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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重點欲探討時下人人皆有的心理狀態「寂寞感」、「交友軟體的使用動

機」與「自我揭露」行為之間的關係、而「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又如何調節影響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調查的方式，

對於交友 App 有使用經驗的使用者為主要調查對象，共計 307 有效問卷進行分

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 本研究的受試者以男性、年齡 18-25 歲、學歷以大專院校者為最多，感情狀

況以未婚族群最多，但是還是有非單身甚至已婚交友用戶；使用交友軟體的

時間大多兩年之內，平均下載 2.66 個交友 App 軟體，其中最常使用的交友

App 軟體為 Beetalk。受試者平均每週上交友軟體的天數為 5.07 天，每週花

費 5.43 小時。另外，高達 94.1%的受試者曾經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陌生人

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並有 88.9%的受試者曾約現實碰

面。 

2. 寂寞感程度可顯著的正向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以

及尋愛之三個構面。 

3. 寂寞感程度可顯著的正向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數量以及正負向之三個

構面。 

4. 關於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與自我揭露(誠實度、數

量、正負向)之間的關係：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日常社交、社會逃避與尋愛

之三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當日常社交和社會逃避動機

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越高；但是當尋愛動機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

誠實度越低。交友使用動機中日常社交和尋愛之二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

揭露中的數量：當日常社交動機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數量越高；但當尋愛

動機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數量越低。交友使用動機中日常社交之構面可顯

著正向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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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使用者介面、安全性、形象聲譽、會員素質、尋愛達成

率)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中，僅只有尋愛達成率對交

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6.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僅有日常社交之構面對於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有中

介效果。 

 

關鍵字：交友 App、寂寞感、自我揭露、使用動機、平台品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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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loneliness” which is widely 

prevalent throughout the society affects th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lic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self-disclosure. Furthermore, how the quality of 

online dating apps operates in between th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and 

the behavior of self- disclosure.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307 respondent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presented as follow: 

1. Most of the respondents in the study are male, aged from 18 to 25,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are currently single. Still, there are some of them in a 

relationship and even married. Subjects mostly have been used the dating apps 

less than 2 years, and averagely downloaded 2.66 dating apps. Furthermore, the 

most popular dating apps is Beetalk. Respondents use dating apps 5.07 days a 

week and 5.43 hours a week in average. Besides, there are 94.1%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used other social media or social app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users they met in dating apps and 88.9% of the respondents have actually 

met up in real life.  

2. Different degree of lonelines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able effect on th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including “Daily 

Social Needs”, “Escape to Virtual World”, and “Romance”. 

3. Different degree of lonelines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predictable effect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self-disclosure including: Honesty, 

Quantity, and Positivity. 

4. Th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including “Daily Social Needs”, 

“Escape to Virtual World”, “Romance”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redictable effect on the honesty of self-disclosure. “Daily Social Nee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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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ce” of motives have significant and predicable effect on the quantity of 

self-disclosure. Only “Daily social needs”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redictable effect on the positivity of self-disclosure. 

5. Only the quality of “Love Achievement Rate” of online dating apps have 

operation effects in between th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and the 

behavior of self- disclosure. 

6. Only “Daily social needs” of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have mediation 

effects between loneliness and the behavior of self disclosure. 

 

Keywords:  

Online Dating App, Sense of Loneliness, Self-Disclosure, Motives of Using Online 

Dating Apps, Quality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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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緣起 

    數位時代下，科技媒體的日新月異，新媒體科技的確已介入人的生活，成為

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如同 McLuhan 在 1964 年即提出「媒介就是人的延伸」，是

皮膚、也可能是手或足的延伸，媒介與人本身密不可分的關係，已影響整體人類

社會；我們與科技的連結日趨緊密後形成一體兩面的結果，一方面我們太依賴媒

介科技處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瑣事，另一方面我們太過專注科技本身而人際接觸

的大量減少，社會關係隨之疏離，久而久之，人對社交、情感交流之需求不滿足

就會產生寂寞感。Paplau & Perlman(1982)整理出「寂寞感」最主要的特性：一、

寂寞是由於個體社會關係的匱乏，二、寂寞是一種主觀的感受，不同於客觀的孤

獨，人們可能感覺孤單卻不寂寞，或是即使在人群裡也感受到寂寞。三、寂寞感

是一種令人不愉快且讓人感到苦惱的感受(引自楊少夫，2006)。社會需求(social 

needs)為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一旦人際關係匱乏、沒有歸屬感、社會連結微弱

就會間接產生寂寞感，這樣的寂寞是令人感到痛苦，而為了試圖改變當下的負面

情緒感受，大部分的人會尋求解決方案以幫助消除寂寞感─形成新科技社群交友

的動機。整理上述，以下為本研究脈絡： 

一、寂寞時代來臨，網路交友的興起   

根據DailyView網路調查 2014年(1/22~4/25)網路關鍵字及文章大搜尋結果發

現(圖 1-1)，近半數的單身網友有「感到寂寞」、「好想有人陪」的感受，顯示近

半數現代人普遍被「寂寞」所困擾；然而台灣上班族、學生，工作課業繁忙，下

班、下課後更不想出門認識新朋友，交友圈狹隘無法拓展社交活動，使得這種「寂

寞」感受不但無法解決更形成無限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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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單身網友網路聲量1
 

資料來源：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2014/1/22~2014/4/25) 

 隨著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現代人可以利用網路來處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

