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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數位科技逐漸發達，便捷的社會新形態和行動應用產生無法分割的因果效應，

但同時也造成越來越多人過度使用手機，而大學生已成為手機成癮較為明顯的族群，大

學生手機成癮的相關因素，將人際關係、人格特質、學習行為及個人背景四項因素透過

資料探勘的 Apriori 演算法、Two Step 集群法及 K-means 集群法，探討具有手機成癮特

質的學生與上述四項因素的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人格特質為精神情緒性手機成癮程

度較高，三、四年級的學生雖面臨畢業，仍無法減少使用手機的時間，長時間使用社群

及通訊軟體也是造成手機成癮的因素之一，甚至影響個人情緒及學習意願。 

 

關鍵字：手機成癮、人際關係、人格特質、學習行為、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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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服創所調查指出，62%的人已經有線上收聽串流音樂的習慣，有 68%的人會在

手機上玩遊戲，69%的人則以手機做為使用社群網站的主要工具，更有 89%的人每日都

會在手機上收看行動影音(張嘉哲，2017)。2016 年時，對手機成癮程度較高的族群已成

為大學生，九成大學生承認曾經有過手機震動的幻覺，對手機需求最為焦慮(Ettoday， 

2016)。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劉宗憲醫師強調，低頭族不但容易造成眼睛的傷害，心理方

面也容易產生負面影響。臨床發現，有些孩子沉迷 3C 產品，開始出現不上學、日夜顛

倒、情緒暴躁孤僻的現象。過度使用手機，可能造成個人身心功能減弱，而出現無法克

制的衝動，放棄其他生活目標，尤其是心靈尚未成熟的青少年（12 到 24 歲）（郭庚儒，

2013）。 

二、研究目的 

目前「手機成癮」仍未被收錄進精神疾病診斷第五版(DSV-V)中，如同「網路成癮」，

對於兩者的定義僅停留在定位模糊的「醫學期刊給予的普遍認知」而沒有一個確切的標

準（陳靜怡，2014）。這兩者在本質上有非常高的相似度與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是手機

成癮更具有廣泛性和隱蔽性，對人的生理和心理危害更大。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人際關

係、人格特質、學習行為及其背景，分析具有何種特質的大學生較可能發生手機成癮程

度較高的問題，並加以討論。 

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問題： 

(一)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學習行為之關聯。 

(二) 大學生手機成癮與人格特質之關聯。 

(三) 依大學生手機使用程度探討對學生個人特質及學習行為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 手機成癮的相關研究 

由於目前手機成癮還未有明確定義，但手機成癮和網路成癮的本質是一樣的，依據

王智弘（2009）研究，手機成癮者會產生的相關影響有： 

1. 強迫性：不能克制上網的衝動。 

2. 戒斷性：不能上網時出現了身心症狀。 

3. 耐受性：上網的慾望越來越不能滿足，所需上網時間越來越長。 

4. 在相關問題上也出現了狀況：比如在人際問題、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上都

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造成人際孤立、身體受損、失學與失業等問題。  

本研究以「手機成癮」、「網路成癮」及大學生三個關鍵字在碩博士論文網中搜尋，

介於 2007 年至 2017 年之研究論文中有 52 篇為探討「網路成癮」與「大學生」，14 篇為

探討「手機成癮」與「大學生」，在 14 篇的手機成癮相關論文中，僅僅 1 篇論及「手機

成癮」與「人格特質」之關係；3 篇論及「手機成癮」與「人際關係」之關係。而本研

究除了探討基本的「人格特質」與「人際關係」之外，還另外加入了一項因素為「學習

行為」。學生本身的學習意圖、學習成就是否也會成為影響手機成癮的重要因子。 

 

https://newtalk.tw/news/author/%E5%BC%B5%E5%98%89%E5%93%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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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技術為本研究之核心，用於探討一個未來可能有價值之資訊。關於資料探

勘，學者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方法，而據不同類型的資料，及各種想解決的問題類型，衍

