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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 Turkle（雪莉‧特克，2018） 的研究成果來檢視數位科技

中的風險所在，並以跨域觀點探討具體可行的通識教學策略。本研究設計

採取質量混合設計，以隨機取樣選取南部某所科技大學修讀通識課程共計 

356 位大學生為研究樣本，其中有效樣本為 273 位。研究工具為賴氏人格

量表和楊氏網路／手機成癮量表用以收集量化資料，分析人格類型及網

路／手機成癮等級。研究結果發現，網路／手機成癮量表結果分數不同的

大學生其人格特質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B 型及 E 型人格特質之差異最為

顯著。本研究再根據 Turkle 觀點對網路／手機依賴預警級及危險級受試

者進行焦點訪談，採用內容主題分析訪談內容發現，與 Turkle 觀點所指

出數位科技中隱藏的三種危險因子相呼應。根據發現對未來通識教學策略

建議如下：

一、Sherry Turkle 觀點可轉化為正向的通識教學策略。

二、不同人格類型大學生手機成癮有顯著差異，須落實差異化教學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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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關鍵詞：雪莉‧特克、通識教育、人格特質、手機成癮、數位科技風險

    面對 21 世紀新興科技的問世，現代公民需要有相對應的科技素養才

足以因應。數位科技的問世，宣誓一種新式傳播技術的到來，同時也將人

類與機器之間的互動帶到一種前所未有境地。數位科技的強大傳播力及其

建構出的「擬真性」吸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特別是從小與各種科技資訊

有很多互動的科技大學學生。表面上每個人擁有強大操控行動裝置的能

力，但他們對於虛擬世界擬真的霸權似乎有招架不住的狀況。研究者在通

識課中與學生對話的過程發現，多數學生除了無法克制自己不滑手機外，

臉上還常出現一種漠然冰冷的反應，不僅無法跟他人互動交流，對於外

在環境或學習則愈來愈無感。數位科技讓人隨時隨地連線上網的便利性

背後，隱含著許多未被提醒的科學風險（雪莉‧特克，2017；薛清江，

2016）。 

    根據楊淳斐 (2014) 研究臺灣大學生網路使用情形發現：1. 大學生網

路成癮的盛行率為 20.3%；2. 大學網路成癮的比例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

生；3. 網路成癮組大學生各項心理性危險因子的表現分數皆顯著高於非網

路成癮組；4. 自尊、同儕互動、家庭功能與網路成癮達顯著負相關，課業

壓力、無聊感、神經質、憂鬱、社交焦慮與網路成癮達顯著正相關；5. 心

理性危險因子對網路成癮具有密切關係與影響力。是以本研究選取使用智

慧型手機上網情況日益嚴重的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隨著數位科技的日新月異及智慧型手機的問世，現代人跟網路的關係

更加密不可分，「持續在線」的使用習慣加深手機網路重度依賴，而沈迷

或成癮的風險也相對提高。晚近的精神醫學研究開始注意到這個嚴重性，

薛清江、楊淑娥    構思數位虛擬世界中的科技風險之通識教學提醒策略

    學習成效，建議善用「分組合作學習法」，或採用「以學生建構為核

    心的翻轉教學」、「問題解決教學」等鼓勵大學生增加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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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賈烏德從其臨床治療的諸多案例中歸納出現代人受到電腦網際網路的

影響而出現一種「人格未離線」的現象，我們的人格受到虛擬人格的附身

而無法適應現實世界（埃利亞斯‧阿布賈烏德，2012）；楊與阿布瑞尤所

主編的《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正式將「網路成癮」視為一種

國際性問題和需要治療的臨床疾病（金佰利‧楊、克利斯蒂亞諾‧阿布

瑞尤，2013）；而臺灣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 發佈的《網路沉迷研究調

查》中，更指出憂鬱、課業或工作壓力、無聊感、同儕關係不佳、神經

質、低自尊、社交焦慮、家庭關係不佳、衝動控制不良、敵意十大危險因

子與網路沈迷（成癮）有顯著相關。世界衛生組織  (Wor ld  Hea l th  

Organization, WHO) 在2018 年初已經將電玩成癮列為精神疾病，並正式放

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V) 中；臺灣衛福部宣布跟進將「網路遊戲成癮

症」(Gaming Disorder) 列入精神疾病（陳雨鑫，2018 年 3 月 10 日）。

    研究者發現通識教學現場多數學生「無法自制」手機使用的狀況，

本研究重點不在於提供心理諮商或精神治療，而是以跨域觀點來探討教師

在教學所面臨之困境及解決策略。相較於上述網路／手機成癮的研究，

Turkle 研究最大的特色在於她長期且系統地探討電腦單機、網際網路與智

慧型手機對人性已產生及潛藏的負面影響，並試圖提出正面的因應策略。

最近的相關研究雖然指出某些人格特質與手機成癮的正負關連性，卻也

只能作為教師、學校輔導人員和行政機關的參考意見，不易轉化為課堂

上具體可行的正面教學策略（莊秀敏、陳揚學，2016；羅芝芸、謝寶梅，

2017；Lachmann, Duke, Sariyska, & Montag, 2019）。Turkle 雖然憂心手

機成癮的負面影響，但她認為我們必須正視科技帶來的優缺點，並尋找運

用科技的主控權；本研究乃汲取她「科技與人三部曲」蘊含的科技風險觀

及提醒方案，可協助通識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構思因應的教學策略，並引導

學生重新反思個人、手機與虛擬世界的互動關係。 

    在專業分工涇渭分明的高等教育場域中，哲學與心理學因研究方法的

取徑不同而難有交集，由於人格特質及手機成癮涉及複雜的心理及人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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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能較多，是以本研究探討下述三項研究問題：

    一、透過哲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剖析，Turkle 長期對網路、電腦、智

        慧型手機等數位科技的觀察中，蘊含什麼樣的數位科技風險觀？

    二、探討大學生手機成癮與人格特質的關連性如何？

    三、轉化 Turkle 的數位科技風險觀，並構思如何對應到通識教學

        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數位科技風險」之相關研究—以 Sherry Turkle 為核心

    Sherry Turkle 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系，並兼任麻省理工學院

科技與自我創新中心主任。畢業於哈佛大學，擁有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雙

博士學位，同時也是位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她長期關注人與科技相關議

題：科技如何改變我們面對自己與世界？科技來自於人，還是科技讓我們

像個人？科技如何影響孩子的成長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等。為探討

前述議題，Turkle 展開探討「科技與人三部曲」寫作計畫，分別檢視個人

電腦、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這三項數位科技的代表產物對個人的影響。

第一本為《電腦革命：人工智慧所引發的人文省思》(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雪莉‧特克，1994），第二本為《虛擬

