.89

.88

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創建社團

1.81

.90

需求程度(N=465)
類型平均

2.43

四、 研究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單題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
瀏覽資訊」之平均數最高，此類型參與者觀察他人討論或自我揭露，不發表任
何意見，這些參與者停留在社群的時間較長，且獲得的資訊亦多，但不會積極
回應創作者的內容（蔡至欣、賴玲玲，2011）。過去研究（Molinillo, AnayaSánchez, Morrison, & Coca-Stefaniak, 2019）顯示，虛擬社群參與者多數以瀏
覽、獲取訊息為主要參與行為，大多不採取高參與行為。Hagel 與 Armstrong
（1997）更表示，通常虛擬社群中以瀏覽者類型的成員居多，與本研究結果相
似。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單題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回覆資訊」平均數
最高，Divna 等人（2017）表示，以回覆的方式與其他成員互動，如留言於成
員的文章、照片，是多數社群參與者的行為。Ridings 等人（2002）指出，社群
中回覆其他參與者貼文的行為為主動參與行為，這樣的參與過程不僅能解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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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需求者的問題，回應者亦能獲得名聲與成就感（朱文禎、陳哲賢，2007）。
高度主動參與中，單題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加入社團」最高分，
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的研究提及母親的資訊需求提高時，高
度主動參與的行為也將提高，例如加入社團與社團內的家長互相分享家庭及兒
童相關資訊議題。虛擬社群中的育兒小組社團成為家長主動參與的場域，在社
團內能夠發揮自己在育兒經歷中整理的知識經驗，布達於群組其他成員，同時
得到評論和回饋，能使參與者獲得成就感及歸屬感，因此加入社團成為多數家
長的選擇（O’Keeffe & Clarke-Pearson, 2011）。
中度及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各題項平均數皆未高於 4 分，且多數落於 2
至 3 分（見表 4-5 及 4-6），顯示家長對親子虛擬社群主動參與的行為表示「不
同意」和「普通」，中度至高度主動的參與程度不高。相對於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皆高於 4 分，顯示家長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多以瀏覽者及觀光客的為主要行為
狀態。Agostino（2013）指出積極的參與者會適時表現中度及高度的參與行
為，但在行為表現前仍會先展現低度主動參與行為。Hagel 與 Armstrong
（1997）表示由於參與者在進行中度及高度主動參與行為時，會因擔心自身專
業知識缺乏無法給予正確回應，而感到不自在，同時，參與者為避免個人隱私
暴露於社群媒體上，因此不採取高度的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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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
為瞭解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本節以皮
爾森相關檢定檢測各變項間之相關性，再從結果進行研究與討論。

一、 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相關分析
以皮爾森相關分析檢測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當相關係數值越接
近正負 1 時，表示變項的關連情形越明顯，結果參見表 4-7。各變項間的相關係
數皆呈顯著，且相關係數為正值，表示兩者達到顯著的正相關，兩者之間彼此
會正向共變。一般研究者認為，相關係數 0.3 以下為低相關，0.3~0.7 為中等相
關，0.7 以上為高度相關，故本研究結果可推定各變數之間的相關性（黃姵嫙，
2018）。表 4-7 可見，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相關係數介
於 .290 至 .675 間（p<.01），屬於低至中度相關，其中「教導資訊需求」與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的相關係數最高（r=.675，p<.01）。
表 4-7 育兒資訊需求與參與行為之相關性