生出多種分析方式，例如：關聯規則、分類分析、群集分析、預測分析及趨勢分析等。

利用多元的分析方法，或結合多個分析方法，可以找出各式各樣有用的資訊，而我們可

以再將這些有價值的資訊拿來應用在相對應的問題上，幫助決策者做出決策。簡單說，

資料探勘是知識探索中，一個能有效率的找出資料模式、法則的程序（高健維，2007）。 

  本研究將透過資料探勘所得到的資訊，結合人格特質、人際關係、學習行為等外在

因素，探討可能影響手機成癮之相關因素。本研究採用以下二種演算法進行資料探勘。 

（一）關聯規則 

關聯規則又稱購物籃分析(Market-Basket Analysis)，此分析是應用在當你手頭上已

經有足量的交易資料，但卻又不知道所尋找的規律主題為何的時候最能派的上用場（劉

謹豪，2007）。例如大家熟知的「尿布→啤酒」就是此演算法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 Apriori 演算法(Agrawal & Srikant，1994)，是最著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一個演算法，利用由資料庫讀入的交易來產生候選項目集合，依照比較最小支持度標準

來產生高頻項目集合，反覆執行以產生顯著的關聯。 

（二）群集分析 

將相似的樣本聚集在一起，形成集群(cluster)。以「距離」作為分類依據，「相對距

離」愈近「相似程度」愈高，歸類為同一群組，此分析方法不需任何假設（周恬君，2010）。

而群集分析又依分析流程及決策方式再細分為：階層式群集分析、分割式群集分析及以

密度為基礎的方法。其中，屬於分割式群集分析的 K-means 法能將資料分割成 K 個不

相交群集，以群集中所有資料點之平均值為每一群集之中心，再將資料點與各中心做比

對，若資料點至另一群集中心距離小於與原中心的距離，則該資料點歸於新群集。反覆

運算至所有資料點到最近群集中心的距離無法再變小。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背景變項、手機成癮程度、人際關係、人格特質以及學習行為作為本研究

構面。前項以人際關係、人格特質、學習行為以及背景變項設為影響手機成癮程度之因

素，手機成癮程度做為目標屬性，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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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研究對象為東海大學日間部學生，依據東海大

學教務處註冊組公布的東海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人數統計表共有 13253 人(各

學院分佈情況如表 1 所示)。考量人力、物力的限制，為求樣本能回推母體，從誤差 3% 

及 3.5% 之間取合理的數值作為抽取樣本，最終共取得樣本 815 份，扣除無效問卷，最

終有效問卷共 797 份。 

表 1：抽樣單位回收數量表 

 

 

 

 

 

 

 

學院 預估抽取數 最終抽取數 回收數 回收率 有效數 有效率 

文學院 112 79 79 100% 79 100% 

理學院 74 45 45 100% 42 93.3% 

工學院 124 85 85 100% 85 100% 

管理學院 190 321 321 100% 315 98.1% 

社會科學院 146 153 153 100% 150 98% 

農學院 64 69 69 100% 64 92.7% 

創意藝術學院 60 39 39 100% 38 97.4% 

法律學院 30 24 24 100% 24 100% 

合計 800 815 815 100% 797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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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Statistics 22 進行敘述性統計及信效度分析，本研究在敘述性統計中

（如表 2 所示）顯示，樣本中以女學生較多，佔 66.5%；年級以四年級較多，佔 38%；

每天使用社群軟體時間以 1~2 小時為主，佔 35.1%；而每天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時間同樣

在 1~2 小時中佔了 38.3%。 

一、敘述性統計 

 

