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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在 3C 產品、手機、電腦科技非常的發達，到處都可以看到人人手上都不停的滑，
有些人甚至連過馬路都不肯放下手機好好的走路，簡直是拿著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
智慧型手機會對高職生有很多方面的影響，在學校生活中，只要一下課就有許多
同學利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查資料、看 FB、用 Messenger 聊天或玩遊戲等，這非常容易
造成學生在上課學習時分心，導致學生學習效果不好，還有回到家的生活也會因為一
直使用智慧型手機，卻忘了讀書、寫功課，而影響了課業成績。
可見手機對高職生的生活影響很大，而且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所以我
們希望藉由本次專題來深入研究了解。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高職學生經常使用手機的因素。
(二)瞭解高職學生經常使用手機造成的優缺點。
(三)探討高職生日常生活減少使用手機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蒐集法：本研究有些參考網路，尋找長時間使用手機對身體的危害。
(二)問卷調查法：只限光復中學高職生來做 200 份問卷，主要的目的是要調查高職生使
用手機的時間和用途。
四、研究流程
選
擇
研
究
主
題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整
理
資
料
重
點

設
計
問
卷

貳、正文
1

分
析
結
果

統
整

結
論

「機」不可失

一、探討高職生常使用手機的因素。
對現在人而言，智慧型手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無論去哪裡都得攜帶智慧型
手機出門，否則好像缺少了什麼，很沒有安全感；因為手機帶給我們許多方便，就像
隨身秘書一樣，它可以備忘、提醒，也可以替代鬧鐘、地圖、相機、電腦、遊戲......
等等很多的物品，外出或旅遊有趣的照片，若沒有電腦可以上傳，也可以透過智慧型
手機上網開啟 FB、LINE，將相片上傳網路與親朋好友分享，一隻智慧型手機就可以搞
定許多的事情。
即使在家裡也離不開智慧型手機，因為可以上網查資料、看 FB、用 Messenger
聊天、追劇或玩遊戲等，也可以直接下載 PLAY 商店裡自己需要或喜愛的 App 程式使
用，一個人在家只要有手機陪伴就不會覺得聊。
『調查也顯示，學生玩線上遊戲、使用
臉書或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時，多半都是因為「無聊」或者「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
。』
(聯合新聞網，2015)
智慧型手機的出現，真的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相當大的便利性。但是智慧型手機也
很容易導致我們長時間使用手機而離不開它的原因。
以下是我們整理出來的原因：
(一)社群網站(如：Facebook、LINE、Instagram)
有了這些社群網路可以讓我們增加生活樂趣，還可以把拍的照片上傳到網路上和朋
友分享，現在的網路科技越來越發達，可以省下電話費，用網路免費電話通話，還
可以看直播打發時間。
(二)影音(如：Youtobe、LINE TV、KKBOX、愛奇藝)
有了這幾個影音軟體，可以讓我們聽音樂放鬆，看電影增加娛樂，省下了電影票的
費用，在家就能看電影，無聊時可以看各式各樣的偶像劇。
(三)線上遊戲(如：傳說對決、英雄聯盟、荒野行動)
身邊的朋友都在玩遊戲，所以影響了自己也會想玩，而且有些遊戲是必須邀請朋友
一起玩，還能開語音聊天討論戰術，有時候心情不好時也能透過遊戲來紓壓心情。
(四)網購(如：蝦皮、PChome、Yahoo 拍賣、超級商城)
現在網購越來越方便，可以節省時間到實體店面去挑選商品，而且還能到府宅配，
不用出家門就能收到商品，所以既方便又省時。
二、瞭解手機對高職生的造成的優缺點
『手機發出的訊息聲，都帶著一股「不可抗拒的召喚」
，人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可說
是與日俱增。』（劉俊義，2015）我每次一直看到高職生都在當低頭族連吃飯、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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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呆時就滑 FB，但是有些人沒有手機會感到奇怪，因為大家都滑著手機就覺得很無聊
要求跟爸媽或自己去打工而得到手機，其實手機對高職生的影響非常大，以下是手機
對高職生的影響的優缺點。
(一)缺點
1、電磁波的影響：
手機的電磁波會影響人的大腦，造成注意力不集中。而經動物實驗，電磁波也
會增加罹癌的機率。
2、視力影響：
眼組織含有大量的水分，容易吸收電磁波的輻射，如果又時常長

