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別人不一樣：以第三人效果檢視台灣大學生的低頭族現象 

柯妮廷、顏亦敏 
 
摘要 

    行動裝置興起後的低頭族現象已備受關注。本研究以第三人效果理論為基
礎，探究台灣大學生認知自己與其他人受低頭族議題影響的差距，及第三人效果

和議題涉入度對採取後續行動之影響，並以教育程度作為社會距離，測量大學生

是否認為國、高中生較易受議題影響。經網路問卷調查得 274 份樣本，證實第三
人效果存在，但自身與國、高中生間無顯著差異；對其他人的影響與議題涉入度

能預測支持限制低頭族行為；議題涉入度越高，第三人效果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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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smartphones and mobile devices become popular, concerns for the usage 

addiction have been raise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mobile 

devices addic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by adopting the third-person 

effect theory. This study also focuses on the possible relationship among issue 

involvement,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support for 

restrictions on mobile devices use. Moreover, the study examines the social 

distance - current educational level, affecting the perception of respondents and 

others like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addiction. The online 

survey (N=274) found respondents tended to think influences of addiction on 

others were greater than themselves, but believed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less affected by the addiction. Furthermore, the perceived effect on 

others and issue involvement positively predicted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supporting the protective action. Besides, the issue involvemen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ird-person perceptual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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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行動裝置產品的蓬勃發展，社會的「低頭族」現象隨之興起。「低頭族」
一詞，廣義指個體長時間低頭使用電子媒體產品，即使不具備上網功能亦可歸類

為低頭族。然而，現今「低頭族」現象引發之相關資訊多為負面觀感內容。媒體

資訊、新聞報導中亦多呈現過度使用、沉溺於智慧行動裝置帶來的負面影響，包

括對健康造成的負擔及傷害，及面對面人際關係的疏離，甚至低頭族行為造成的

人為意外、傷害等。 
    Google 與易普索市調研究公司（Ipsos，2013）在「2013我們的行動星球：台
灣」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台灣人對智慧型手機依賴程度高達 81%，其中， 18-24
歲群體的普及率為 63%，此群體大多為大專學院學生。本研究希望瞭解，在大學
生族群智慧型裝置高普及率下，低頭族議題究竟會不會產生第三人效果，即在面

對可能的負面影響下，是否認為其他人仍是較容易受到影響的一群。因此，本研

究以第三人效果理論為基礎，探討大學生認為自己與其他人受低頭族議題影響的

認知差距。 
    此外，本研究也希望探討大學生在第三人效果下是否可能促使個體採取後續
行動，即支持限制低頭族智慧型裝置的使用行為，包括自我限制其他人之使用行

為，或期待政府與媒體能夠施予監督或提醒之作為等。同時，將教育程度作為社

會距離測量，探討大學生相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國、高中生，在面對低頭族議題時

是否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最後，本研究嵌入議題涉入度之變項，以釐清大

學生對低頭族議題的關注及瞭解程度，探究議題涉入度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與後

續可能的支持限制使用行動裝置之行為。 

貳、 文獻探討 
    本節將針對第三人效果理論進行文獻探討，首先說明訊息特性與第三人效果
的關聯，其次梳理第三人效果與後續支持限制行為的相關研究，最後探討影響第

三人效果的社會距離與議題涉入度因素。        

（一） 訊息特性與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於 1983 年由 Davison所提出，該假設認為人們傾向高估大眾媒體
對其他人的態度或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尤其當訊息為負面時，人們更容易認定訊

息對他人的影響大於自己( Davison, 1983 )。而第三人效果中的認知差距便是藉由
人們評估媒介訊息對自己的影響與對其他人影響間之差距所構成。該假設主要可

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認知部分，人們傾向認為其他人受媒介訊息的影響大於自

己的影響，換言之，媒介訊息所產生的效果可能不在於人們真正受到影響的反應，

而源自人們認為其他人可能受到的影響而產生效果。其二則為行為部分，即人們

認知媒介訊息對其他人的可能影響後，為保護其他人或保障自我利益，便會改變

態度或採取預防的因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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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去豐富的第三人效果的國內外相關文獻，Gunther（1995）的研究發現
美國大部分成年人認為色情影片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大於對自己的負面影響；