表 2：本研究敘述性統計表 

 
次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性別 
男 267 33.5% 33.5% 

女 530 66.5% 100.0% 

年級 

一年級 137 17.2% 17.2% 

二年級 168 21.1% 38.3% 

三年級 189 23.7% 62.0% 

四年級 303 38.0% 100.0% 

每天使用社群軟體

時間 

0~60 分鐘 171 21.5% 21.5% 

1~2 小時 280 35.1% 56.6% 

3~4 小時 209 26.2% 82.8% 

5~6 小時 77 9.7% 92.5% 

7 小時以上 60 7.5% 100.0% 

每天使用即時通訊

軟體時間 

0~60 分鐘 161 20.2% 20.2% 

1~2 小時 305 38.3% 58.5% 

3~4 小時 190 23.8% 82.3% 

5~6 小時 65 8.2% 90.5% 

7 小時以上 76 9.5% 100.0% 

   

二、信效度分析 

  由下表 3 顯示本研究之構面除了家庭關係與認知規範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可用範

圍（0.5~0.7）（王淑惠，1996），其他構面皆大於 0.7(George, 2003)，達到門檻值。 

表 3：本研究問卷之信度表 

 

 

 

 

 

 

 

構面 信度 構面 信度 

強迫性 0.775 審慎性 0.75 

戒斷性 0.848 精神情緒性 0.831 

耐受性 0.812 開放性 0.748 

人際與健康 0.812 外向性 0.881 

時間管理 0.8 認知規範 0.666 

家庭關係 0.692 個人動力 0.805 

朋友親密性 0.802 學習意向 0.755 

網友親密性 0.945 實際學習行為 0.779 

無聊感程度 0.817 行為態度問題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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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利用因素分析檢測各個構面之收斂情況，當問卷之 KMO 值>0.8 時代表此問

卷適合使用因素分析，而本研究之問卷 KMO 值為 0.922，達到門檻值，由表 4 顯示本

研究手機成癮構面問卷項目之因素負荷量皆>0.6，具有良好收斂效度。 

 

表 4：本研究問卷之效度表 

問項 因素負荷量 構面 

我想花較少的時間在手機上，但卻無法做到 0.674  

 

強迫性 

 

我不能控制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 0.716 

我每天早上醒來，就是想使用手機 0.667 

我要做別的事，卻忍不住拿起手機查看 0.668 

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用手機，心裡會不舒服 0.691  

 

 

戒斷性 

 

手機不在身邊，我會覺得坐立不安 0.701 

我有一段時間沒用手機，就會覺得錯過什麼 0.644 

我只要一段時間沒使用手機就會情緒低落 0.720 

我沒有握著智慧型手機時，會很焦躁﹑不耐煩 0.732 

我就算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仍然會掛念它 0.724 

從上學期來，我每週使用手機的時間比以往增加 0.861  

耐受性 

 
我發現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越來越長 0.860 

我必須比以前花更多的時間用手機才能感到滿足 0.655 

我發現自己投注在手機上減少和身邊朋友的互動 0.794  

 

 人際關係與健康 

 

因為使用手機我平常的休閒活動時間減少了 0.725 

使用手機對我日常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仍無

法減少使用次數 

0.692 

因為手機的關係，我和家人的互動減少了 0.629 

我會因為熬夜用手機而導致白天精神不濟 0.742  

   時間管理 

 
我曾不只一次因為使用手機而睡不到四個小時 0.846 

我習慣減少睡眠時間，以便有更多時間去用手機 0.762 

我曾因為使用手機而沒有按時進食 0.601 

   

伍、資料探勘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 IBM 公司之 SPSS Modeler 18.0，利用 Apriori 演算法、Two Step 析群法

及 K-means 集群法進行資料分析，主要得到四個結果，分別為：手機成癮與學院、年級

之分析、學生使用手機行為與學習行為之探討、學生使用手機行為與社交活動之探討。 

分析一：手機成癮與學生學院之分析 

  本研究將學生分別以各個學院及各個年級分組，由其人際關係、人格特質、學習行

為及其基本資料與手機成癮構面的五項因素進行關聯分析並探討。串流圖形如下圖 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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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手機癮與學生學院之分析串流圖形 