化身—網路世代的身分認同》(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雪莉‧特克，1998），第三本則是《在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雪莉‧特克，2017）。

    研究者在閱讀這三本書後發現：Turkle 從個人電腦做為人的第二個自

我的正面功能談起，基本上對於電腦文化都抱持著樂觀的想法，然而到了

網際網路所開啟的一種後現代主義式的擬真文化後，她則開始憂心個人遊

走於電腦螢幕中的多重視窗與經營各種虛擬身份後，無力抗拒擬真性所建

構出的強大霸權，最終導致喪失自我與失去人生方向。該憂慮則因智慧型

手機的問世而更強烈，《在一起孤獨》開始探討該科技將人們帶向「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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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的可能風險。她認為人們這種新通訊方式讓自我處於三種新狀態：

逃離現實世界（我們身旁的人雖然在場，他們的心神卻已經游離到其它世

界去了）、雙重體驗（人們能夠體驗到『虛擬與現實的雙重人生』）、多

工處理（人們因同時處理多種事情而贏得更多的時間）。透過大量訪談，

她發現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調適得好：數位科技固然提供人們在現實世

界的其他選擇，卻讓大多數人處於「心在不焉」的分心狀態，例如：許多

面對面的談話常常會被突如其來的電話或簡訊打斷，為了接聽或回覆訊

息，其他人被迫暫停對話；如此不斷進出「虛擬／真實」的混合人生過久

了，有些人開始分不清兩者之間該有的界線，例如：病態式的自拍、分不

清哪些場域是可以使用或禁用的。讓自己不斷多工的結果並沒有省下更多

的時間，反而陷入一種「過載」和「焦慮」的心理負擔。她強調：唯有重

新省視這些科技現象背後自我的認同、孤獨感與脆弱性，人們才能成為決

定怎麼運用科技的那個人，而非毫無自覺的科技奴隸。

    最近出版的《重新與人對話》(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雪莉．特克，2018）中，Turkle 更明確地指出：科技

正在打擊並影響我們的生活、工作中最具人情味及人性的溝通能力；唯有

減低現代趨勢科技、貼圖交談的使用，增加真正的面對面溝通，才能找回

彼此與自我。借用梭羅《湖濱散記》木屋裡三張椅子的譬喻，她論述四種

類型對話之必要性。第一張椅子讓人「獨處」(solitude)  和「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第二張椅子留給「家庭」、「友情」和「愛情」，第三

張椅子則是空給「教育」、「工作」等公共場域。除此之外，Turkle 還多

增加「哲學空間」 (philosophical space)，重新思考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

她發現由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陪伴長大的青少年們，在成長階段普遍缺少

個人獨處的能力，習慣以一種「我分享，所以我存在」來迴避孤獨：一方

面不斷且迫切地發送訊息，一方面又期待別人即時的回應與打擾。而缺乏

獨處能力者很難面對孤獨，連帶地影響內在的自我探索，以及設身處地

為他人著想的同理心。學界對於數位科技的專書不少，例如：安德魯‧

夏比洛 (Andrew L. Shapiro) 《控制權革命：新興科技對我們的最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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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尼爾‧波斯曼 (Neil Postman) 《科技奴隸》(2010)、亞當‧奧特 

(Adam Alte)《欲罷不能：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

藥醫！》(2017)，卻未能像 Turkle 如此系統且完備地論述。綜括上述，

Turkle 的數位科技風險觀轉變如表 1：

    本研究主題為「手機成癮」，但由於對於該議題的研究源自「網路成

癮」的相關文獻與測量工具，兩者的主要差別在於載具與使用方式上，手

機沒上網時能當電話使用或聽音樂；共同點在於兩者都是透過數位科技來

與他人聯結與互動。現在的智慧型手機幾乎都能上網，而網路世界也是多

數人使用手機的主因。因此，本文將視不同脈絡來使用這兩個名詞，若有

涉及兩者，則以「網路／手機成癮」一詞表示。

二、網路／手機成癮、人格特質與通識教學研究

表 1：Turkle 數位科技風險觀轉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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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網路成癮治療的研究，早期研究者大多致力於找出「致病因

子」，提出不同的模式來解釋網路成癮的心理依賴。

（一）「認知行為模式」：

    主張網路成癮者在面臨困境時，比一般人有更高的擔心及負面的預

期，Young 認為這是一種災難化的思考，是逃避現實的心理防衛機轉。網

路成癮者苦於這種不適的負面想法，因此以網路匿名的互動以克服這種適

應的障礙 (Caplan & High, 2007; Young, 1998)。

（二）「神經心理學模式」：

    檢視成癮相關的原始驅力時，發現成癮性的物質對大腦回饋系統的藥

理活性產生很大的作用。成癮與大腦神經傳導物質的變化有關，其中以多

巴胺為最重要的傳導物質，由於它具有調節情緒與動機的作用，產生成癮

的連結在於使用網路時多巴胺上升產生愉悅的感覺，愉悅感帶來成癮行為

的模式 (Di Chiara, 2000)。

（三）「補償假說模式」：

    此觀點認為網路成癮者藉由網路互動尋求精神上的補償，藉此獲得自

我認同、自尊心、親密感以及人際關係。研究發現網路成癮的學生，有較

高的憂鬱及孤獨感，對於建立親密關係感到困難，因此將自己隱藏在匿名

的網路世界裡，以比較不具壓迫性的方式和其他人接觸，藉以建立新的社

交網絡（金佰利‧楊、克利斯蒂亞諾‧阿布瑞尤，2013）。 

    近來也有研究者不把重點放在網路／手機成癮特質，而是強調玩家

本身人格失序所致（福洛拉，2018 年 6 月）。心理學家 Aiken (2016) 指

出，當數位科技與人們相遇時，它所帶來的衝擊，會跟個人心理產生一系

列「線上反抑制效應」(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類似「戀物症」、「

強迫症」、「去現實化」等相關心理失序症狀。同時，網路世界的虛擬事

物對人有強大的吸引力，不管是線上遊戲、社群交友軟體、購物平台等

等，它們背後的設計意圖皆在於讓人難以抗拒，甚至成癮！由此可知，並

不是所有人對於網路世界都具備免疫力。相關的研究指出：許多心智未成

熟的青少年或是性格偏向負面的人，網路世界會讓他們原本就薄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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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更加惡化，甚至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正常作息或人際互動（埃利