N=465

變項/構面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養育資訊需求

.499**

.311**

.290**

教導資訊需求

.675**

.367**

.401**

**p<.01 時(雙尾)，顯著相關

二、 研究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關聯性，
整體呈現低至中程度之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高，各種程度的主動參與行
為也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與「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為中度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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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研究母親的虛擬社群參與行為，發現當
他們資訊需求提高，欲參考其他母親的經驗時，會在社群中搜尋其他母親的訊
息，並加以蒐集、儲存資料，與本研究提及之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相同，如瀏
覽、搜索、收藏文章等。Gleeson 等人（2018）也指出在育兒決策前家長需要獲
取意見，為滿足資訊的需求，會提高社群瀏覽頻率，此時尋求訊息的行為成為
主要參與社群的動機，本研究結果與上述學者觀點相似。
育兒資訊需求與「中度主動參與行為」及「高度主動參與行為」為低度正
相關。Cohen 與 Raymond（2011）的研究指出例證，家長在線上論壇產生資訊
需求時，會提出問題試圖與他人進行討論，並衡量身心感受是否與他人相同，
向其他家長發洩其挫折感，期待透過主動參與行為得到情感回饋與支持，因此
需求程度與主動參與行為亦有相關性存在。Ridings 等人（2002）指出，虛擬社
群中的主動參與行為包含參與回應，前提為資訊需求者需求提高，企圖解決自
己與他人問題，因而有了主動的參與行為，再從中獲得名聲與成就感。
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的研究提及母親的資訊需求提高時，高
度主動參與的行為也將提高，如創建社團、加入社團等，互相分享家庭及兒童
相關資訊議題，且會進一步相約見面，本研究結果與上述學者觀點相似。
其中，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的
相關性呈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低度主動參與行為，即過
往文獻提及之「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的瀏覽頁面、蒐集資訊行為。Loudon、
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發現，當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提高，欲參考其他
家長經驗時，會提高其瀏覽、查詢社群資訊的行為。Gleeson 等人（2018）也指
出，在育兒決策前家長需要獲取意見，為滿足資訊的需求，參與瀏覽社群的低
度主動參與行為將提高，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中度主動參與行為」的相關性
亦為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中度主動參與行為。Riding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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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2）指出，資訊需求者需求提高，將企圖解決自己與他人的問題，帶動
虛擬社群中的主動參與行為，包含參與回應，即本研究中的中度主動參與行
為。
另外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高度主動參與行為」的相
關性亦為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表示，育兒資訊需求提高，高度主動參
與行為也提高，如創建社團、加入社團等行為，但此類型參與行為的主動性極
高，僅有 30%的家長會因資訊的需求進行高度主動參與行為，與本研究育兒資
訊需求對高度主動參與行為呈低度正相關，結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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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分析
本節以不同背景變項之家長進行育兒資訊需求差異檢定。性別部分採用獨
立樣本 t 檢定，其餘項目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最後再進行研究討論。

一、 不同背景變項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一） 不同性別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由表 4-8 可知，不同性別家長中，育兒資訊需求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4-8 不同性別對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
因素別
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32

4.13

.580

-.344

433

4.17

.561

-.335

32

3.707

.578

-2.274

433

3.940

.556

-2.202

p
.525

.734

N=465
（二） 不同年齡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由表 4-9 可知，不同年齡家長中，育兒資訊需求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4-9 不同年齡對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
因素別

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

.188

2

.094

組內

146.45

462

.317

組間

.610

2

.305

組內

145.27

462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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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96

.970

（三） 不同教育程度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由表 4-10 可知，不同教育程度家長中，育兒資訊需求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
異。
表 4-10 不同教育程度對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
因素別

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組別

SS

df

MS

組間

.271

2

.136

組內

146.37

462

.317

組間

1.39

2

.695

組內

144.49

462

.313

F

.428

2.22

（四） 不同職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由表 4-11 可知，不同職業家長中，育兒資訊需求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4-11 不同職業對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
因素別

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

2.02

3

.673

組內

144.62

461

.314

組間

1.04

3

.035

組內

145.78

46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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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146

.109

（五） 不同使用頻率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差異
由表 4-12 所示，不同使用頻率的家長對育兒資訊需求達顯著差異，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家長使用頻率為「每天」者，對養育資訊的
需求程度明顯高於使用頻率為一週 1 至 3 天及使用一週 1 小時至一天之家長。
而在教導資訊需求中，家長使用頻率為「每天」者之需求程度則明顯高於僅使
用一週 1 小時至一天之家長。
表 4-12 不同使用頻率對育兒資訊需求之差異
因素別