  本研究最後針對所有學院分別進行探討。將手機成癮構面之因子設為目標變數，發

現了以下規則： 

（一）管理學院 

  1.管理學院的學生，有情緒化傾向者出現了手機成癮問題。 

  2.經常與朋友交流的女學生有忍不住就會使用手機且有使用時間越來越長的跡象。 

  3.經常與網友交流的同學忍不住就會使用手機且無法停止，在實際人際交流與個人

健康方面也出現危機，時間掌控也不佳；而家庭互動與朋友互動皆良好的同學在使用手

機的時間上只增不減。 

  如同上述，本研究發現管理學院影響手機成癮的層面大都分布在人際關係，算是非

常典型且現實的例子，人際關係的維持已開始朝在手機上發展。 

（二）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的學生中，情緒化的學生基本上也出現了手機成癮的症狀；而對學習有正向

認知且態度良好，與朋友互動性高的社科院同學雖出現了手機成癮症狀，在時間分配上

卻有良好控制。 

（三）工學院： 

  工學院的學生首先出現了一個情形是，學習情形良好的同學卻無法停止使用手機且

對時間掌控不佳，與一般大眾認知情況截然相反。而工學院二年級的學生大多都出現手

機成癮問題，但他們若想停止使用便會停止。 

（四）文學院 

  文學院的學生，越習慣與網友接觸者，越經常使用手機，且無法停止使用手機的行

為，也無法忍受離開手機，因為使用手機的時間越來越長，連帶著在時間管理上容易脫

序。 

（五）農學院 

  農學院四年級的女同學使用手機的情況已影響人際關係及個人健康，但手機使用時

間仍持續加長。農學院中有部分學生理性上清楚了解課堂必須認真上課且認為課堂對自

己有幫助，感性上還是會忍不住使用手機且無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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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學院 

  理學院的學生跟農學院的學生情況相似，喜歡學習且認為課堂上學習非常重要者，

出現手機成癮的情況，他們了解上課時必須學習，但實際上還是忍不住使用手機。在理

學院，情緒化且了解學習之重要性的學生，有無法停止使用手機的傾向。此外，在通訊

軟體、社交軟體、遊戲軟體上平均每日花 1 至 2 小時的使用者，出現無法忍受離開手機

的情況，使用時間越來越長，甚至影響了交友情況與個人健康。 

（七）創意藝術學院 

  在創藝學院中大多數都是忍不住就會使用手機的問題，特別是女同學的手機成癮問

題基本上是因為她們沒事情做。其中學習行為良好，較有創意與新發想的女同學也會有

忍不住就使用手機的問題。 

（八）法律學院 

  法律學院的男同學出現了手機使用時間逐漸加長的情況；與朋友互動性高的學生，

肯定課堂必要性同時，使用時間也逐漸加長。 

 

分析二：手機成癮與學生年級之分析 

  本研究在此分析中，對各個年級情形進行探討，此分析的串流圖形與使用變數與分

析一相同，將手機成癮構面之因子設為目標變數，發現了以下規則： 

（一）一年級 

  一年級的學生擁有精神容易緊繃焦慮特質與情緒化特質的人，也同樣出現了手機成

癮症狀，本研究認為是因為剛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也希望能夠

迅速融入群體，而現今能夠迅速更新周遭資訊的唯一管道就是手機，才出現了這種狀況，

最後甚至時間管理也開始失控，推測可能一年級課業較不繁重，空閒時間無聊感較高，

所以花時間在使用手機上面，導致生活上不規律。 

  而一年級的人際健康關係也受他們的精神情緒所影響，推測應該是因為精神感到緊

繃或是情緒起伏較大而對人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二）二年級 

  二年級無法忍受沒有手機的學生平均每日大約使用手機三到四個小時，平均每個禮

拜也有習慣性缺課一到五堂。平均每日習慣使用一到兩個小時在通訊軟體上的二年級大

學生，都出現了因為手機而影響人際關係與個人健康的問題，且無法控制自己不使用手

機，本研究推測大學生無法克制自己使用手機的衝動是為了想及時查看通訊軟體的對話。

在二年級也出現了大學生因情緒緊繃與生活無聊而產生手機成癮結果。最特別的是，他

們對於學習有著正確的認知，且付諸行動，推測是因為開始與學長姐有較多交流，吸收

了學長姐的建議與經驗，雖然具有手機成癮問題，但他們能夠做好時間管理分配學習與

使用手機的時間。 

（三）三年級 

  三年級的學生課業增加，開始出現學習焦慮的情形，雖然開始努力衝刺，也不像一、

二年級學生有著多餘的空閒時間，卻仍無法改掉使用手機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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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年級 