Rojas 等人(1996)也在色情媒介和電視暴力內容的研究中發現美國大學生認為色情
與電視暴力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國內方面，羅文輝(2000）
發現媒介中的暴力、色情等負面內容或社會性需要低的議題時，人們會認為此一

媒介內容對自身的影響較小，而對其他人的影響較大。而林素真（2010）的選舉
大選負面新聞研究中也證實無論何種黨派的支持者皆擁有第三人效果的存在，認

為總統大選的負面新聞對其他選民的影響較大。 
    因此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大學生傾向認為低頭族現象對其他人影響較大，對自己影響較小。    

 

（二） 第三人效果與行為 

    第三人效果所累積的文獻相當豐富，其中受到傳播學者重視的部分即在於人
們認知差距後所產生之後續行為。事實上，Davison（1983）的第三人效果假設初
探研究就提出，人們高估負面訊息對他人的影響後，將採取一些預防或補償的行

為，故第三人效果認知有助於瞭解某種形式的檢查制度或控制、限制媒介的行為。

許多相關研究也證實人們認為負面的媒介內容對自己或他人有不利影響時，人們

會越傾向支持限制或審查負面的媒介訊息，例如：色情媒介訊息（Gunther, 1995; 
Rojas et al., 1996）、網絡色情內容（Lo & Wei, 2002; Lo, Wei, & Wu, 2010）、電視暴
力節目（Rojas et al.,1996）、暴力饒舌音樂（McLeod, Eveland,& Nathanson, 1997）。 
  然而，過去也有研究以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作為測量變項發現未能預測支持

限制媒介訊息內容的行為意圖（Lo & Paddon, 1998; 羅文輝, 2000）。對此，Lo和
Wei（2002）的研究中針對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為未獲支持的預測變項進一步提出
解釋。他們認為研究應當考量媒介訊息內容對自己和他人影響的平均數皆高或皆

低情況時所造成的樣本差異，並建議以「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

作為測量變項。羅文輝（1999）的研究發現，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和對他人影響的
認知可以有效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行為；林聖庭（201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
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為預測行為的重要變項。 
    此外，媒介訊息內容特性同樣會影響支持限制媒介內容的行為。Sun 等人
（2008）的研究便提出中性無害或社會需求較模糊的媒介內容與媒介審查行為間
的關係未獲得支持（Sun, Shen, & Pan,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低頭族之議題屬
性同具模糊屬性，希望進一步釐清低頭族議題中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

與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意圖的關係。 

 
假設二：「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可以有效預測支持限制低頭族行

動裝置使用的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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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距離 

    第三人效果中強調認知的差距，則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的遠近能進一步
由地理或心理上之差距，預測第三人效果的強弱影響。社會距離越遠則表示雙方

在該特徵上相似度低，相互瞭解程度及吸引力越小，反之，社會距離越近表示該

特徵相似度越高，彼此瞭解程度越大。因此，人們會傾向認為媒介內容對與自己

特徵相像或接近者影響較小，而對距離自己較遠或不相像者影響較大，故第三人

效果認知差距越大（Paek et al.,2005）。 
    過去文獻指出，社會距離可成為第三人效果中影響對象的分類指標。例如
Cohen等人（1988）有關誹謗新聞的第三人效果，將「對其他人的影響」對象分為
「其他史丹佛學生」、「其他加州學生」和「一般大眾」，以探討社會距離對第三人

效果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史丹佛大學學生認為誹謗新聞對「一般大眾」的影

響最大，其次則為對「其他加州學生」的影響，而對「其他史丹佛學生」的影響

較小。White（1997）的研究也將對「其他人的影響」對象分成「當地學生」、「其
他學校學生」和「其他國家學生」，其研究也發現受訪者認為媒介訊息對「其他國

家學生」影響最大，其次為對「其他學校學生」影響，「當地學生」影響較小。上

述研究都指出，人們會認為不同社會距離下的其他人，媒介訊息可能產生不同的

影響。 
    然而，過去研究對社會距離的定義不同，曾採用性別（林美雅等人，2005）、
教育程度（Meirick, 2005; 胡幼偉，1997）、政黨屬性（林素真，2010）等社會距
離界定。Gunther（1991）的研究中發現明尼蘇達大學學生認為負面新聞報導對明
尼蘇達州居民的影響較大，而對明尼蘇達大學學生影響較小；McLeod 等人(1997)
的研究發現，達拉維瓦大學生認為反社會的暴力音樂對紐約和洛杉磯的年輕人影

