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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大多數的人常常機不離身，不管是在走路、座車、吃飯，甚至睡覺也將手機握在
手中。在與家人朋友聚餐時，每人都成低頭族常常讓手機疏離人與人關係。相關報導曾指
出：「台灣人擁有智慧型手機居於全球名列前茅，平均每人每天上網 179 分鐘，比全球平
均值多了 55 分鐘，居世界之冠。」（朱正庭，2014）。本研究想藉由資料蒐集及問卷調
查，了解台灣青少年族群手機成癮的問題，並加以延伸討論全球青少年手機成癮的趨勢。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確立研究目的後，使用資料蒐集及問卷調查方法，設計問卷調查，統計了解
16-18 歲高中（職）學生使用手機狀況，藉此判斷是否成癮。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青少年使用智慧型手機狀況，了解現在年輕族群為何手機成癮，
藉由數據分析了解現在青少年手機使用狀況。
（一）了解現在青少年，因為什麼原因使用手機。
（二）根據問卷結果，判斷青少年是否成癮。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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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流程
（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何謂成癮？
根據心理學認定，手機成癮症泛指「上網的程度遠超過特訂目的或工作的需求，甚
至只是為了想上網而上網」（張立人，2013）成癮者者常有以下症狀
（一）強迫性：明知要控制使用網路，但仍不能克制上網的衝動。
（二）戒斷性：不能上網時出現了身體或心理層面不適的現象。
（三）耐受性：必須透過更多的網路內容或使用時間才能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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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為什麼會成癮
許多人會使用手機成癮，本研究組員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得知，在每週使用網路只有 14.9%的人是使用 7 小時
以內的，所以網路對於手機成癮上是很重要的一個因
素。那為什麼網路世界會讓青少年為之瘋狂呢？本研
究組員列出最有可能的幾點：
(一) 虛擬性
在現實社會中基於法律以及倫理與道德下有許多行
為是不允許的，像是在現實社會中拿槍殺人就是違
法的，但是在網路世界中有需多槍戰遊戲來解決這
個問題。

圖一：公車上使用手機
（研究者拍攝）

(二) 匿名性
許多人在外面消費的時候，覺得受到的服務很糟糕，但又不方便當場訴說，就可
以在網路上匿名譴責他。
(三) 方便性
現在許多人的手機都有 4G 網路，在現在網路發的的世界裡，你可以不必再用傳
統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像是如果你今天需要轉帳，用傳統的方式就要跑去郵局或
是 ATM，但在網路發達的世界裡，E 動郵局就可以解決個問題。
(四) 自由性
在網路世界裡非常自由。像是如果今天你要去找國外朋友聊聊天，以傳統方式你
可以寫信、或是搭飛機過去。但是在網路的世界裡，你可以用視訊的方式來解決
這個問題。(Adam Alter，2017)
三、智慧型手機多元功能令人成癮

智慧型手機是指具有獨立的行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應用軟體、遊戲等程式來擴充
手機的功能。而智慧型手機能隨時調用鍵盤來進行觸摸手寫，能進行多任務操作，並且擁
有強大的多媒體、郵件、上網功能。現代的手機除了典型的電話功能外，還有包含了個人
數位助理、遊戲機、MP3、 照相機、錄音、全球定位系統和連接網際網路等更多功能，它
們都概括性地統稱作「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通過 Wi-Fi 和行動寬頻，智慧型手機還
能實作高速資料存取，雲端存取等。「現在智慧型手機推陳出新，不只是功能日新月異，
連相關的自動控制，都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隨意窩，2017）