  四年級的有手機成癮狀況的學生周遭都開始出現認真考慮未來的同儕，親近的朋友

影響特別深刻，產生學習壓力，認知規範開始出現正向影響，但仍無法改掉使用手機的

習慣。 

分析三：東海大學學生各年級與手機成癮構面之顯著性 

本研究另外運用 IBM 公司之 SPSS Statistic 22.0 來驗證本研究各個構面之顯著性，

變異數分析或變方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 ANOVA)為資料分析中常見的統計模

型，主要為探討連續型(Continuous)資料型態之因變量(Dependent variable)，變異數分析

依靠 F-分布為機率分布的依據，利用平方和(Sum of square)與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

所計算的組間與組內均方(Mean of square)估計出 F 值，其中「強迫性( p = 0.003 < 0.05)」

及「人際與健康( p= 0.023 < 0.05)」此二個構面的結果呈現顯著。因此本研究更進一步

利用雪費法(Scheffe)中的多重比較數值分別於強迫性尋找差異性，結果如表 6。 

 

表 5：變異數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強迫性 群組之間 8.871 3 2.957 4.752 0.003 

群組內 493.405 793 0.622   

總計 502.276 796    

戒斷性 群組之間 3.085 3 1.028 1.847 0.137 

群組內 441.429 793 0.557   

總計 444.514 796    

耐受性 群組之間 4.417 3 1.382 1.958 0.119 

群組內 559.769 793 0.706   

總計 563.916 769    

人際與健

康 

群組之間 4.947 3 1.649 3.207 0.023 

群組內 407.686 793 0.514   

總計 412.633 796    

時間管理 群組之間 2.153 3 0.718 1.037 0.375 

群組內 548.521 793 0.692   

總計 550.674 796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從 Scheffe 分析中得到一到四年級的差異，結果從強迫性問題中的資料數值顯示，

一年級的學生平均值明顯低於其他年級，本研究推論普遍一年級的學生較沒有忍不住就

會拿出手機來使用的狀況。 

 

表 6：雪費法多重比較數值分析表 

  平均值差異(I-J) 標準誤差 顯著性 

一年級  -0.26 0.090 0.039 

 -0.30 0.088 0.010 

 -0.27 0.081 0.011 

二年級  0.26 0.090 0.039 

 -0.03 0.083 0.979 

 -0.01 0.075 0.105 

三年級  0.30 0.088 0.010 

 0.04 0.083 0.979 

 0.03 0.073 0.984 

四年級  0.27 0.081 0.011 

 0.01 0.075 0.980 

 -0.03 0.073 0.984 

 

分析四：學生手機行為與社交行為之探討 

本研究選取所有樣本中之「每日使用社群軟體時數」與「每日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時

數」以及「性別」、「學習行為」、「年級」及「手機成癮程度」進行群集分析，分析

結果如表 7 所示。 

表 7：Two Step 之分群結果 

 叢集-1 叢集-2 叢集-3 叢集-4 

叢集名稱 成癮 

未完全墮落型 

手機墮落型 一般使用型 認真向上型 

叢集大小 22.6% 19.6% 29.5% 28.4% 

使用社群 

軟體情形 

3-4 小時(75.0%) 5-6 小時 

(40.4%) 

1-2 小時 

(37.4%) 

1-2 小時 

(66.8%) 

使用即時通

訊軟體情形 

3-4 小時(60.6%) 7 小時以上

(42.3%) 