亞斯‧阿布賈烏德，2012；Yudofsky, 2014）。最近「人格特質」與「手

機成癮」研究指出：自我概念與智慧型手機成癮有顯著的關連性（莊秀

敏、陳揚學，2016）、情緒穩定的人格特質與手機成癮間呈負相關（羅芝

芸、謝寶梅，2017），以及低自我導向(self-directedness)學習者容易在數

位平臺中出現過度或病態式的使用現象 (Lachmann, Duke, Sariyska, & 

Montag, 2019)。由此可知，網路／手機成癮與人格特質關係密切。學者指

出，個人在現實遭遇困擾或壓力時，由於個人的內在需求而以上網作為抒

壓方式；而上網的愉悅經驗雖然讓情緒得以舒緩，此愉悅感的增強使得某

些人格特質出現重複上網的行為，甚至出現人格失序的問題（王智弘，

2009；柯志鴻，2003；陳淑惠，2003）。 

    上述研究可知，網路成癮跟個人的心理依賴有關，並牽涉到大腦神經

傳導系統的生理因素，而手機上網的便利性更加深依賴的程度，其中自我

概念、情緒穩定度更是沈迷與成癮與否的關鍵。

    就通識教學場域而言，能到課的多數學生應該是可以抗拒網路／手機

的誘惑。這使得研究者開始思考：為什麼不是所有人都會變成病態式的上

網？為什麼大多數的人可以維持有效的自我控制，或是當自我控制失靈時

也有辦法修補回來？從通識教學的角度來看，正向心理學尋找「預防因

子」的取徑值得借鏡。以往心理學的範疇對於疾患過去大多將重心關注在

治療上，並且是以疾病或是修護缺損的模式看待人類的功能，對負向的研

究遠勝於正向的研究，強調個人的缺乏、痛苦和罪惡。Seligman (2000) 指

出，正向心理學的目的在幫助個人找到內在的心理能量，作為對抗挫折的

緩衝，掌控住逆境與困難，使個體在遭遇困難時，不會輕易落入負向、憂

鬱的狀態中，而能以積極正向的態度和方法去面對和處理問題。這與培養

健全人格的公民通識教育的核心精神有相應之處；而如何透過教學來協助

學生找到內在的正向心理能量，Turkle 論點中的正向觀點與哲學反思無疑

極具啟發性。通識學界近幾年來著力於課程的改革與創新，並發行許多專

書：《把理念帶進教室：通識教師實務錦囊》、《大學「營養」學分：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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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16 堂不一樣的通識課》、《通往知識的祕徑：通識課程理念與教學實

務》等，然而對於數位科技對教學現場衝擊的相關研究則很少見，本研究

將可補這方面的不足，同時亦可增加通識課程之不同對象與學習層次的教

學效能 (Borich, 2011)。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研究目的在透過哲學和心理學的跨域角度來剖析 Turkle 長期對網

路、電腦、智慧型手機等數位科技的觀察，探討其中蘊含的數位科技風險

觀，並藉由 Turkle 的數位科技風險觀，構思相應的通識教學提醒策略。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分為兩個階段。研究階段一主要在蒐尋與分析 Turkle 

的著作，分析歸納列出她論述中所指出的科技風險因子。研究階段二，在

教學場域，對授課學生（研究對象）進行量化與質化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綜合量化及質性資料探討可能的教學策略。研究步驟如下：

（一）研究階段一 

    蒐尋與閱讀國內外 Turkle 曾出版之文本。分析 Turkle 一系列相關著

作所呈現的科技觀，並歸納評估列出她論述中所指出的科技風險因子。

（二）研究階段二 

    此階段採取混合研究設計，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使用混合研究設計

的理由：主要期待在同一時間內蒐集到研究樣本量化與質性資料，以進行

資料分析。研究者預期受訪者（學生）對於手機使用的心理機制知覺有所

不同，因此需進一步收集受訪者對於手機使用知覺的質性資料，以佐證量

化結果（約翰‧W‧克里斯威爾、維多利亞‧普拉諾‧克拉克，2010）。   

    本階段研究步驟：

    1. 在學期中進行賴氏人格測驗（賴保禎、賴美玲，2003）及手機成癮      

      量表（洪福源、邱紹一、林鋐宇，2012）。

    2. 分析受試者（學生）人格類型、手機使用習慣、時間以及內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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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受試者手機成癮量表結果，將受試者分為三種等級：正常級、預       

      警級及危險級，進行手機成癮及賴氏人格類型之變異數分析。    

    3. 期末邀請預警級及危險級的學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採用內容分

      析法（王石番，1991；游美惠，2000；楊孝濚，1985），蒐集其手

      機使用知覺的質性資料。焦點訪談對象篩選的原則： 

      (1) 楊氏手機成癮量表結果為預警級及危險級的受試者。

      (2) 願意接受訪談，且可以提供豐富資料的受試者。

      (3) 賴氏人格量表結果 A 型、B 型、C 型、D 型及 E 型，各一位。

      (4) 最後綜合量化及質性資料結果探討可能的教學策略。

圖1：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工具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學

院、年級等基本題項；第二部份為 Young 手機成癮量表；第三部份為賴

氏人格測驗。

（一）Young 手機成癮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幾乎不會」、「偶

      爾」、「有時」、「經常」、「總是如此」等五點量表，分別計分 

      為 1 ∼ 5 分，共計 20 題，受測者填答施測得分數愈高，代表其手

二、研究工具



11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1-36

      機成癮程度相對愈高，等級分為正常級（20 ∼ 49 分）、預警級（

      50 ∼ 79 分）、危險級（80 ∼ 100 分）三等第。Young 發展出的  

            20 題網路成癮測驗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IAT ) 一直被廣泛運用在

      許多網路成癮或手機成癮的相關研究上，也被修訂成不同語言版本

      於全球應用。由於該量表在發展之初並未進行信效度考驗，在廣被

      使用後，許多學者陸續為其進行信效度評估，其中信度多以內部一

      致性進行考驗，各研究均發現其信度相當不錯，全量表的 Crabach 

            α 為 .81 ∼ .93（施香如、許韶玲，2016）。 

（二）賴氏人格測驗是國內大專院校諮商輔導室最常被使用來測量學生人

      格特質的問卷，共有 150 題，分為四個因素，「內外向性格」、「

      情緒穩定」、「心理健康」以及「社會適應」等共 15 個量表。內

      外向性格因素包含：活動性、領導性、社會外向、思考外向、安異

      性。情緒穩定因素包含：變異性、自卑感、神經質。心理健康因素

      包含：緊張性、焦慮性、憂鬱性。社會適應因素包含：客觀性、

      合作性、攻擊性。第十五個量表 (L) 為虛偽性，只是作為受試者測 

      驗結果是否可靠，L 量表 8 分以下不採計。人格類型分為 A、B、

      C、D、E 型，簡述如下： 

    A 型（平均型）：這類型的人，性格是中向（既非內向亦非外向），

情緒穩定性是中等（既非很穩定亦非不穩定），心理健康是普通（既非良

好亦非不好），社會適應也是普通（既非良好亦非不好），在人格特徵上

沒有良好或不好可評之中等的人。

    B 型：這類型的人，性格是外向又好動，情緒不穩定，心理健康不

佳、社會適應不良，所以容易產生反社會行為 (anti-Social Behavior)。如

生活環境不好，體力又充沛，就會引發暴力行為。 

    C 型：這類型的人，性格是內向不好動，情緒穩定，心理健康良好，

社會適應良好，所以是遵守規律、聽人指揮、比較被動、冷靜思考的好學

生或乖孩子。

    D 型：這類型的人，性格是外向又好動、情緒穩定，心理健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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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適應良好，所以可擔任團體的指導者或領導人。