四、長期使用手機所帶來的病症
根據醫學資料顯示，長期使用手機而導致病痛到醫院就診病患常有以下症狀：
（一）肩頸酸痛：
智慧手機和平板電腦使用者長時間弓著身體，易造成肩頸痠痛、頭痛、眩暈、耳鳴
等症狀。醫師提醒使用者，不要過度低頭，以免頸部彎曲，也不要長時間維持同一姿勢，
維持同一姿勢太久易造成讓肌肉緊繃、抽筋。若有這些症狀應適時休息，嚴重者應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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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斑部病變：（圖二）
在黑暗中用手機，不僅引發黃斑部出問題，初期會引發乾
眼症，嚴重則讓白內障提早報到，甚至讓視力喪失，變成失明。
黃斑部是在視網膜的中央，它提供我們清晰敏銳的視力。由於
老化及眼睛受輻射線傷害等原因，黃斑部的細胞開始瓦解，最
後視力惡化到無法應付日常生活的地步。
圖二：黃斑部病變

（圖二資料來源：新浪部落，2017）
（三）狹窄性鞬鞘炎（俗稱：媽媽手）：（圖三）
「大拇指伸肌腱發炎的毛病，導因是手腕姿勢不當、腕
隧道直接壓迫和長期使用手持震動工具等所造成的傷害」
（痞客邦，2017），上班族過度使用電腦也可能罹患。

圖三：狹窄性鞬鞘
炎
（圖三資料來源：中亞健康網。2017）
五、智慧型手機使用成癮症狀
（一）一直沒來由地查看手機；使用手機成癮者，會一直不由自主地把手機拿出來看，
就算沒有新 訊息也會持續重複做這件事情，容易使使用者注意力不集中。
（二）手機不在身邊，就會焦躁不安；長期使用手機成癮者會因為手機不在身邊或手上
感到沒有安全感。
（三）避開社交互動；使用手機成癮者在與人相處時常會用使用手機以避免與他人交談，
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遠。
（四）半夜醒來查看手機；使用手機成癮者在半夜醒來時，會馬上查看手機是否有新訊
息，或是玩手機遊戲。
（五）很容易因電子郵件或 app 的推播提示分心；「使用手機上癮者會因為手機的震動、
app 的推播，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嚴重者可能會造成學業退步、工作沒有效率。」（樂
羽嘉，2015）
六、問卷分析及討論
本研究設計問卷後，經指導老師修正，於台北市某私立高中電腦教室以網路隨機發
送 110 份問卷，回收 110 份，有效問卷 101 份，無效問卷 9 份，回收率 100％，有效回收
率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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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統計平均每一天使用手機上網幾小時

圖五：統計每一周使用手機上網幾小時

根據上列圖表統計，有 38.6％的人每周平均使用手機上網 30 小時以上，而每天就有
38.6％的人每天平均上網已達 5 小時以上，研究圖表發現高中生大約四成的人有手機使用
量過多的現象。會造就這些原因可能為同儕間彼此的互動，例如：一起玩遊戲、聊天等
等。長期使用手機除了手機成癮以外還嚴重危害健康，在這種長期使用手機的況下可能
會降低視力及狹窄性鞬鞘炎，嚴重者可能會失明。

圖六：統計手機最常使用的類別
根據上列圖表統計，約有兩成的人使用手機都在使用通訊軟體，約有三成五的人都
在使用手機看影片，約有二成五的人都在使用手機來玩遊戲。大部分的人會使用通訊功
能本研究組員推論可能為現在多數的通訊軟體都有網路通話功能，可以大幅減低通信費
用，因而成為最多人使用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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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統計長使用手機的原因
根據上列圖表統計，有 91.2％的人使用手機的原因是因為課業壓力及生活壓力等等
原因而使用手機來紓解壓力，有 44.1％的人是因為需要聯絡家長而使用手機，而 27.5％
個人是因為在課業上的需求而使用手機。

圖八：統計從事手機以外的活動
根據上列圖表統計，除了使用手機以外，有 58.8％的人都會做球類運動讓眼睛不再
持續盯著手機看。而 53.9％的人會使用看電視，「在長期使用眼睛的情況下容易眼壓過
高壓，而眼壓過高可能會引起頭疼、眼紅、眼脹、虹視、視力減退。」（壹讀，2017）
嚴重可以噁心嘔吐。