響最大，對達拉維瓦大學的學生影響較小。 
    Gunther（1991）曾針對明尼蘇達大學的受訪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負面新
聞報導對明尼蘇達州居民的影響較大，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的影響較小，即明尼

蘇達大學學生由於教育程度較高，故較不易受負面新聞報導影響，顯示教育程度

可作為社會距離的一項重要指標。羅文輝（2000）進一步從 Gunther的研究結果提
出假設，發現受訪的大學生認為電視節目中色情、暴力、靈異三類內容對高中生

的影響較大，對一般大學生的影響較小。 
    本研究認為教育程度可能是影響社會距離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重要因
素，因此，嘗試以教育程度作為社會距離的測量，以分析大學生對相較於自身教

育程度低的國、高中生之態度上，是否會產生社會距離所帶來的第三人效果認知

差距的影響。以下提出假設： 

 
假設三：大學生會認為低頭族現象對國、高中生影響較大，對自己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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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議題涉入度 

    涉入度指個人認為自身與情境間的連結程度（Grunig, 1983）。Salmon（1986）
認為，個體對刺激物的注意與興趣程度都應予涉入度操作化定義時需考量的要

素。因此，Davison（1983）指出，當個人對某一訊息有較高涉入度時，往往自認
為掌握比他人更多的資訊，傾向自詡為該領域專家，並認為他人對該領域的相關

知識有限，無法做出正確判斷，故與自己這位「專家」相比，「一般人」本來就比

較容易受媒介訊息影響。換言之，議題涉入度主宰了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之產生。

林素真（2009）建議研究者將議題涉入度納入研究時應考量個人因素與議題間的
互動關係，以探究議題或訊息所產生的影響。 
  相關研究中，Mutz（1989）發現，當人們覺得議題重要時，強烈的議題涉入
度會使閱聽人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Driscoll與 Salwen（1997）針對辛普森審
理案進行第三人效果研究時發現，認為自己對此案有更多理解的閱聽人會有第三

人效果認知差距加大情況。而胡幼偉（1997）在關於選舉新聞的第三人效果研究
中亦指出，當人們面對某種議題時，議題涉入度深者會傾向從大眾媒介或人際傳

播等管道尋求更多資訊，與其他人討論相關議題的頻率也較高，這些資訊可能使

人會自認對議題的瞭解程度比其他人高，因而對相關議題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差

距。而林美雅、向倩儀與蔡維鴻（2005）瘦身廣告第三人研究中，將瘦身廣告視
為不具社會需求的負面新聞，發現對瘦身議題涉入度越高者傾向認為其他人較容

易受到影響，而本研究之低頭族議題雖為負面媒介訊息，卻為現今社會普遍現象，

甚至具高度的社會需求屬性。而在Wei、Lo及 Lu（2010）的研究中，發現台灣大
學生對毒澱粉訊息的議題涉入度與第三人認知呈現負相關，而本研究認為低頭族

議題和毒奶粉訊息之議題特性類似，皆是負面觀感但卻又為大眾所需求之媒介訊

息，因此，將此研究結果納入考量。 
  本研究希望能釐清議題涉入度與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行為間的關係。然

而梳理過去文獻，鮮少研究針對兩者的相關性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其

中的關係，以瞭解低頭族的議題特性，與支持限制媒介之後續行為是否有影響。 
  綜合上述提出以下假設與研究問題：  

 
假設四：低頭族現象之議題涉入度越高，第三人效果認知越低。  
 
問題一：議題涉入度對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是否有影響？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前測：深度訪談法 

  正式進行調查前，本研究先針對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現今大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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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頭族議題的看法與觀感，並進一步要求受訪者對自我之低頭族行為程度評分，