    E 型：這類型的人，性格是內向不好動、情緒不穩定，心理健康不

佳，社會適應不良，所以容易產生非社會行為 (Unsocial Behavior)。常

有自責的心理傾向，意志不堅，自我控制力脆弱，緊張、焦慮、缺乏信

心，自卑、反應過度、悶悶不樂的憂鬱現象（賴保禎、賴美玲，2003，

頁 13）。

    「賴氏人格測驗」於 2002 年 4 月在全省北、中、南等地，分別抽取

高級中學男生 306 人，女生 341 人預試，作項目分析之後，選擇每 10 題

構成一個量表，測量一個人的人格特質，然後以再測法檢定其信度，發

現十五個量表的前後兩次測驗的相關係數在 .71 至 .93 之間。為檢定其效

度，則以賴氏人格測驗新訂版和賴氏人格測驗（1991 年編訂），對所抽

樣的學生施測，再求這兩種測驗中，同一量表的相關係數，發現十五個量

表的相關係數介於 .62 與 .81 之間，此即表示兩種測驗的一致性頗高（賴

保禎、賴美玲，2003，頁 2）。並於 2003 年建立高中職及大專男女學生

的常模，該測驗自國中至大專院校皆可使用。

    近來有些研究以賴氏人格量表為工具，作為預測大學生依變項的相關

研究，例如：洪福源與邱素玲 (2014) 大學生傷害他人情感事件、受傷害

性情感事件與自尊、人格特質關係之研究。黃佳寧 (2007) 大學生合作性

人格特質與網路成癮傾向相關性研究—以臺北市為例。王素闌 (2013) 大

學生人格特質、自傷行為與自傷意念之相關研究。皆發現賴氏人格測驗中

之「內外向」、「情緒穩定」、「心理健康」、「社會適應」等四個向

度，從建構之路徑模型，都能產生預測效果。

    「賴氏人格測驗」為國內廣泛使用與肯定的人格分類工具，然實務上

常發現有些特質難以歸類或是混淆，因此將方將任、黃財尉、謝文軒與林

佩蓉 (2017) 運用調整後之標準化殘差法 (adjusted standardized residual, 

ASR) 輔助檢視此人格分類系統於統計上的適切性。該研究發現，被歸為

疑問型的人格類型（F 型），包含人格特質並不突出的真正疑問型，以及

出現明顯雙重特質的「兼型」人格類型。另外，在各類型的分類標準中，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1-36 13

發現 A′、C′、D′ 等亞型人格分類分數的下限過低，以致有被歸入 F 型而

彼此區辨不清的現象。因此，本研究為避免上述的混淆，在樣本分析上剔

除混淆及疑問的 F 型。

    在為顧及研究對象的代表性，本研究以隨機取樣選取南部某科技大

學，選修通識課程七個班級的共 356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涵蓋大一到大

四學生，並且分布四個學院。本研究共發出 356 份問卷，剔除填答未完

全以及賴氏人格類型疑問型（F 型）58 份以及誠實性度低（L 量表 8 分

以下）之無效問卷 25 份，共計有效問卷為 273 份，受試者基本資料依學

院、年級、性別，如表 2 所示。

表 2：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結果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依性別、年級、人格類型，如表 3 所示。

表 3：研究樣本性別、年級與人格特質類型分佈情形

三、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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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量化及質性資料，量化資料分析採用描述統

計，蒐集手機成癮類別與人格類型，進行變異數分析，以瞭解手機成癮預

警級受試者其不同人格類型之差異性。質性資料分析採用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是傳播學術與其他社會科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王石番，

1991；游美惠，2000；楊孝濚，1985）。近來內容分析開始兼重質的分析

（林生傳，2003）。進行內容分析須先界定分析單位和定義，由本研究兩

位研究者進行編碼尋求共識，之後再歸類。由於本研究採取 Turkle 的論

述，已經有清楚的邏輯原理和分類定義，包括：學習分心危機、對談和互

動能力退化危機及抗拒虛擬世界辯證力不足的危機，因此適合採用本分析

方法。

    以下說明本研究進行資料整理的步驟：

    一、將訪談內容加以編號整理，例如：第一位受訪者談中的第一句

        話，編碼為 S1001。

    二、擷取有意義的文本內容形成「定義」，例如：網路購物方便；通

        訊軟體聯絡快速。

    三、再將「定義」進行歸納，形成「類別編碼」，例如：立即便利性。

    四、將編碼內容依 Turkle 風險因子整理分類，例如：立即的便利

        性，歸類相映在「學習無法專注的分心危機」。分類整理範例如

        表 4。

    進行信度檢定方面，採用評分者信度，兩位研究者擔任評分者，使用

百分比一致性 (Supovitz, MacGowan, & Slattery, 1997)，其公式為：相互

同意度＝     ；編碼信度＝            。M：完全同意數。N1、N2 

兩位編碼員所各自回答之題數，K 參與編碼之人數。因此相互同意度＝                        

           ＝0.79；編碼信度＝           ＝0.88；依據楊孝濚 (1985) 認為內

容分析之信度如有 0.8 以上就可被接受，故可支持本研究的編碼具有可靠

的信度。

四、資料分析

2    13
(16＋17)
＊

2    M
N1＋N2
＊ K    相互同意度

1＋( k−1)    同意度( (＊

＊

2    0.79
1＋(2−1)    0.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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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編碼範例及分類定義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歸納出 Turkle 的三種數位科技風險觀