1-2 小時(42.6%) 1-2 小時(69.0%) 

年級 四年級(47.2%) 二年級(31.4%) 四年級(37.9%) 四年級(35.8%) 

手機成癮 

程度 

較高 高 較低 低 

性別 女(100%) 女(79.5%) 男(100%) 女(100%) 

學習行為 中等 差 中等 好 

 

表 7 中的叢集-2（手機墮落型）與叢集-4（認真向上型）比較下可發現因為大量使

用社群、通訊軟體，而將生活重心擺於軟體上而不是學習，進而影響到學習意向、動力

等學習行為。相較於多為二年級的叢集-2（手機墮落型），四年級的學生大多分散於叢

集-1（成癮但未完全墮落型）、叢集-3（一般使用型）及叢集-4（認真向上型），顯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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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接近畢業時期，即將面臨人生的下一段新發展，較有危機意識，並不會讓使用手機

的行為影響自身學習。在叢集-3（一般使用型）及叢集-4（認真向上型）中，本研究發

現他們使用手機上的情形十分相似，但叢集-3（一般使用型）的手機成癮程度卻略高於

叢集-4（認真向上型），學習上也略差於叢集-4（認真向上型），由此推論，綜觀現在所

有四年級中，女生對於自己在學習上的要求還是稍優於男生。 

分析五：學生之手機行為與學習行為、個人特質之探討 

本研究選取「每日使用手機時數」與「每日使用社群軟體時數」以及「性別」、「學

習行為」、「學習成績」、「人格特質」、「手機成癮程度」進行群集分析。本研究欲尋找這

些變數間是否可分出有價值之族群，並能依分析結果訂製針對此族群之建議。分析結果

如表 8 所示。 

表 8：分析四 K-Means 之分群結果 

 叢集-1 叢集-2 叢集-3 叢集-4 叢集-5 

叢集名稱 普妹 宅男 天資聰穎 

女大生 

網美 學霸 

大小 31.4% 21.3% 18.2% 17.9% 11.2% 

性別 女性 男性 女性 女性 男性 

平均使用

手機時間 

3-4 小時 

(100%) 

3-4 小時 

(100%) 

5-6 小時 

(100%) 

7 小時以上 

(100%) 

1-2 小時 

(78.7%) 

是否有玩 

手機遊戲 

否(75.5%) 是(43.5%) 否(66.9%) 否(51.7%) 否(87.6%) 

使用社群

軟體情形 

較少

(55.2%) 

較少 

(42.9%) 

中度 

(35.9%) 

重度(38.5%) 不使用

(80.9%) 

學習行為 

情形 

好 中等 中等 差 好 

學期成績 80-89 

(42.8%) 

70-79 

(41.2%) 

80-89 

(44.1%) 

70-79 

(42.7%) 

80-89 

(42.7%) 

人格特質    精神情緒化 性格嚴謹 

手機成癮 

程度 

低 中等 偏高 高 很低 

 

由表 8 中可看出叢集-1（普妹）和叢集二（宅男）的每日使用手機時間和每日使用

社群軟體時間一樣，其差異在於玩遊戲與否，很明顯可以看出普遍女大生群的手機成癮

程度較會玩遊戲的男大生群低，且學習行為和學期成績都較優秀。叢集-4（網美）花較

長時間在社群軟體上，而且精神情緒性較高，本研究推測其結果表現出叢集-4（網美）

情緒較易受社群軟體影響而起伏不定。在叢集-5（學霸）的學生不太使用手機且學習情

況十分優秀，其性格較為成熟穩重。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造成手機成癮之相關因素，大學生之個人行為、背景都是可

能造成手機成癮的相關原因。研究結果顯示，管理學院和社科院兩個學院中，較在意他

人想法的學生容易出現手機成癮症狀。此外，三、四年級的學生雖面臨畢業而產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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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仍無法克制使用手機。而在本研究中，過長的社群軟體及通訊軟體使用時間也是