同時陳述低頭族相關行為及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最後，訪談更詢問受訪者對

國、高中生受到低頭族現象影響之看法。 
  深度訪談於北部一學校園內進行，受訪者共 20位，男性與女性分別各 10位；
年級部分，一年級與二年級各 5位，三年級 4 位，四年級 5 位，五年級 1位。本
研究進行受訪對象搜尋時，在系所、學院的選擇上盡可能多元，受訪對象中涵蓋

電機、管理、人文社會、理工與資訊等背景。 
  深度訪談結果指出，20 名大學生皆認為低頭族為負面訊息內容，表示低頭族
行動裝置的使用行為可能導致健康、人際關係、做事效率不佳等負面影響，而對

低頭族 1~7分程度的自我評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7分表示非常同意，受訪者
大多座落於 3~6分，平均為 5.4分。 
  低頭族現象的影響部份，受訪者皆對國、高中生受低頭族現象的負面影響抱

有不同觀感。有些大學生受訪者認為國、高中生的能力無法處理低頭族議題相關

的負面影響或抵抗行動裝置的誘惑；另一方面，也有大學生認為國、高中生身分

上相較於自己，更容易受到較多來自於外界的約束，包括學校的規定、老師與師

長的管教等，因而可能減少負面影響。 

（二） 正式問卷設計 

  本研究針對大學生進行調查，故問卷先以職業、學歷作為篩選機制，只有職

業為學生及學歷填答就讀大專院校者，才符合本研究設定之研究對象。問卷接著

詢問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之狀況，包括擁有與否、裝置持有時間、使用頻率、一

天平均使用時間，並詢問是否曾聽過「低頭族」一詞等。 
  接續上述題項，問卷共分為六部分，首先以第三人效果認知進行調查，針對

「低頭族議題」一詞所涉及影響範圍請受訪者評估「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人

的影響」、「對國、高中生的影響」進行測量，分別以三部分完成作答。 
  第一部分為對自己的影響，瞭解受測者認為低頭族議題對自己的影響程度，

包括詢問認知低頭族現象的多寡、低頭族是否影響自己行為、思考對自己的影響，

及界定自己是否為低頭族，此部分問卷信度檢定結果之 Cronbach’s alpha值為.62。
第二部分則為對他人的影響，瞭解受測者認為低頭族現象會不會對其他人產生影

響，包括詢問是否認為其他人覺得低頭族越來越多，低頭族是否影響其他人、其

他人是否思考對自己的影響，及界定其他人是否為低頭族，此部分量表經信度檢

定後，Cronbach’s alpha值為.67。第三部份為詢問受測者認為相較於自身學歷較低
之國、高中生受到低頭族現象所影響之程度評估，包括是否認為國、高中生受到

低頭族現象影響而產生人際關係、健康、注意力與做事效率層面之影響，該部分

問卷量表信度檢定，Cronbach’s alpha值達.84。 
  第四部分為議題涉入度，該部分問卷量表信度檢定，Cronbach’s alpha值達.86，
問項包括瞭解受測者對低頭族議題的接觸頻率、興趣程度、重要性認知評估、瞭

解程度及後續思考程度。第五部分則為受測者對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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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態度與行為意圖調查，問項包括自我減少裝置使用行為、限制其他人使用

行動裝置行為、期許大眾媒體與政府對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行為上有所作為等，

此部分問卷量表信度檢定 Cronbach’s alpha值達.82。 
    最後，第六部分為受測者的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受測者的性別與系級院校等
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分為男女兩類；年級分為大學生一年級至五年級；學院和學

校則依照教育部所公布之名冊作為選項。 

（三） 研究方法：網路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取得樣本，由於網路調查法具不受時間及地理限
制之優點，且本研究在時間及經費受限的條件下，採取此研究方法進行調查。問

卷內容參考 20 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結果設計。本研究問卷於 2014 年 5 月 27 日
透過 surveymonkey網路問卷平台及 BBS 的 PTT 站台上發放問卷，問卷截止回收
日期為 2014年 6月 3日，樣本蒐集時間總計 7日，共回收 274 份有效問卷。 