時間的盯著

手機上小小的螢幕觀看，受藍光刺激，加速視力不佳，致使視覺疲勞、眼睛感
到不舒服等現象，使得近視問題越來越多。
『智慧型手機螢幕的 LED
光源與過度沉浸於網路上，依舊對睡眠有不好的影響，所以家長們最好讓手機
遠離床邊。』(自由時報，2015)
3、社交活動的影響：
手機裡虛擬的世界，若是長期活在期中而不接觸面對人群，致生
活範圍會逐漸變小，自己就會有孤單感很容易導致憂鬱症傾向。
4、課業學習的影響：
若是常常使用手機到三更半夜，使上課時打嗑睡容易分心，無法專心的聽課，
荒廢了課業。或者下課時，總是滑個不停，和同學之間的友誼。
5、家庭生活的影響：
手機裡面遊戲的虛擬世界，常使人沉迷於其中，或者和朋友聊天，上 FB 等令
人無法自拔，很容易導致和家人情感交流的疏遠。
(二)優點
1、隨時隨地可以查詢資料及分享訊息：
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是臨時發生突發狀況的時候能利用手機立刻搜尋到想
尋找的資料及情報。可利用通訊軟體，發布最新的消息，將自己的喜悅隨時分
享給親朋好友們，例如：圖片、文字、影像…等。
2、省下買相機的支出費用：
現今手機的拍照能力有許多都比一般數位相機的還要好，購買手機時能挑選畫
質較好的手機，可以省下一筆購買相機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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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生活的樂趣：
不論是在公車、火車上又或是在各個場所裡，聽音樂、 看影片及上網已成為
絕大多數人們不可少的娛樂及消遣時間的來源。
4、減少迷路的機率：
利用手機 GPS 定位，可隨時查看自己的所在位置，朋友也可以找到你，迷路
時也能運用導航系統尋找出路。
三、探討高職生日常生活減少使用手機的方法
智慧手機越來越智能，但是作為使用者的我們高職生，卻不是那麼理智。每天，
我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手機上，因而使我們的運動量減少了，面對面的和別人溝通社
交的時間變得少了。似乎，我們高職生成了手機的奴隸。為了使我們高職生脫離作手
機的奴隸而成為作手機的主人，我們卻必須改變！『若能回到生命的價值、盼望，就
不會被手機挾持。當你無法控制自己沉迷手機，這時就該注意了。』
（台灣醒報，2014
) 探討出減少使用手機時間的方法。
(一)將通訊軟體的通知關掉及將手機的聲音關閉
為了回應 1 個通知卻花掉半個小時滑手機是每高職生都會有的情形，社群網站總是
讓人如此沉迷。把 WIFI 關掉或開飛航模式，總之不要有機會接收任何網路訊息，
雖然不太可能完全不理通知，但至少關掉一些。也可以將手機的聲音關閉，聽不到
就不會開啓。
(二)手機的電量不要充滿且不要帶行動電源
這樣就會因為怕沒電不敢一直拿出來使用手機了，這個做法可以逼自己減少使用
手機的時間。將手機放在包包裡而別放在口袋，能夠減少一些使用量。
(三)和父母約法三章，並且依法治家
如果沈迷手機而無法自拔，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找父母商量約法三章，約定每天可以
玩半個小時，但是一定是在作業和家事全都完成之後，而且如果玩的時間超過半個
小時，那麼下次就要相對地減少時間。
(四)培養其他的興趣，參加戶外活動
每天留出一定時間做自己有興趣的事，例:閱讀，假日多和家人或朋友同學彼此交
流，多參加戶外活動。
(五)也可以為自己多找幾個理由來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
1、 讓自己睡個好覺，隔天有好的精神學習
睡覺前看手機會擾亂正常作息。別把手機帶進房間，如此以來就能減少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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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著時的誘惑。
2、 有個好身體，經常玩手機會導致身體變弱
『經常玩手機不僅會造成高位截癱，還有可能會使面部遭受更多的輻射，進
而導致皮膚變差。』(博士，2018)所以手機會讓健康的皮膚變差，輻射對我
們身體也不好。
3、 遠離疼痛困擾
我們在玩手機時忽略自己身體的疲勞，長時間低頭會導致脊椎壓迫，頸脖、
頭部和肩膀疼痛。所以現在很多這些疼痛都是我們自己常使用手機而造成
的。
4、 讓交通更安全
開車會打電話或發簡訊，或者邊走邊看手機，這些行為導致事故發生的風險。
5、 讓工作和學習更專注
手機會讓人持續處在多任務狀態中，長此以往會出現注意力障礙等問題，影
響創造力和學習能力。『每 10 分鐘就要確認一次手機，台安醫院更指出，頻
繁查看手機的人，常造成注意力不集中，精神緊繃。』
（張立人，2013 ）
6、 感受親情
我們慢慢淡忘了從前的歡聚時光、遊戲互動、聊天暢想，使得父母、孩子和
愛人彼此冷落了，自己也顯得更孤獨。因此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最好放下手
機。
『呼籲同學們每天關閉電子產品一小時，藉以多留時間給家人和朋友面對
面談話，以自己的感觀去體驗世界，欣賞生命。』（劉俊義，2017）
四、問卷調查分析
本研究共計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 195 份，問卷回收率為 97%，調查高中生使用手
機的情況。