    第二節《文獻探討》中，研究者回顧了 Turkle 一系列相關著作，曾

點出她在「科技與人性三部曲」中有種明顯的立場轉變：從欣見數位科技

的問世到憂心它對人性的負面影響。而基於文獻探討與評估，我們歸納

出 Turkle 三種數位科技的「風險因子」，歷程剖析如下：

（一）學習無法專注的分心危機

    年輕世代從小便處於「多工作業」(multitasking) 的環境：他們一面檢

查電子郵件、一面上社交網站；做功課的同時聽著音樂、收發簡訊、打電

話、線上視訊。他們好像需要不斷有新資訊的刺激，否則便很難專注當

下。然而，過度追求資訊刺激，可能有害創造力及思考；多工導致分心，

使聽講注意力及閱讀的深度大受影響，甚至流於淺薄（尼古拉斯．卡爾，

2010；雪莉‧特克，2017，頁 230）。Turkle 稱此為現代人自我的新狀

態，一種「時間的煉金術」(the alchemy of time)，自我必須同時追得上郵

件、LINE 訊息和不斷湧入的大量資訊，專注力不斷處於被打斷的狀態。

只是，此狀態使人們的注意力面臨重重危險，因為一心多用製造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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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象：在大腦分泌興奮感的神經物質催化下，我們會自以為可以同時完

成很多事，實際上我們常會陷入科技簡化後的「最小阻力之路」（如渴

望的訊息傳遞、購物、玩遊戲），除了容易忘了自己原本要做的事，並打

亂時間安排（雪莉‧特克，2017，頁 237；斯特凡‧柯萊恩，2008，頁

216）。認知心理學家及腦神經科學家亦指出：人的專注力有限，其實無

法像電腦那樣多工處理，一旦分心後要再將注意力拉回，反而會花費更多

的時間（張寶芳，2014 年 1 月；詹姆斯‧P‧貝爾納斯，2004）。Turkle 

也發現自己課堂上不斷使用筆電和手機的學生學習表現欠佳，而如何引導

他們「一次只做一件事」的專注力，將是值得努力的教學目標（雪莉‧特

克，2018）。

（二）自我抗拒虛擬世界引力之辯證能力不足

    數位世界具有「擬真」(simulation) 的特性，讓人在現實人生裡，還

有過「多向度人生」的可能（雪莉‧特克，1998，頁 171）。隨著視窗介

面的問世，人們在數位世界可以藉著匿名的方式扮演各種角色，四處遊

走；每當現實人生的角色不再那麼有趣或是現實場域無聊難耐時，虛擬世

界無疑就是一個滿足人性慾望的新樂園。相關的研究指出：數位科技帶動

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徒，宛如「出埃及記」的情節，人們的注意力不

自覺地往虛擬世界出走，這其中除了「線上遊戲」與「社群連結」讓人流

連忘返外，現實世界的「無趣」是最大的推力 (Castronova, 2008)！然而，

Turkle 發現虛擬世界的力量愈來愈強大，並不是每個人在離線後可以順利

切換到現實自我的角色。職是故，Turkle 認為人們在缺乏自我反思能力

下，會誤以為虛擬世界所經歷的愉悅經驗是真實的，並對真實世界中的友

情、愛情、親情等複雜、需要費心力經營的關係感覺不耐煩；一有不順遂

便想逃避，甚至無法調整從虛擬到真實之間的情緒落差而衝動暴走。人們

在手機裡選擇我們想連絡的，並逃避現實中不想面對的人際關係，久而久

之，人們只會在 FB 和 LINE 放送正向的貼圖或動態消息，至於如何來處

理個人的負向情緒，則少有碰觸與練習的機會。深入研究社交機器人與人

的互動後，Turkle 指出，不管科技再怎麼發達，都無法取代真實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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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中蘊含的情感與價值教育功能。所以，Turkle 認為我們需重新思考哪

些事物對人而言是真實且有意義的，才有可能成為數位科技的主人（雪

莉‧特克，2018；喬納森‧海伊特，2007）。換句話說，自我必須學會辨

識虛擬世界的美好與不足之處，例如：我們沈迷於虛擬世界中的遊戲與社

群互動時，是否遺忘了什麼重要事物或逃避什麼？並覺察到自己陷溺其中

的關鍵因素。這既是拒絕虛擬世界中愉悅感的能力，也是面對現實且硬著

頭皮前進的勇氣 (Yudofsky, 2014)。

（三）現實場域中與他人對談和互動能力退化的危機

    Turkle（雪莉，特克，2017）指出：受數位科技影響，以往「場所」

包含實體空間和其中活的人。但如果大家身體在場而心不在，場所還算是

場所嗎？她以教室為例，學生們花費如此多的學費、學校投資如此鉅額的

經費來聘請教師和建設硬體設備，結果大家只把學習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手

機上，那麼，究竟學校和教室的意義是什麼？它和在家裡、宿舍上網有什

麼不一樣？習慣不在場之後，Turkle 發現學生除了沒有耐心傾聽他人外，

團體互動與合作能力也大幅減退。而這些學生在畢業後進入職場也出現害

怕講電話，缺乏面對面與人商談的能力。 

    延伸來看，在家庭、朋友、同事甚至愛人之間，我們常常寧願轉向手

機而不是彼此間的互動，久而久之，當人們自在地面對手機且不時露出

各種豐富表情的同時，也漸漸失去與他人互動的意願和能力了！Turkle 

發現人們所熟悉的文字  (text)、影像的即時連繫方式，讓人們成就了

「連結」(connect) 而少了有深度的「溝通」(communication) 和「對談」

(conversation)！因此，就算「永不斷線」與他人緊密相繫，我們卻變得越

來越孤獨！網路技術改變了人們對於「分開」的理解，也讓年輕學子失去

「獨處」的機會。當一個人無法獨處並求助於手機時，代價是失去自我對

話、反思的機會。因為網路中的虛擬生活讓學生們很難從群體社群連線狀

態中脫離，也無法專注於個人想要追求的目標和學習。現實的人際互動

裡面包含著許多複雜的訊息（情感的溫度、細微的切題互動），而這些真

實的溝通場域是手機 LINE 或 FB 社群中的符號所無法取代的；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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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第二階段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是以研究者所開設的三門哲學類通識課程（七個班級）為試驗

場所，根據 Turkle 前後期歸納數位科技風險因子，並據此形成半結構訪

談大綱，如表 5 所示：

是，人際關係存在各種需正視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過度擁抱手機只會讓

人際互動能力更加退化！

表 5：手機依賴與個人生活及學習之半結構訪談大綱

（一）量化資料分析結果

    1. 手機成癮級別分析

    受試者手機成癮級別之分析結果：正常級 225 位，佔全部樣本之

    82%；預警級 48 位，佔全部樣本之18%；危險級 0 位（在 25 份無效    

    樣本裡，有 1 位為危險級，故不採計）。

    2. 賴氏人格類型分析

    賴氏人格類型之分析結果，A 型 70 位，佔全部樣本之 26%；B 型 

        19 位，佔全部樣本之 7%；C 型 81 位，佔全部樣本之 30%；D 型 64 

    位，佔全部樣本之 23% ；E 型 39 位，佔全部樣本之 14%。

    3. 手機成癮預警級受試者之賴氏人格類型分析

    手機成癮預警級受試者之賴氏人格類型之分析結果，主要以 A 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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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型為多數。 A 型 13 位，佔全部樣本之 26%；B 型 6 位，佔全部樣  