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

變異
來源

SS

df

MS

組間

8.17

3

2.72

組內

138.47

461

.300

組間

3.96

3

1.32

組內

141.92

461

.308

F

Scheffe’s
method

9.061**

4.289*

a>c
a>d

a>d

註：a＝每天；b＝一週 4-6 天；c＝一週 1-3 天；d＝一週 1 小時至一天
N.S.係指事後檢定不顯著 *p< .05 **p< .01

二、 研究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之家長，育兒資
訊需求無顯著差異。鍾怡靜（2009）、陳佩瑜（2007）在其育兒相關的研究結果
指出，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家長，在不論是育兒觀念、教養信念等等
方面，皆不會因以上三者背景不同而產生顯著的差異，因此本研究進而推論，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於育兒的資訊需求亦相似。
在使用頻率部分，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使用頻率對育兒資訊的「養育資
訊」及「教導資訊」兩個類別皆有明顯差異。進一步事後檢定發現，「每天」使
用的家長對養育資訊的需求程度顯著高於「一週使用 1-3 天」以及「一週使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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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至一天」的家長；且「每天」使用的家長對教導資訊的需求程度亦顯著高
於「一週使用 1 小時至一天」的家長，顯示使用頻率高達「每天」的家長對育
兒資訊的需求相對較高。從過去文獻可與本研究結果相呼應，McDaniel、
Coyne 與 Holmes（2012）便指出 157 位媽媽在社群上花費平均 3 個小時，這些
「每天」使用虛擬社群的家長，相對於其他「非每天」使用的受訪者而言，上
社群查找訊息的頻率較高，對資訊的需求亦較高。Connell（2012）從網路問卷
調查也發現，75%以上的婦女每天都會使用社群媒體查找育兒資訊，對育兒資
訊的需求程度高過其他 25%沒有每天使用的家長。

第六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參與行為差異分析
本節以不同背景變項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參與行為差異檢定。性別部分採
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其餘項目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最後再進行研究討論。

一、 不同背景變項家長使用親子虛擬社群之參與行為差異
（一） 不同性別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由表 4-13 可知，不同性別家長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僅有低度主動參與行為具
有顯著差異，其中，女性家長的低度主動參與行為顯著高於男性家長的低度主
動參與行為。
表 4-13 不同性別對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差異
因素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32

3.742

.460

-2.146

433

3.978

.610

-2.729

32

3.069

.846

1.382

433

2.850

.866

1.409

32

2.625

.760

1.673

433

2.410

.697

1.554

N=46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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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9**

.287

.841

（二） 不同年齡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由表 4-14 可知，不同年齡家長中，育兒資訊需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求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4-14 不同年齡對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差異
因素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

.552

2

.276

組內

167.83

462

.363

組間

.604

2

.302

組內

346.75

462

.751

組間

.884

2

.442

組內

228.48

462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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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759

.403

.894

（三） 不同教育背景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由表 4-15 所示，不同教育背景的家長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的參與行為達顯著
差異，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家長教育程度為專科、大學者，在
中度主動、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中，皆顯著高於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另外教育
程度為高中職（含）以下之家長，在高度主動參與行為中，顯著高於研究所學
歷的家長。
表 4-15 不同教育程度對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差異
因素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變異
來源

SS

df

MS

組間

2.61

2

1.30

組內

165.78

462

.36

組間

5.29

2

2.64

組內

265.78

462

.74

組間

6.50

2

3.25

組內

222.87

462

.48

註：a＝高中職(含)以下；b＝專科大學；c＝研究所
N.S.係指事後檢定不顯著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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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cheffe’s
method

3.63*

-

3.57*

b>c

6.73**

a>c
b>c

（四） 不同職業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由表 4-16 可知，不同職業家長中，育兒資訊需求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
異之兩個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表 4-16 不同職業對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差異
因素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變異來源

SS

df

MS

組間

2.79

3

.929

組內

165.60

461

.359

組間

4.15

3

1.39

組內

343.20

461

.74

組間

.296

3

.10

組內

229.07

46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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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59

1.86

.20

（六） 不同使用頻率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差異
由表 4-17 所示，不同使用頻率家長的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達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使用頻率為每天、一週 4-6 天者以及一週
1-3 天的家長，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皆顯著高於只使用一週 1 小時至一天的家長。
表 4-17 不同使用頻率對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之差異
因素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變異
來源