造成手機成癮的一項因素，甚至影響個人情緒及學業成績。結論與建議分別以下列四點

說明： 

一、研究結論 

（一）東海大學各學院學生手機成癮與學習行為之關聯 

  根據研究結果一可發現，在八個學院結果中有六個學院都出現了「雖然明白課程內

容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可是還是忍不住使用手機，嚴重時還無法停止」的情況，發現現

今學生對於自身應有的學習行為僅管有著正確基本認知，卻已經無法阻止學生想要使用

手機的慾望。因此本研究建議教授在安排課程時可以考慮與手機做連結，像是隨機用手

機抽考、點名以降低學生利用手機做與課程無關之活動的機會。 

（二）東海大學各年級學生手機成癮與學習行為之關聯 

  研究結果二顯示，三、四年級因為臨近畢業開始出現學習焦慮的情形，雖有壓力卻

仍無法戒掉手機成癮的症狀，導致學習成效不佳，本研究認為這是有許多學生知道自己

應該要開始對未來做規畫但缺少一個良好的管道，只能尋求網路上的協助或經驗，若學

校能多與業界交流並增加在校學生的實習機會，且藉由大量公開通知讓每個學生都知道，

以讓學生之間能有展現自我的慾望以及競爭心態，願意利用時間充實自己而不是浪費時

間滑手機。 

（三）東海大學各學院、年級學生手機成癮與人格特質之關聯 

  根據研究結果一可發現，在管理學院跟社科院兩個學生最多的院所出現情緒起伏大

的學生同時擁有手機成癮的症狀，本研究認為這兩個院所可能因為人多，接觸不同性格

的同儕機率上升，面對應付不同類型的情況而開始大量考慮他人心中想法，進而產生壓

力，而身邊要更新資訊最快的便是手機，因而出現了這樣的結果；而在研究結果二中，

一到三年級也出現了因情緒焦慮與對生活感到無趣而產生的手機成癮症狀，因此本研究

建議學校可以與系上合作，增加更多校園型的活動，以增進學生間有更多實質交流機會，

不會總是依賴手機最後獨自鑽牛角尖胡思亂想，校園生活也會更加豐富多采。 

（四）依學生手機使用程度探討學生個人特質及學習行為 

  根據研究結果三及研究結果四可發現，大學生在社群軟體及通訊軟體的過度使用上

容易造成個人情緒不穩與學習情形不佳等不良影響，尤其又以女學生特別明顯，因此若

個人開始出現情緒起伏大或是學習成績下降等情形卻無所適從時，不妨暫時離開自己的

Facebook、Instagram 及 LINE，給自己一點獨處時間，做一些對自己有益的活動。 

二、研究限制 

（一）資料之限制： 

  由於本研究當初限制主要目標為大學生，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生之手機使用行為與人

際關係、人格特質、學習行為為研究基礎。對於社會人士之資料收集較有不足，且未能

取得部分熱門軟體之實際資料，研究結果與實際情形會有些許落差。 

（二）問卷衡量之限制： 

  本研究問卷所收集之「學習行為」，因問題設計得較主觀意識，會出現學生自我感

覺良好的狀況，造成分析時出現誤差，並無法完全準確符合真實情況。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參考文獻 

1. 張嘉哲。六成民眾每天滑 3 小時，手機重癮者越來越多。新頭殼 newtalk，

2017/11/09。取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1-09/103313 

2. 綜合報導。9成大學生「幻覺震動」，每天要看手機 85次。ETtoday新聞雲，2016/01/12。

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112/629190.htm 

3. 郭庚儒。低頭族，易罹患乾眼、3C 成癮症。Yahoo 新聞，2013/04/09。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25E4%25BD%258E%25E9%25A0%25AD%25E6%2597

%258F-%25E6%2598%2593%25E7%25BD%25B9%25E6%2582%25A3%25E4%25B9

%25BE%25E7%259C%25BC-3c%25E6%2588%2590%25E7%2599%25AE%25E7%2

597%2587-132300787.html 

4. 高健維，民 96，資料挖掘在不動產價格評估之應用，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碩士