    本之13%；C 型 9 位，佔全部樣本之 19%；D 型 8 位，佔全部樣本之

        17%；E 型 12 位，佔全部樣本之 25%。

    4. 手機成癮預警級受試者其賴氏人格類型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來比較五種人格類型不同 

    群體之間的差異，手機成癮預警級受試者其不同人格類型之差異性，

    如表 6 分析結果所示，發現 B 型、E 型有顯著差異 (p=.042)。

    1. 你經常使用手機嗎？使用時間？通常用來做些什麼？（學習分心

表 6：賴氏人格類型之手機成癮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二）質化資料分析結果

    研究者依據《賴氏人格量表》和《楊氏手機成癮量表》量化資料分析

結果，篩選出預警級及危險級五位受試者(S1 ∼ S5)進行焦點訪談。由於

危險級受試者為無效樣本，但又是可以提供豐富資訊的受訪者，因此研究

者考慮邀請參與焦點訪談。但該受試者不願意進行焦點訪談，所以只有預

警級五位接受訪談，受訪者資料如下：

表 7：手機成癮預警級受訪者年級與性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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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

    (1) 使用手機作為即時的聯絡工具

         「一定要用的狀況是有時候是有事情有工作，或是有要做的事，那

          些人可能會用通訊軟體來聯絡，就是 LINE 跟 FB 的Messenger。

          …… 信箱也是會用，可是多半要快速一點，就是用 LINE。」

          (S1) (1061018 訪談)

    (2) 使用手機來購物與休閒

         「就類似女生去逛街在挑選衣服，還是什麼其他產品這樣子，例

          如：化妝品、包包，那她可能逛一區塊就可以瀏覽很久，因為只

          要一支手機就可以瀏覽所有的種類。（如果）想購物的話，就類

          似假設今天我要買一件衣服好了，那我當然就是先去男裝商場那

          個區塊看，那我當然會開始比較，就類似上街購物這樣貨比三家

          開始挑，看這個品質、質料、價格，有哪些優惠這樣，開始一直

          滑一直滑…。另外一種狀況就是漫無目的隨便滑，漫無目的隨便

          滑，東看看西看看。」(S2)「手機還可以看劇，還可以看漫畫。

          連續劇、美劇、韓劇、日劇、大陸劇手機都有。手機還可用支付

          寶直接很快。因為會變成一個習慣。基本上手機是萬能的。」(S3) 

          (1061018 訪談)

    (3) 使用手機社群軟體與人互動溝通，甚至可以讓不擅長面對面溝通

       的人可以聊天

          「但有的人就是不擅長溝通的那種人，就是在用手機社群軟體會

          比較好去對話，因為我有個朋友就是當面聊天沒有話題，但是用          

          手機的時候反而能聊得很順暢。（另外）就是老師剛才講到 FB 

          那邊，會使用 FB 跟 LINE 的原因，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你

          可以從他的 PO 文或是互動上去了解他這個人的資訊，然後進而

          跟他對談。」(S4) (1061018 訪談)

    2. 使用手機或網路，會讓你感覺不無聊？（對談和互動能力退化危機）

    (1) 打發無聊時光或是上課沒興趣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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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聊的時候我個人是會看場合，假設今天上老師的課，可能上

          得很無聊，但因為是課堂上，所以我會克制，我會分場合；那如

          果說是晚上已經下課，我一個人在家，那種時候無聊，那我當然

          就是（用手機）翻小說或看電影。…… 例如說現在半夜 2 點我睡

          不著，那我可能就是自己一個人翻小說來看，我不可能半夜 2 點

          跑去書店。當然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用電子書，因為第一個就

          是方便。」(S2) (1061018 訪談)

    (2) 現實中可以期待的東西不多，手機的立即訊息能夠滿足這方面的 

       渴望

          「有些人沒辦法控制是因為他在等，等一個人的訊息，比方說他          

          正在跟喜歡的人聊天，所以就會無時無刻看手機，就是這種感

          覺，有一個很強烈的情感寄託在那邊的時候，就會滑手機。…… 

          文字可以修飾，有時候講的話就……像有貼圖就會比較有趣。」

          (S1) (1061018 訪談)

    (3) 手機遊戲中比較容易獲得成就與認同感，團隊遊戲不能背叛

          「例如說以遊戲來說的話，我現實當中上課可能找不到什麼成就

          感，老師講的都聽不懂，或是作業報告很難，可是我在遊戲裡面

          剛剛打個一兩場，它會以數據來顯示出來，我的輸出很高、我的

          殺人數很多，在裡面我可以獲取說我這是這場 MVP，可以在裡面

          找到成就感。…… 有的是與生俱來的反應，有的是期末考大概

          最後一名，但是他遊戲裡面就是很有名。…… 一種自我認同感。

             …… 就是因為現實沒辦法，才逃避到遊戲裡面尋找。 …… 他就在

          現實這個地方得不到認同，他就是換成虛擬世界去尋求他的成

          就。」(S2)「我覺得老師說的另外那一種，應該有一種危險性。

          因我之前是那種，就是會玩線上遊戲玩上癮的那種，那是大一，

          就是練球練完之後回去，大概玩電腦玩到2、3點。」 ( S 4 )      

              (1061018 訪談)

    (4) 現實生活當中，人際關係薄弱，有個視窗可以暫時逃離現實或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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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人際壓力   

          「他現實當中找不到，或是現實當中他人際關係比較薄弱，相對

          來說臉書這種軟體他可以在裡面尋求，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他一

          樣會不斷的尋求，就類似逃避。」(S2) 「比較像是情感寄託吧！」

          (S4)「比如說有時候會玩一些軟體，有個人可以聊天，講講、講完

          就算了。比如說現實我被我爸罵了，可能現實中找不到人可以講，

          網路上隨便找一個人，然後就聊天，純聊天，然後聊完就結束，

          他就離開了，就有個視窗他可以跳離開。」(S3) (1061018 訪談)