SS

df

MS

組間

6.53

3

2.18

組內

161.86

461

.351

組間

4.19

3

1.40

組內

343.17

461

.74

組間

3.11

3

1.04

組內

226.25

461

.491

F

Scheffe’s
method
a>d

6.20**

b>d
c>d

1.88

-

2.11

-

註：a＝每天；b＝一週 4-6 天；c＝一週 1-3 天；d＝一週 1 小時至一天
N.S.係指事後檢定不顯著 **p< .01

二、研究討論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及職業之家長，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參與行
為無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女性低度主動參與成度顯著高於男性。Kuswara
（2019）對男女使用網路獲取育兒相關訊息做調查，檢查兩性別變項是否有差
異，結果顯示，與男性相比，女性使用網路主動參與查找育兒資訊的行為程度
較高，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教育程度在專科、大學者，中度主動參與行為及高度主動參與行為皆顯著
高於研究所學歷者，顯示教育程度為專科、大學的家長對社群的黏著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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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願意花時間與平台上其他家長互動、貢獻平台流量。而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以下者，其高度主動參與行為又顯著高於研究所以上學歷之家長，顯示教育程
度為研究所以下之家長，在群組上與其他家長互動及互相討論的機率較高，期
望尋得經驗者之分享與認同。許勝智、張昌吉（2012）研究提及，由於研究所
以上學歷者經歷過不同於大專院校的教學方式，相異於大專院校的通才訓練，
對資訊索取管道較有主見。依此概念推論，研究所以上家長索取資訊的渠道多
元，不侷限於親子虛擬社群的單一資訊來源，較會參考多方意見。另外，每
天、一週 4-6 天及一週 1-3 天使用頻率的家長，在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的參與
度皆顯著高於參與一週 1 小時至一天的家長，顯示對參與行為意願較高者，對
社群的黏著度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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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本章節綜
合研究目的，與第肆章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研究結論，再根據研究結論所得
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了解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
與行為，將家長育兒資訊需求歸納為兩大構面，並將參與行為歸納為三大構
面，首先探討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情況，接著分析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最後比較不同背景變
項之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差異。經過研究結果與討
論，進而針對本研究目的得出以下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情況
（一） 育兒資訊需求中，養育資訊需求的類型平均數最高。
本研究分析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之情況，顯示家長以養育資
訊需求的類型平均數較高，其中單題選項以「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新生兒
照護的資訊」最高。
由於養育資訊需求中包含醫療、護理等生理相關高資訊需求的項目，這些
生理相關的需求根據 Wilson（1981）的解析，大多是需要即時解決，反之心理
類需求大多則可自平日蒐集資訊開始。家長出現高度的資訊需求時，則會在有
相關經驗家長的管道搜尋資訊，如親子虛擬社群，以取得問題的解決
（Gazmararian et al., 2013），可見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對養育資訊的需求高，
會積極主動去尋找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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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家長對新生兒照護的資訊需求為最高，可見家長對新生兒照護的重
視。Grimes、Forster 與 Newton（2014）也指出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最常造訪
的主題是新生兒護理、新生兒成長與發展。Baker & Yang（2018）亦表示家長
對新生兒照護資訊需求的程度，在於需要查詢醫療方面的專業知識，並與相關
經驗的家長互相交流與分享，從中獲取新生兒的相關養育資訊，增加育兒技
巧，並與其他家長產生連結與認同感（Porter & Ispa, 2013）。
（二） 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中，低度主動參與行為平均數最高。
本研究分析家長親子虛擬社群之參與行為情況，顯示社群參與行為中，以
低度主動參與行為最高，其中單題選項以「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瀏覽資訊」
的程度最高。
過去研究也表示了參與者在虛擬社群中多數不具高參與度，反而以低度主
動參與為主要行為狀態，並在其中瀏覽獲取訊息（Molinillo, Anaya-Sánchez,
Morrison, & Coca-Stefaniak, 2019）。Hagel 與 Armstrong（1997）更指出通常虛
擬社群中以瀏覽者或觀光客型的成員居多。這些家長觀察他人討論或自我揭
露，不發表任何意見，這些參與者停留在社群的時間較長，且獲得的資訊亦
多，但不會積極回應創作者的內容（蔡至欣、賴玲玲，2011）。

二、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分析瞭解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
為的關聯情形，結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中的兩個構面──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
訊需求與參與行為中的三個構面──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度主動參與行為、高
度主動參與行為呈現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高，各種程度的主動參與行為
也高。
其中，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低度主動參與行為」的
相關性呈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低度主動參與行為，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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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文獻提及之「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的瀏覽頁面、蒐集資訊行為。Loudon、
Buchanan 與 Ruthven（2016）發現，當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提高，欲參考其他
家長經驗時，會提高其瀏覽、查詢社群資訊的行為。Gleeson 等人（2018）也指
出，在育兒決策前家長需要獲取意見，為滿足資訊的需求，參與瀏覽社群的低
度主動參與行為將提高，與本研究結果相同。
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中度主動參與行為」的相關性
亦為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中度主動參與行為。Ridings 等
人（2002）指出，資訊需求者需求提高，將企圖解決自己與他人的問題，帶動
虛擬社群中的主動參與行為，包含參與回應，即本研究中的中度主動參與行
為。
另外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個構面對「高度主動參與行為」的相
關性亦為正相關，顯示育兒資訊需求越高，越會產生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Loudon、Buchanan 與 Ruthven（2016）表示，育兒資訊需求提高，高度主動參
與行為也提高，如創建社團、加入社團等行為，但此類型參與行為的主動性極
高，僅有 30%的家長會因資訊的需求進行高度主動參與行為，與本研究育兒資
訊需求對高度主動參與行為呈低度正相關，結果相似。