肆、 研究發現 

（一） 研究樣本描述 

    本研究共回收 274份有效問卷，男性 128位（46.7%），女性 146位（53.3%）。
年級分布方面，以大四最多占 26.6%，其次為大一（24.1%）和大二（24.1%），大
三則占 20.8%，最後僅少數為大學五年級（4.4%）。學校的分布方面，國立大學占
52.6%，公、私立大學占 29.6%，而學院、科技大學則約占 17.9%。最後學院的部
分，理工學院占 29.2%為大宗，其次管理學院占約 19.6%，再其次則為醫學院
（10.9%）及社會科學院（10.6%）。 

（二） 第三人效果 

    表 1 分析結果指出大學生認為低頭族現象對自己的影響（M=5.54，SD=.88）
小於對其他人的影響（M=5.64，SD=.74，t=-2.48，p＜.05），亦即低頭族議題對其
他人的影響顯著高於對自己的影響。因此，低頭族現象的第三人效果存在，假設

一獲得支持。 

 
表 1：低頭族現象影響之第三人效果成對樣本 T檢定 

影響對象 

 

議題 

自己 其他人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t  

M SD M SD 

低頭族現象 5.54 .88 5.64 .74 .1 -2.48* 

註：***p<.001；**p<.01；*p<.05，n=274 

 
  針對「低頭族現象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可有效預測支持限制低頭族手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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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之研究假設，本研究採多元迴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中的階層
迴歸進行分析，並加入性別、年級、議題涉入度、自己與對其他人之認知差距等

變項，各變項以組為單位，分別放入多元迴歸分析中，以瞭解在控制性別、年級

與議題涉入度，及低頭族議題下的認知效果，對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

為的影響，分析結果整理於表 2。 

 
表 2：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 

註：***p<.001；**p<.01；*p<.05，n=274 

 

表 2顯示，3組變項共解釋 24.1%的低頭族議題第三人效果認知之變化，其中
議題涉入度的解釋量最高（20.9%），其次人口變項與認知效果，皆為 1.6%。  
    從表 2的多元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控制人口變項及議題涉入度後
結果得知，認知效果兩個因素中，僅「對其他人的影響」因素呈顯著正相關，而

「對自己的影響」未達顯著關聯。因此部分支持假設二「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

人的影響可以有效預測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意圖」。 
    針對問題一「議題涉入度與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的相關性」上，
從表 2 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第一層之人口變項下，議題涉入度因素
呈顯著正相關（P=.03<.05*），因此，議題涉入度越高，越傾向支持限制低頭族行
動裝置使用行為。 

（三） 社會距離 

    表 3 結果指出低頭族現象對自己的影響（M=5.54，SD=.88）與對國、高中生
的影響（M=5.54，SD=1.02，t=0.01，p＞.05）兩者無顯著差異。亦即低頭族議題
對自己和國高中生間無顯著影響。因此，低頭族現象以教育程度作為社會距離的

第三人效果不存在，假設三未獲支持。 

 
 

預測變項 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 
Standardized β 

1.人口變項： 性別 .12 
年級 -.04 
調整後 R2 .01 
R變更 .02 

2.議題涉入度： 涉入度 .46* 
調整後 R2 .22 
R變更 .21 

3.認知效果： 自己 -.02 
其他人 .15* 
調整後 R2 .23 
R變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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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低頭族現象之第三人效果與社會距離之成對樣本 T檢定 

影響對象 

 

議題 

自己    國、高中生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t  

M SD M SD 

低頭族現象 5.54 .88 5.54 1.02 0 0.01 

註：***p<.001；**p<.01；*p<.05，n=274 

（四） 議題涉入度 

   本研究最後探究議題涉入度對第三人效果認知之影響，以簡單線性迴歸分析
檢視議題涉入度是否影響第三人效果差距。表 4 指出在控制人口變項後，議題涉
入度對第三人效果認知具負面影響，（β=-.14，p=.02<.05），即對低頭族議題涉入度
越高者，認為自己和他人受到的影響越低，因此假設四獲支持。 

 
表 4：議題涉入度與第三人效果認知之迴歸分析 

註：***p<註：***p<.001；**p<.01；*p<.05，n=274 

 

伍、 研究發現之討論 

（一） 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媒介行為 

    本研究證實低頭族現象存在第三人效果，該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羅文
輝，2000；林素真，2010；Gunther,1995；Rojas et al.,1996)，顯示低頭族現象對大
學生而言為一種較負面的媒介內容，大學生認知低頭族議題對其他人的影響較