    3. 你是否有曾經成功地自我克制住使用手機的意念？你使用的方法是？ 

    （抗拒虛擬世界辯證力不足的危機）

    (1) 體力差了

          「因我之前是那種，就是會玩線上遊戲玩上癮的那種，那是大

          一，就是練球練完之後回去，大概玩電腦玩到 2、3 點。」(S4)「

          你還有辦法去上課？」(R2)「有，早上 7 點去勞掃（勞作教育）

          然後再去上課。」(S4)「以前體力比較好，現在 12 點就想睡。」

              (S1)「大一體力都比較好，現在老了」(S3)「因為知道自己近視度

             數，過一陣子會去檢查，如果發現說好像有點精神疲憊，就開始

             控制自己使用手機的狀況。」(S4) (1061018 訪談)

    (2) 提醒裝置，父母的叮嚀內化成為提醒

          「我知道有些人沒辦法控制，比如說在某個場合他現在就想要

          滑，可是你要跟自己講說現在是什麼場合，我不能做這種事情。

          因為小時候我父親就會說手機、電視少碰，我可能是被那樣念，

          父母親會念我可能意識上就會（R2：潛意識。），潛意識就把我

          擋掉了。」(S3) (1061018 訪談)

    (3) 有重要的事必須先完成

          「就比如說我晚上要寫作業，差不多 7 點要寫作業，雖然要放下

          那個（手機）有點難，可是要知道等下要寫作業，手機就必須關

          掉放旁邊，然後開始寫作業。要強迫自己，沒有強迫就很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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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事情，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會讓你想要一直滑下去。」(S3) 

          (1061018 訪談)

    (4) 生活中有超強的樂趣在

          「手機最大的誘因（要不）就是遊戲，玩的過程中大家會覺得很

          好玩，有了一次就會有兩次，第一場結束還有第二場，可能打

          三場就花了快兩個小時的時間。所以就是裡面遊戲一個很大的誘

          因。」(S3)「如果生活有一個超強大的樂趣在，你就不會一直滑

          手機，像是一直看電影之類的，就不會想去滑手機。」(S5)「運

          動啊或什麼之類的。」(S3)「可能要找手機之外的樂趣。」 (S1)

          (1061018 訪談)

    透過《賴氏人格測驗》與《楊氏手機成癮量表》的量化統計及分析，

並藉由《手機依賴與個人生活及學習之半結構問卷》的質性訪談，經由

交又分析發現，B、E 兩種人格特質者為手機成癮高風險族群，同時亦具

備Turkle 所指出的「無法專注的分心危機」、「抗拒虛擬世界辯證力不

足」、「現實人際互動能力退化」的特質，構思相應的通識教學策略如

下：

（一）透過「書寫」來鍛鍊學習專注力

    Turkle 的論述中，並未特別深入到數位科技使用者的人格特質，而她

所面對的學生也大都是頂尖的科技菁英，在課業學習上有一定的自制力及

專注度。根據《賴氏人格測驗》結果，研究者所面對的學生為 B、E 兩型

居多，他們的情緒穩性度、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性皆不佳，這些人格特質

的形成由來已久，非短時間可以鬆動。雖然 C、D 兩型的同學數量佔了一

半以上，但仍然容易受到 B、E 兩型的同學影響而出現學習浮躁的狀態。

有智慧型手機在旁，一旦訊息進來時還是少有學生能專注聽講而不去理

它。該如何讓學生們把注意力放在課程內容上，光用外部勸阻的方式成效

有限。因此，結合課程內容的作業與筆記書寫，可凝聚他們的專注力，並

三、參酌 Turkle 觀點並構思相對應的通識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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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浮動起伏的情緒。以往書寫的作業設計都偏向於家庭作業的方式，但

由於他們回到家裡或宿舍後也幾乎無法脫離網路的控制，因此在教學活動

中適時地放入「書寫」作業可以刺激他們思考，並適時地阻斷他們「無法

自制」或「強迫症」式的使用手機。在有限的時間內要求他們完成作業並

分享，有助於鍛練意志力和自我控制力，並建立學習自信心。Turkle 曾提

到哈佛法學教授要求學生用手寫筆記的作業的好處，似乎也印證了書寫有

助於凝聚學習專注力（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2019）。

（二）強化抵抗數位虛擬世界引力的「自我覺知」課程專題

    大學生的自我認識不足，常常會被虛擬世界中的各種訊息所迷惑。以

他們對交友軟體中訊息的在乎程度，可知他們的自我形象處於一種極度不

確定的狀態，極需他人的認可。然而，自我形象除了潛在的正面評價外，

還有一些潛在的負面評價存在。而過度重視社群軟體中的正面評價，反而

會弱化面對負評的能力，除了自我的成長處於停滯狀態，並且無力改變現

實中學習與經濟不利的弱勢處境。每當遇到挫敗或生命困境時，他們最常

以「失聯」來逃避，並對此舉動在現實可能造成的影響或傷害毫無所感。

例如：求職找到工作後，突然不想去也不事先告知，手機也不接；男女朋

友吵架，直接在好友名單將對方刪除，以為這樣就分手且不必面對後續的

情感糾葛！以《賴氏人格測驗》的 E 型為例，這類型的同學自我控制力

弱且意志不堅，特別需要相關的課程內容來提升加深自我的認識。受訪

S4 同學屬於該類型，他就常處於一種焦躁浮動情緒，從訪談內容中發現

他並不太清楚自己性格上的問題。

    因此，如何透過授課專題帶領同學自我反思，啟動他們面對虛擬世界

中遊戲、交友、購物等等誘惑的正向力量，在教學專題的構思上宜有更積

極的作為。Turkle 曾說電腦是許多人的第二個自我，理當有助於哲學反思

力的養成。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自我在此虛擬世界游走分化，該

如何帶領學生分辨「擬真」與「真實」，並鍛鍊在現實世界「定錨」的意

志力，需要發展能刺激他們思考的教學內容。Turkle 書裡談的機器人與人

工智慧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若再加入相關科幻電影來輔助解說，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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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值得嘗試的策略（雪莉‧特克，1998）。

（三）藉由「對話交流」來增強人際互動能力

    誠如 Turkle 所描述，當大多數學生習慣把機器（手機）當作人來看

待時，他們回到現實之中極有可能也把人視為機器，或是讓自己成為面無

表情機器。在訪談資料中，受訪者提到網路手機出現後讓原本就不擅長人

際互動的人更加退縮，回到現實中就更不知道該如何跟別人互動了。通識

課中選課的同學來自全校各系所，相較於同學們原先班上封閉的小團體，

是個待善用的優勢。透過與不同系所同學的交流討論，除了能夠感受到人

際交流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更有可能將這種對話轉化為一種「自我對

話」，加深對自我的覺知與認識！

    傳統的通識教學模式普遍為「老師臺上授課，學生臺下聽講」的單向

知識傳播，若是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強且背景知識足夠，該方式還有一定

的成效。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且難以約束管理，同學不時低頭滑手機

的學習分心，讓這種教學方式面臨了考驗：當授課教師精心消化準備的教

材傳遞不到學生身上時，是該繼續依自己設定的方式來進行，還是得適度

參考學生的情況來稍做調整？教師除了不時地中斷教學來管理秩序，還有

沒有更好的策略來因應？雪莉‧特克 (2018) 強調友情、親情、愛情、哲

學對話的重要性，並邀約學生坐下來談論，其實可以落實於課堂桌椅上。

而如何扣緊原先教學目標來與同學進行有意義和有溫度的交流，需授課教

師費心構思與學生生命情境有交集的課程內容，並以能打動學生的有效教

學方式來進行 (Borich, 201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手機重度使用者跟其人格特質有顯著的關連，而兩者的