三、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及參與行為之差異
（一） 不同背景變項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部分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平均一週內不同使用頻率之家長，其育兒資訊需求有顯著差
異，顯示家長使用頻率越高，對育兒資訊的需求也越高，可見家長的育兒資訊
需求將反映在使用親子虛擬社群的時間上。至於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
職業之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則無顯著差異。
（二） 不同背景變項家長的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部分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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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女性家長的低度主動參與程度顯著高於男性家長，Kuswara
（2019）調查母親和父親使用網路獲取育兒相關訊息的行為差異指出，與父親
相比，母親主動參與使用社群尋找育兒資訊的比例較高。不同教育程度的家
長，則以專科、大學的中度主動參與行為及高度主動參與行為明顯高於研究所
學歷者。家長的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者，高度主動參與行為又顯著高於研究
所以上學歷之家長。許勝智、張昌吉（2012）表示，研究以上學歷者所受之教
育訓練有別於研究所以下學歷者，因此影響其對索取資訊來源的看法，不侷限
於親子虛擬社群的單一資訊管道，較會參考多方意見。最後關於不同年齡及職
業之家長，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則無顯著差異。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針對親子虛擬社群平台設計者、經營者及後續研究
者提出相關建議，分述如下：

一、 對親子虛擬社群平台設計者之建議
（一） 優化育兒資訊分類
本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對「養育資訊需求」的程度最高，為了提高家長對
平台的黏著度，建議平台設計者可明確以兩種大方向話題歸類，再細分兩大類
需求的子項目。以明瞭的資訊分類方式，使家長在平台中可明確且快速地掌握
討論話題目標，強化家長解決立即性的資訊需求，進而提高家長對平台的使用
意願。
（三） 擴充平台的瀏覽搜尋介面
本研究發現，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的養育資訊需求與教導資訊需求皆成中
度正相關。故家長的育兒資訊需求可反映在低度主動參與的行為上，且低度主
動參與行為也能為家長解決資訊的需求。因此建議平台設計者著重將瀏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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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及擴充、搜尋功能至於明顯處、按讚及收藏文章的按鍵豐富化，使家長維
持並提升低度主動參與的行為，促進家長在潛伏於親子虛擬社群時，得到使用
上的滿足，讓社群達到永續的流量。

二、 對親子虛擬社群平台經營者之建議
（一） 平台走向可兼顧兩性內容
女性為親子虛擬社群平台的使用大宗族群，創市際雙週刊（2016）報導親
子家庭類網站的使用者中以女性為主，顯示女性已為多數親子社群穩定且永續
之參與者。本研究發現在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女性的參與度顯著高於男性，
因此為使育兒相關社群更加完善活絡，建議經營者可加入男性家長專區，提供
相對應感興趣話題論壇，引導兩性家長皆共同參與親子虛擬社群，取得更全面
的育兒資訊。使親子虛擬社群的參與者不再僅為單一性別家長，進而擴展至家
庭，提升育兒資訊環境的健全度，同時促進家庭關係。
（二） 深入了解不同族群之家長社群參與的體驗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教育程度、使用頻率的參與行為皆有顯著差
異，故建議社群經營者可規劃讓不同族群家長分享與討論，歸納社群參與體驗
與社群中話題論壇的看法，藉此蒐集家長的意見以便精進平台，使更多家長族
群加入時能順利維持營運。