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另外，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將促使人們採取限制媒

介的行為意願。而研究統計結果發現，僅大學生族群在低頭族現象對其他人的影

響認知中，能有效正向預測支持限制低頭族的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意圖，對自己的

影響認知卻未能預測後續行為，此部分研究發現與過去實證研究結果大致相符，

例如，羅文輝（1999）的研究發現，以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作為測量
變項，可有效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行為，林聖庭（201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對
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為預測後續支持限制媒介行為的重要變項。

預測變項 第三人效果認知 
                    Standardized β 

1.人口變項： 性別 -.07 
年級  .02 
調整後 R2  .01 
R變更  .01 

2.議題涉入度： 涉入度 -.13* 
調整後 R2  .01 
R變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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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研究發現對自己的影響認知並非預測後續行為顯著變項，即大學生認為

低頭族現象對自己的影響與自身減少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或支持大眾媒體與政府等

機構政策推廣之後續行為無顯著關係，唯低頭族議題對其他人的影響認知能有效

且正向預測支持限制頭族的行動裝置使用行為意圖，包括支持限制媒介行為的個

人與機構兩層面之因應措施。 
    對此，本研究的解釋為議題相較於以往色情、暴力等負面或社會性需求低的
主題距差異，低頭族議題為行動裝置日益普遍下一種使用程度或時機場合負面的

行為模式，相關現象並非過去探究如色情、暴力可容易辨識之高負面程度內容。

本研究發現與羅文輝（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證明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將影響
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當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越高，所產生的認知差距越大；而

當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較低，所產生認知差距也越小。本研究中對自己的影響

（M=5.54) 對其他人的影響（M=5.64）中顯示，低頭族議題的負面性較低，則使
得第三人效果較弱，而認知差距的平均數差異僅 0.1。從議題屬性的部分進一步探
討，意即當大學生接觸到低頭族相關負面資訊、新聞報導時，其媒介內容所呈現

之負面影響皆圍繞在特殊個案與身邊其他人的影響，使大學生傾向認知其他人容

易低頭族現象的影響，甚至無法抵抗或處理這些負面結果，因而將這種認知結果

反映於態度與行為意圖上，支持限制低頭族的相關使用行為，即低頭族現象對其

他人的影響與支持限制行為呈顯著關聯。 
    因此，本研究推論大學生雖然能夠認知低頭族現象對自己所產生的影響，但
是卻不認為自身所受到的影響行為符合低頭族族群，即嚴重負面程度不致使大學

生出現支持限制與控制的行為，而至於其他人受到低頭族現象的影響更能成為大

學生後續行為的重要預測。儘管在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與支持限制媒

介行為的假設獲部分支持，但是，本研究發現還是符合 Davison（1983）第三人效
果中認知差距與後續行為效果的理論內涵。 

 

（二） 第三人效果與社會距離 

    然而，以教育程度作為社會距離測量的第三人效果卻未獲顯著支持，即大學
生並不認為相較於大學學歷低之國、高中生會較容易受低頭族現象之負面影響，

此結果與過去第三人效果的社會距離研究結果不相符。然而，過去研究中，大多

探討媒介內容、新聞報導的第三人效果，鮮少研究以社會議題作為研究主體，而

探討社會議題的研究中，林聖庭（2013）的臉書使用者對壹傳媒交易案的第三人
效果研究中，以有無使用臉書者作為社會距離變項亦無法預測第三人效果。因此，

本研究提出一項可能解釋為，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已成為低頭族的一份子，當探討

議題影響範圍已擴大至整體社會時，教育程度差異將無法作為第三人效果的顯著

變項，即教育程度在大環境現象下無法區分「我」與「其他人」之差別。 
  此外，結合台灣普遍之教育環境與訪談結果提供的解釋為，台灣教育環境對

國、高中生的管教較為嚴謹，師長與家長皆於學校及日常生活中針對未成年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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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施予關懷與管教，因此，本研究推論大學生傾向認為，國、高中生因環境