交互作用對其課業學習與人際互動造成負面影響。研究者借用學界通用

的「賴氏人格測驗」中 A、B、C、D、E 型的分類發現：B、E 型在手機

網路的使用上最常出現「無法自制」的情況；而 Turkle 所指出數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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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隱藏的「學習無法專注的分心危機」、「抗拒虛擬世界辯證能力之不

足」、「現實場域與他人對談和人際互動能力退化」三種危險因子，正好

與該研究發現相呼應。根據上述質化和量化研究結果，對於通識教學的具

體建議如下：

    對於學生上課普遍低頭滑手機的現象，通識教學場域中該如何因應，

不易找到合適的提醒策略與相關的研究。Turkle 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有助

於教學者了解在電腦、網路和智慧型手機陪伴成長下的學生特質，並作為

調整課程內容或教室經營的參考依據。特別是貫穿 Turkle 前後期觀點對

人性的樂觀論述：電腦、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雖然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

響，但人們還是有修復調整的自癒力，而自我反思、人際間有意義和情感

溫度的對話，則是她開的處方箋。就此，結合正向心理學（喬納森‧海伊

特，2007）的主張，下述三種教學策略值得參考：

（一）閱讀寫作專注練習法：藉由作業設計的方式導入適量文本閱讀與短

      文寫作，或是搭配筆記上課重點、掌握核心議題的摘要練習。若能

      參照並結合今日通識教育推動之反思寫作、敘事力書寫、問題導向

      或行動導向等策略，會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蘇格拉底式對話教學法：以能啟發學生思索手機沈迷的課題為主，

      透過學習討論單的設計，引導他們思索真實與虛擬、人與機器的

      關係。

（三）促進高層次思維與表現的有效教學：引導覺知自我導向學習風格和

      深層學習動機的輔導諮詢專題，例如：結合自我探索與生涯規畫的

      議題、生命意義與自我認識、道德推理與價值判斷等相關主題，必

      要時可採跨域教學方式來共時協同教學。

一、Sherry Turkle 的觀點可轉化為正向通識教學策略

二、不同人格類型大學生手機成癮有顯著差異，落實差異化教學以

    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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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Turkle 不以成癮來看待手機重度使用者，然心理學研究則指出

網路／手機的成癮性。由本研究「賴氏人格測驗」中 A、B、C、D、E 型

的分類發現：B、E 型者在手機網路的使用上最常出現「無法自制」的情

況，他們的共同點為「情緒穩定性」和「社會適應能力」皆不佳。而透過

焦點團體訪談也可看出，B、E 型人格者自我控制力脆弱，適度課堂活動

可轉移他們的手機注意力。由於課程活動需要抬頭注視彼此與回應，滑手

機的機會相對比較少；而 B、E 型人格同學也可透過同儕間互動，觀察上

課專心投入者的學習風格，有助於覺知自身手機使用的情形。故具體教學

策略建議如下：

（一）善用「分組合作學習法」：授課教師可根據這兩種類型同學佔的比

      例來調整教學方法。倘若 B、E 型佔的比例過半，甚至連教學內容

      與教材都得調整。例如：與其他類型學生分組時編成一組，並確切

      地指定每個組員的任務，將可減低討論時一直使用手機的情況或促

      進 B、E 型人格學生之適合適應力及情緒穩定性。又例如：為增加

      學生上課的參與任務，須增加師生與學生間之問答與互動頻率。甚

      至設計活動體驗的教學方法，讓學生由簡至繁地參與人際互動練

      習。若是正向人格比例較高，則可善用此優勢來影響 B、E 型學

      生，因為正向人格具備情緒穩定，心理健康良好，社會適應力佳等

      特質，可接納並協助其他同學。 

（二）檢視與鼓勵學生參與的有效教學：除了讓學生適度離開手機而增加

      真實情境的人際互動經驗外，引導學生有節制地善用手機也是另一

      種教學策略。故教師在課前安排給學生可以與不可以使用手機的機

      會與條件，請學生投入學習活動，增加專注力與學習動機。對於難

      以專注學生，除教師使用傳統直接教學法外，或可適當採用以學生

      建構為核心所發展的間接教學法，例如：翻轉教學，問題解決教學

      法，學思達教學法等需要學生主動參與完成任務又需善用手機或電

      腦科技的教學法，讓學生間接學習善用手機；而對於相當仰賴手機

      卻人際退縮的學生則加入適當分組合作學習策略鼓勵人際互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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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可參考本研究所分析的學生類型，善用行為分析原則評估與逐步

      增強學生善用手機行為，以循序漸進地改善過度依賴的行為。

（三）為確定上述本研究結果所提供之教學策略之有效性，可進一步藉由

      多元的教學歷程觀察技術，以確定對 B、E 人格類型及三種手機成

      癮學生的影響。例如：針對增進學生上課參與程度及持續上課專注

      力則可採用「學生參與任務」的觀察指標，進行觀察與分析；或以

      「確認學生成就」觀察學生投入學習任務而正確表現的情形。故透

      過教學歷程觀察指效的分析可及時為有手機成癮學生，進行適當有

      效的差異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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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roject examined technological risks through Sherry Turkle (2018) 

and aimed to find feasible teaching program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Participants are 356 students in clas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from one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Through the 

purposive sampling, 273 valid samples were obtained. Research tools are Lai’s 

personality test and Young's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for internet and 

smartphon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fferent personality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specially for Type B and Type E personality. Finally, in the views 

of Turkle, researcher held focus group interview for those high-risk and alert 

interview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student’s personality corresponded to three 

digital technological risk factors, pointed out by Turkle. Th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are as follows: 1. The views of  Turkle can be transformed to positive 

teaching strategy in general education; 2.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y of the Technological Risks 
in the Digital Virtual World: 

Based on Sherry Turkle's Personality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hing Chiang Hsueh *,  Shu E Y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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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ties ha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achers can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to improv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Sherry Turkle, general education, personality, smartphone     
                    addiction, digital technologic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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