三、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一） 延伸研究對象擴展及擴充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有使用過親子虛擬社群的家長為研究對象，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根
據目前家中已有子女，但仍對親子虛擬社群保持觀望態度的家長，進行需求上的
調查與期望參與的方式，以更全面了解親子虛擬社群可精進之處。本調查以量化
的方式進行，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用質性研究深入訪談，以更詳細了解家長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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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資訊的需求與參與社群的狀況；另外也建議後續研究可根據本研究之結果加入
實測，例如介面使用性、瀏覽內容多元設計的實驗等。
（二） 將親子虛擬社群分類並深入探討其間的差異
本研究於名詞釋義及問卷說明上，表示親子虛擬社群含括多種社群，以概
括的方式共同討論之，但親子虛擬社群的種類繁多，每種社群的主要機制和內
容提供皆有所不同，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個別將欲進行的親子虛擬社群，針對特
定類型界面和種類進行獨立研究，如：Ptt 學齡前版的參與行為、Facebook 育兒
社團的參與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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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關聯性之研究
各位家長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寫這份問卷，我是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的研究生。
本問卷調查「家長育兒資訊需求與親子虛擬社群參與行為關聯性之研究」，需要有使用
過虛擬社群尋找育兒資訊的家長幫忙。
本問卷稱之「親子虛擬社群」，是指 Facebook 的家長育兒社團、線上親子網站，
或其他育兒相關的虛擬社群。
內容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所提供的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請安心作答。您的
熱心參與對於本研究結果有極大幫助，為了感謝您的幫忙，之後將在回收的問卷中抽出
五位幸運家長，各可獲得 7-11 禮券 100 元一張，欲抽獎者必須留下您的聯絡方式。誠
摯感謝您的支持！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研究所
指導老師：楊美雪教授
研究生：詹雅晴
請留下您的 Email 以便抽獎聯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Ｑ.您是否有使用親子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經驗（如：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媽咪拜 MamiBuy、快樂寶寶教養育兒媽媽經臉書社團…等）□是，請往下作答

□

否，感謝您的參與，但很抱歉您非屬此次研究對象的範疇
第一部分
Ａ1.您的性別：□男

個人基本資料

□女

Ａ2.您的年齡：□29（含）歲以下

□30~39 歲

Ａ3.您的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
Ａ4.您的職業：□服務業
Ａ5.您的居住地區：□北部

□農工商
□中部

□40~49 歲

□專科大學

□50 歲（含）以上

□研究所

□教育文化 □家管
□南部

□東部及離島

Ａ6.您使用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頻率：□每天
週 1 小時至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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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 4-6 天

□一週 1-3 天 □一

第二部分

家長育兒資訊需求

此部分是想要了解您對於育兒資訊的需求，分為為養育資訊需求、教導資訊需求兩
個部分。答案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請依您對於該項內容
的需求程度，選擇適當的選項作答。
（一）養育資訊需求
非
常

非

不

不

無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2

3

4

5

Ｂ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懷孕分娩的資訊

□

□

□

□

□

Ｂ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新生兒照護的資訊

□

□

□

□

□

Ｂ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營養的資訊

□

□

□

□

□

Ｂ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作息的資訊

□

□

□

□

□

Ｂ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發育的資訊

□

□

□

□

□

Ｂ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醫療的資訊

□

□

□

□

□

Ｂ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保健的資訊

□

□

□

□

□

Ｃ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親子關係的資訊

□

□

□

□

□

Ｃ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家庭互動的資訊

□

□

□

□

□

Ｃ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遊憩的資訊

□

□

□

□

□

Ｃ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玩具的資訊

□

□

□

□

□

Ｃ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教材的資訊

□

□

□

□

□

Ｃ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閱讀的資訊

□

□

□

□

□

Ｃ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才藝學習的資訊

□

□

□

□

□

Ｃ8.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兒童語文學習的資訊

□

□

□

□

□

Ｃ9.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托嬰中心的資訊

□

□

□

□

□

Ｃ10.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幼兒園的資訊

□

□

□

□

□

Ｃ1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中國小的資訊

□

□

□

□

□

（二）教導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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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此部分是想要了解您對虛擬社群參與行為的狀況，分為低度主動參與行為、中度主
動參與及高度主動參與三個部分。答案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
意，請依您對於該項內容的同意程度，選擇適當的選項作答。
（一）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非
常