的控制，使得低頭族現象未有第三人效果存在。 
  低頭族使用行為動機亦可成為社會距離未出現第三人效果的可能原因，由於

受訪的大學生表示自己與國、高中生間下載相似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如通訊軟

體與遊戲，即無法區分低頭族現象下「我」與「其他人」的差異，建議未來納入

行為動機以探討社會距離的形成脈絡。 

（三） 議題涉入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低頭族議題涉入度越高者，第三人效果認知越低，本研

究提出可能解釋為，現今台灣使用智慧型手機者越來越多，使用者已占了台灣總

人口數 51%（Ipsos，2013），此外，18到 24歲的台灣人中又有 63%擁有智慧型手
機，而大學生即座落於此年齡區間中，由此可見大學生已經普遍擁有智慧型手機。

對大學生而言，低頭族現象為極切身且需要的議題，故大學生族群更關注相關議

題並認為自己同樣受其影響。本研究結果也與林聖庭（2013）結果相似，即臉書
使用者對壹傳媒交易案的涉入感與第三人效果認知呈現負相關。從如此結果得

知，未來應當針對不同性質的議題或訊息，並結合社會脈絡進行探討，以深入釐

清不同議題之涉入度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中的影響。 
  在大學生的低頭族議題涉入度預測支持限制手機使用行為上，本研究結果

為，議題涉入度與支持限制媒介呈顯著正相關。由於本研究在支持限制低頭族行

動裝置使用行為的問卷問項部分，包括詢問大眾媒體與政府廣為宣傳相關報導與

政策等同意程度，表示大學生越瞭解低頭族議題，愈傾向期待大眾媒體與政府能

夠有所作為。事實上，台灣 2012年已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增訂「低頭
族條款」，即汽、機車駕駛人道路行駛時，不准以手持方式使用手機、電腦或其他

裝置，進行撥接、通話、上網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的行為。因此，針對分析結果，

本研究提出的解釋為，當大學生越關注低頭族相關議題時，認為低頭族行為對社

會帶來許多的負面影響，不僅對自身健康造成負擔，也可能對社會、他人造成可

能的意外傷害，因此，希望能夠透過媒體或政府多加宣導，或以罰鍰等懲戒方式

減少負面影響之發生機會。 

 

陸、 研究結論、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證實第三人效果之存在，大學生族群認為低頭族現象對其他人的

影響大於低頭族現象對自己的影響，亦即低頭族現象將產生第三人效果。然而，

在以教育程度作為社會距離測量的第三人效果中卻未獲顯著支持。本研究以台灣

當前社會情況試圖解釋：國、高中生因受到較多學校師長或家庭父母長輩的管教

及約束，故相較大學生較不會受低頭族現象負面影響。未來研究提出社會距離為

測量變項時，應有更明確的操作定義，將年齡、教育程度細分以區隔研究對象與

其他人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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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本研究提出之假設中，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其他人的影響在預測支持限

制低頭族行動裝置使用行為的結果，僅對其他人的影響顯著支持後續行為，反之，

對自己的影響則未獲支持，此發現與過去研究結果不符，本研究認為受媒介訊息

內容特性之差異影響，即低頭族議題較過去涉及色情、暴力的主題更具社會需求

性，才顯示對自己的影響無法有效預測支持限制行為之結果。因此，本研究也建

議未來可透過媒介內容負面程度、社會需求性等面向更加著墨，以釐清媒介內容

的差異對第三人效果後續行為的影響。 
  另外，研究中試圖探討議題涉入度對第三人效果中後續支持限制低頭族行動

裝置使用行為意圖之影響，且結果獲得統計上顯著支持。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

研究亦可將議題涉入度與支持限制媒介的關係納入探討，甚至進一步理解不同媒

介內容的涉入度是否對支持限制媒介會有不同影響與結果。然而，本研究僅測量

大學生族群對限制低頭族行動裝置行為的態度與行為意圖。未來研究建議以評估

自我實際行為為變項，測量受訪者對低頭族相關議題的控制與審查行為之支持

度，以更精確、深入理解研究對象在第三人效果下所進行的後續行為。 
  最後，由於智慧型手機的持有與使用以大學生為主，因此本研究以第三人效

果檢視台灣大學生的低頭族現象別具意義。然而，建議未來研究可跳脫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之限制，擴大瞭解不同年齡或背景閱聽眾在低頭族議題的第三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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