1.性別

42%
58%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生佔 42%，女生佔
58%， 問卷填答對象「女性」居多。
發放問卷的班級女生人數較多，也比較
願意填答。

性別 男
性別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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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問卷填答者性別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社群網站的佔
26%，影音 的佔 26%，玩線上 遊戲 的佔
16%，網購的佔 19%，查資料的佔 13%，問
卷填答使用「社群網站」和「影音」是最多
的。
本組認為「社群網站」和「影音」比例
最高的原因可能是：可以增加生活樂趣，無
聊時可以看看影片。這和我們找的文獻相
同。『調查也顯示，學生玩線上遊戲、使用
臉書或智慧手機及平板電腦時，多半都是因
為「無聊」或者「考完試或寒暑假想放鬆」
。』

2.手機用途
社群網站

13%
26%
19%

影音
線上遊戲
網購

26%

16%

查資料

圖二 ：填答者"最常"使用手機的用途

(聯合新聞網，2015)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手機造成的影
響，睡眠時間變少佔 32％，視力下降佔 29
％，人際關係變差佔 7％，功課退步佔 14
％，注意力不集 15％，其他（沒影響）佔 3
％。
本組認為「睡眠時間變少」的比例較
多，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原因為：不知

3.常使用手機造成的影響
3%
睡眠時間變少
15%

32%

視力下降
人際變差

14%

功課退步

7%

不覺的使用手機到三更半夜，常常沒睡飽，
上課就會沒精神，『手機發出的訊息聲，都
帶著一股「不可抗拒的召喚」，人們對它的
依賴程度可說是與日俱增。』（劉俊義，
2015）。

注意力不集中

29%

沒影響

圖三：填答著常使用手機造成的影響

4.使用手機的好處
本研究結果顯示：分享訊息佔 25％，省
下買相機的錢佔 12％，上網查資料佔 24％，

分享訊息

14%

25%

25%

12%
24%

增加娛樂佔 25％，導航路線佔 14％。
本組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原因
為：使用手機的好處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喜悅
分享給親朋好友們讓他們知道，這樣就可以
增加娛樂。

省相機費
查資料
增加娛樂
導航

圖四：填答著使用手機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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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天"使用手機的
時間多久
30分鐘

6%
24%

本研究結果顯示："每天"使用手機多久
時間，30 分鐘以內佔 6％，1～2 小時佔 22
％，3～4 小時佔 29％，5～6 小時佔 19％，
6 小時以上佔 24％。
本組認為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原因
為：每天使用手機 3～4 小時內的比例最多，
再來是使用手機 6 小時以上比例佔第二多。
因為大多數的人使用那麼久都是在聊天或
看影片。