非

不

不

無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2

3

4

5

Ｄ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瀏覽頁面

□

□

□

□

□

Ｄ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搜索資料

□

□

□

□

□

Ｄ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按讚貼文

□

□

□

□

□

Ｄ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珍藏文章

□

□

□

□

□

E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提出疑問

□

□

□

□

□

E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回覆留言

□

□

□

□

□

E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評論貼文

□

□

□

□

□

E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分享文章

□

□

□

□

□

E5.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轉發連結

□

□

□

□

□

F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發表創作

□

□

□

□

□

F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加入社團

□

□

□

□

□

F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發起活動

□

□

□

□

□

F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創建社團

□

□

□

□

□

（二）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二）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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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之研究
各位家長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寫這份問卷，我是臺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的研究生。
本問卷調查「親子虛擬社群中家長育兒資訊需求分析與參與行為之研究」，需要有使用
過虛擬社群尋找育兒資訊的家長幫忙。
本問卷稱之「親子虛擬社群」，是指 Facebook 的家長育兒社團、線上親子網站，
或其他育兒相關的虛擬社群。
內容採不記名方式進行，您所提供的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使用，請安心作答。您的
熱心參與對於本研究結果有極大幫助，為了感謝您的幫忙，之後將在回收的問卷中抽出
五位幸運家長，各可獲得 7-11 禮券 100 元一張，欲抽獎者必須留下您的聯絡方式。誠
摯感謝您的支持！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研究所
指導老師：楊美雪教授
研究生：詹雅晴
請留下您的 Email 以便抽獎聯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Ｑ.您是否有使用親子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經驗（如：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
媽咪拜 MamiBuy、快樂寶寶教養育兒媽媽經臉書社團…等）□是，請往下作答

□

否，感謝您的參與，但很抱歉您非屬此次研究對象的範疇
第一部分
Ａ1.您的性別：□男

個人基本資料

□女

Ａ2.您的年齡：□29（含）歲以下

□30~39 歲

Ａ3.您的教育程度：□高中職（含）以下
Ａ4.您的職業：□服務業
Ａ5.您的居住地區：□北部

□農工商
□中部

□40~49 歲

□專科大學

□50 歲（含）以上

□研究所

□教育文化 □家管
□南部

□東部及離島

Ａ6.您使用虛擬社群尋求育兒資訊的頻率：□每天
週 1 小時至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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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 4-6 天

□一週 1-3 天 □一

第二部分

家長育兒資訊需求

此部分是想要了解您對於親子虛擬社群中的育兒資訊需求，分為為養育資訊需求、
教導資訊需求兩個部分。答案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請依
您對於該項內容的需求程度，選擇適當的選項作答。
（一）養育資訊需求
非
常

非

不

不

無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2

3

4

5

Ｂ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懷孕分娩的資訊

□

□

□

□

□

Ｂ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新生兒照護的資訊

□

□

□

□

□

Ｂ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營養的資訊

□

□

□

□

□

Ｂ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作息的資訊

□

□

□

□

□

Ｂ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發育的資訊

□

□

□

□

□

Ｂ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醫療的資訊

□

□

□

□

□

Ｂ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保健的資訊

□

□

□

□

□

Ｃ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親子關係的資訊

□

□

□

□

□

Ｃ2.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家庭互動的資訊

□

□

□

□

□

Ｃ3.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遊憩的資訊

□

□

□

□

□

Ｃ4.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玩具的資訊

□

□

□

□

□

Ｃ5.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教材的資訊

□

□

□

□

□

Ｃ6.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閱讀的資訊

□

□

□

□

□

Ｃ7.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才藝學習的資訊

□

□

□

□

□

Ｃ8.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兒童語文學習的資訊

□

□

□

□

□

Ｃ9.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托嬰中心的資訊

□

□

□

□

□

Ｃ10.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幼兒園的資訊

□

□

□

□

□

Ｃ11.我需要親子虛擬社群提供國小就學的資訊

□

□

□

□

□

（二）教導資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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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虛擬社群參與行為

此部分是想要了解您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的參與行為狀況，分為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中度主動參與及高度主動參與三個部分。答案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
非常同意，請依您對於該項內容的同意程度，選擇適當的選項作答。
（一）低度主動參與行為
非
常

非

不

不

無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2

3

4

5

Ｄ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瀏覽資訊

□

□

□

□

□

Ｄ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搜索資料

□

□

□

□

□

Ｄ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按讚貼文

□

□

□

□

□

Ｄ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收藏文章

□

□

□

□

□

E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提出疑問

□

□

□

□

□

E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上回覆留言

□

□

□

□

□

E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評論貼文

□

□

□

□

□

E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分享文章

□

□

□

□

□

E5.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轉發連結

□

□

□

□

□

F1.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發表創作

□

□

□

□

□

F2.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加入社團

□

□

□

□

□

F3.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發起活動

□

□

□

□

□

F4.我會在親子虛擬社群中創建社團

□

□

□

□

□

（二）中度主動參與行為

（二）高度主動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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