學位論文。 

5. 劉謹豪，民 96，網路探勘在網路書局之應用，中華大學碩士論文。 

6. 周恬君，民 99，以基本面財務指標看全球金融服務業之持續競爭優勢-以商業銀行

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經營管理組碩士論文。 

7. 胡福進，民 92，海外投資與移民對台灣企業歇業及失業影響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8. 陳靜怡(2014)，嘉義縣市大學生智慧型手機成癮及相關因素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9. 王智弘，2009，網路諮商、網路成癮 與網路心理健康。台北：學富文化。 

 

10. Agrawal, R., & Srikant, R. (1994, September).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In Proc. 20th int. conf.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 (Vol. 

1215, pp. 487-499). 

11. 原文網址：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1125000014KK15954&p=%E4

%BD%95%E8%AC%82scheffe%E6%B3%95 

 

12. 原文網址：
https://www.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zh-tw/SSLVMB_22.0.0/com.ibm.spss.st

atistics.help/spss/base/idh_onew_post.htm 

 

13. 原文網址：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5%BA%A6

https://newtalk.tw/news/author/%E5%BC%B5%E5%98%89%E5%93%B2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11-09/10331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112/629190.htm#ixzz5Ag3Yl5fc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112/629190.htm
https://tw.news.yahoo.com/%25E4%25BD%258E%25E9%25A0%25AD%25E6%2597%258F-%25E6%2598%2593%25E7%25BD%25B9%25E6%2582%25A3%25E4%25B9%25BE%25E7%259C%25BC-3c%25E6%2588%2590%25E7%2599%25AE%25E7%2597%2587-13230078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25E4%25BD%258E%25E9%25A0%25AD%25E6%2597%258F-%25E6%2598%2593%25E7%25BD%25B9%25E6%2582%25A3%25E4%25B9%25BE%25E7%259C%25BC-3c%25E6%2588%2590%25E7%2599%25AE%25E7%2597%2587-13230078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25E4%25BD%258E%25E9%25A0%25AD%25E6%2597%258F-%25E6%2598%2593%25E7%25BD%25B9%25E6%2582%25A3%25E4%25B9%25BE%25E7%259C%25BC-3c%25E6%2588%2590%25E7%2599%25AE%25E7%2597%2587-13230078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25E4%25BD%258E%25E9%25A0%25AD%25E6%2597%258F-%25E6%2598%2593%25E7%25BD%25B9%25E6%2582%25A3%25E4%25B9%25BE%25E7%259C%25BC-3c%25E6%2588%2590%25E7%2599%25AE%25E7%2597%2587-132300787.html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1125000014KK15954&p=%E4%BD%95%E8%AC%82scheffe%E6%B3%95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1125000014KK15954&p=%E4%BD%95%E8%AC%82scheffe%E6%B3%95
https://www.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zh-tw/SSLVMB_22.0.0/com.ibm.spss.statistics.help/spss/base/idh_onew_post.htm
https://www.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zh-tw/SSLVMB_22.0.0/com.ibm.spss.statistics.help/spss/base/idh_onew_post.htm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CIM 2018)           Taiwan, 2018/6/3  

 
 

The Study of Smart Phone Addiction 

Yun-Han Che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s03490005@thu.edu.tw 

 

Tim Yueh-Ying Wu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g05490004@thu.edu.tw 

 

Fei-Ju Tsa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miku20433@gmail.com 

 

Yan-Jing Le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s03490012@thu.edu.tw 

 

Jamie Yi-Ting Cha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unghai University 

jamie@thu.edu.tw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college students’ smart 

phone addiction. Individual behaviors and backgrounds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related reasons 

that may cause smart phone addic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traits”, “learning behavior”, and “personal 

background”. Data mining methods such as the Apriori algorithm, the Two Step clustering 

method, and the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evance of students with 

smart phone addiction traits to the above fou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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