圖九：統計多久未使用手機
根據上列圖表統計，有 11.8％的人 30 分鐘內可以不使用手機，有 7.8％的人可以在 2
小時內不使用手機，有 8.8％的人可以 4 小時不使用手機。平均青少年有 28.4％的人有手
機使用率過高的問題。而有 9.8％的人可以忍受 1 個月不使用手機。
簡答題統計：
根據本組員統計，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手機很方便、功能多、方便攜帶，像是迷你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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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但也有少部分的人認為手機沒有吸引他的特色。在這麼多回答當中，有人認為手機
有了網路之後，因為方便就會更加沉迷。因此本組員認為關於手機成癮是跟網路成一個
正比關係。
參、結論
一、結論
隨著資訊便利的世代，智慧型手機已經普遍化，每個青少年幾乎都擁有一台智慧型
手機，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的便利，以及網路的發達，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跟著上升。而
這些負面的影響有妨礙職業、學業、社交、家庭生活、患有狹窄性鞬鞘炎、肩頸痠痛、黃
斑部病變等等。根據本研究組員調查台灣某私立高中有四成的人有手機成癮的問題。
由於智慧型手機在台灣，幾乎是人手一支生活必需品，使得手機的成癮更加的嚴重。
本研究也發現，現在的青少年會因為釋放壓力或與同儕有共同話題而使用智慧型手機，大
多數青少年利用手機打發時間，例如玩線上遊戲、facebook、instagram 等等，與以前大多
數年輕人利用打球、各項運動有所不同。另外本研究組員發現促使手機成癮的問題大多數
都會使用到網路，如果缺少了網路、手機大多數年輕人都會從事一些良性的運動（例如：
打球等等）；在這人手一機的社會如果缺少了移動式網路（例如：行動數據、Wi-Fi），
或許手機成癮的問題會減少許多。
二、未來建議
本研究希望未來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例如不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是否更健康或更
長壽？或者手機上癮者猝死率是否偏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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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調查
您好：
我們是台北某私立高職資訊科一年級的學生，正在做專題研究，題目針對
台灣青少年智慧型手機成癮原因。本問卷的目的是為了要了解高中生過於依
賴手機的狀況。您所填答資料僅供本研究做數據分析，不做任何用途。
研究團隊敬上
2017 年 03 月 28 日
一、

基本資料
1-1 性別：
□男 □女
1-2 年齡：
□高中（職）一年級

□高中（職）二年級

□高中（職）三年級

二、手機使用狀況
2-1 請問您「每一週」大概總共使用手機上網時間多久？
□7 小時以內 □7 小時～14 小時 □15 小時～22 小時 □23 小時～30 小時 □
30 小時以上 □其他
2-2 您平均每一天使用手機上網時間幾小時？
□30 分鐘 □1 小時 □2 小時 □3 小時 □4 小時 □5 小時以上
三、使用手機的目的
3-1 手機最常使用的類別：
□通訊（例如：Messenger,LINE） □社交（例如：Facebook,Instagram）
□搜尋（例如：google） □影片（例如：Youtube） □音樂（例如：KKBOX）
□遊戲 □其他
3-2 您使用手機常做什麼事（可複選）：
□打發時間 □玩遊戲 □看影片 □使用通訊軟體 □聽音樂
□其他
3-3 您常使用手機的原因（可複選）：
□連絡家長 □課業需求 □適當紓解壓力 □其他
3-4 每天除了日常生活以外，您其他時間都在從是什麼活動（可複選）
□無 □球類運動 □露營 □演奏樂器 □爬山 □散步 □看電視 □出去玩
□其他
3-5 您曾經嘗試多久沒使用手機：
□30 分鐘 □2 小時 □4 小時 □1 天 □1 週 □1 個月 □其他
3-6 認為手機最吸引的功能是什麼：
（簡答）
問卷結束，謝謝您對本問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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