1~2小時

22%

3~4小時
5~6小時

19%
29%

6小時以上

圖五：填答者"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多久
本研究結果顯示：如何減少使用手機，
手機關靜音佔 14％，不帶行動電源佔 15
％，多參加戶外活動佔 26％，關掉網路佔
20％，不隨身攜帶手機佔 23％，離不開手機
的佔 2％。
本組認為「多參加戶外活動」佔的比例
最高，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能原因為：戶
外活動(含運動)可以暫時轉移注意力，讓青
少年可以從事戶外活動，並可以減少使用手

6.減少使用手機
2%
23%

關靜音
14%

不帶行充
15%

參加活動
關網路

20%
26%

不帶手機
離不開手機

機的時間。
圖六：填答著如何減少使用手機
參、結論
從這次的調查結果看來，常使用手機的用途大多都是在用社群網站佔 22%，手機能
很方便的傳送訊息給對方，還能有免費電話的功能，能方便很多。影音、網購的使用也
很多，再來也看出很多人因為常使用手機佔而睡眠時間變少佔 32%，所以在學校上課都
會有人睡覺，大部分都是因為熬夜聊天、玩遊戲，睡時間就變少，隔天就沒精神上課。
也有常使用手機也造成視力下降 29%的人越來越多，大多近視的人都是後天一直常使用
手機，而傷壞了眼睛，視力馬上就下滑，上課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也很多。
從這次調查也發現現在高中生每天平均用手機的時間都 3~4 小時佔 29%，5~6 小時
的也不少，這樣一天玩下來真的是非常的傷眼睛，無時無刻沒事就是在滑手機，走出門
外也能看到人手一機，都是低頭族，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盛行，就有越來越多人不能遠離
手機，一用的時間也很長，所以，我們這組建議：青少年應該要多從事戶外活動或運動，
這個方法可以轉移青少年的注意力，除了讓身體變得更健康之外，也可以讓眼睛暫時休
息，只要每一個人能放下手機，多到戶外走走看看，多參加戶外活動，就能減少使用手
機，降低對手機的依賴程度，不要再被手機給綁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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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幼兒保育學程的學生，目前正在進行小論文的研究，主要是要瞭解「高中生使用
手機的情況」
，不好意思耽誤您幾分鐘的時間，問卷的內容無關對、錯，您所填答的資料我們
將完全保密且無須具名，請您安心做答。
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光復中學幼兒保育學程學生：沈怡萱、張舒晴、錢以真敬上
指導老師：古孟玲敬上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男□女
2. 您就讀的年級：□高一□高二□高三
第二部分：【問題】
下列問題是想瞭解您對手機使用的經驗和感受，請根據您的主觀認知情況，請在空格上填寫
或畫「」
1.

請問您"最常"使用手機的用途是？(可複選)
□社群網站(如：Facebook、LINE、Instagram)
□影音(如：Youtobe、LINE TV、KKBOX、愛奇藝)
□線上遊戲(如：傳說對決、英雄聯盟、荒野行動)
□網購(如：蝦皮、PChome、Yahoo 拍賣、超級商城)
□查資料、資訊(作業、公車時刻表)

2.

3.

4.
5.

□其他
請問您常使用手機，對自己造成哪些影響？(可複選)
□睡眠時間變少 □視力下降 □人際關係變差 □功課退步
□注意力不集中 □其他
請問您常使用手機，為您帶來哪些好處？(可複選)
□隨時都可以分享訊息 □省下買相機的錢 □上網查資料 □增加娛樂
□可導航路線 □其他
請問您平均"每天"使用手機的時間大約多久？
□30 分鐘以內 □1～2 小時 □3～4 小時 □5～6 小時 □6 小時以上
請問以下哪些方法，可以讓您減少使用手機？(可複選)
□手機關靜音 □不帶行動電源 □多參加戶外活動
□關掉網路
□不隨身攜帶手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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