瑣事，網路越來越能貼近你我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依賴關係，當然網路科技也似

乎能解決舒緩「寂寞」的症狀，因此網路交友似乎成為忙碌現代人較有效率且快

速舒緩寂寞的好選擇，也使得「寂寞」感成為網路交友的動機的驅力。 

二、國內網路交友現況 

近年來台灣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各種行動裝置的興起開始有所改變，根據

2015 財團法人資策會創研所 FIND 研究團隊結合 Mobile First 最新調查數據，臺

灣地區 12 歲(含)以上民眾，在臺灣持有平板電腦與智慧型手機的人口已經達到

1,604 萬人，有下載 App 經驗的人數已經到達 964 萬人，可見 App 已經成為一個

民眾接觸溝通的重要的媒介。且根據 DailyView 網路調查數據調查也顯示(圖 1-2)，

交友網站和網路聊天室已經不再是趨勢，智慧型手機當道的「滑世代」，最愛的

交友工具早已改用「交友 App」！ 

                                                      
1
 「網路聲量」：透過觀測多種網站頻道(社群媒體、新聞、熱門討論區、部落格)取得巨量資料，

並利用語意情緒分析，綜合統計並分析數據。 

45.70% 

31.40% 

14.40% 

5.20% 3.30% 

單身網友「網路行為聲量」占比 

感到寂寞 

徵男女朋友 

徵婚相親好想結婚 

揪個陪伴 

只想遊戲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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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路交友管道聲量圖 

資料來源：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2014/1/22~2014/4/25)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網路交友的工具從過去到現在可說是千變萬化，要開始討論交友 App 前我

們必須先了解它的前身。從以往早期的 BBS 到聊天室、即時通、到近年的社群

媒體、交友網站、交友軟體等。網路交友的管道越來越多元，不同的交友平台其

品質特性也有所差異，以期滿足用戶多樣的社交需求，同時也創造了「寂寞經濟」

系統平台發展的機會。以下會針對網路交友平台、網路交友動機與自我揭露的文

獻進行梳理與學理探究。 

一、網路交友平台 

根據周芊與陳東園(2008)分類，可簡單將過去桌上型電腦時代的舊有交友途

徑分為幾類：第一類為 BBS(電子佈告欄)、第二類為聊天室、第三類為 ICQ、第

四類為即時通訊軟體：包括 MSN、Yahoo、Skype(有些皆已退出市場機制)、第

五類為 Yahoo 交友、PChome，最後一類為其他的交友網站，可能由個人或是其

他網路公司所建立，如愛情公寓等(引用自胡玉珍，2011)。 

彭思潔(2013)針對近年來即時通訊及網路社交軟體進行分類，並依照不同社

57.30% 27.50% 

15.20% 

「網路交友管道」聲量分佈 

交友App 

交友網站 

網路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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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 

交需求、分類定位：第一類為現實開放；第二類為現實封閉；第三類虛擬開放；

第四類兼顧現實封閉及虛擬開放。其分類茲分為： 

開放式：可公開搜尋社交身分；封閉式：無公開搜尋社交身分；現實：線上社交

圈的好友與現實社交圈重叠；虛擬：線上社交圈的好友與現實社交圈相異。若參

考彭思潔(2013)其分類標準，將四象限圖套於現今社交通訊軟體，顯示於圖 1-3： 

 

 

 

 

 

 

 

 

圖 1-3 即時通訊與社交類 App 需求定位圖 

資料來源：彭思潔(2013)及本研究整理 

    以現今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為例，在註冊後社交身分的預設狀態為公開，

可直接搜尋其他用戶為開放式社交。雖然 Facebook 等社交平台 Line、Wechat 及

Whatsapp則主要以現實交友圈的通訊為主，但相較於現實開放社交的Facebook、

Instagram 能透過共同朋友、或搜尋等等方式來認識新朋友，Line 及 Whatsapp 因

進入門檻較高，性質則較為封閉，故歸類在現實封閉社交。然而 Wechat 除了現

實封閉社交之外，還有「搖一搖」虛擬開放式交友功能。目前虛擬開放式的交友

封閉式 開放式 

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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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市場已相當成熟，其中包括愛情公寓、陌陌、Beetalk、Skout、Tinder、Paktor

等，認識陌生對象為主要的訴求。交友 App 目前並無顯著的獨佔者，主要原因

為用戶對於交友 App 的忠誠度低(彭思潔，2013)。本研究著重於研究虛擬開放式

的交友軟體。 

二、網路交友動機 

    原本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在剛開始發展

尚未普及的情況下，並不被看好，由於使用者無法得知溝通對象的非語言線索(表

情、動作、情緒等等)，使得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較低；而造成輕易忽略身

處社會情境下的社會規範及社會關係，進而會有去抑制化(disinhibition)的行為

(Sproull & Kiesler, 1986; McGuire, Kiesler, & Siegel, 1987)。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卻發現 CMC 傳播特性下的網路社交，有其正面的影

響，這樣非同步的特性情境下，促使彼此溝通過程中能夠深思熟慮、反覆編輯，

缺乏社會線索，能讓使用者自我形象塑造、形象管理，與現實人際的互動有極大

差異，在互動過程中非語言的線索佔大多數的先決條件。(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 Carter, 2005; Yum & Hara, 2006)。 

關於網路交友的動機，國外學者 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研究發現交

友網站用戶大部分是拓展交友圈及尋愛；Daneback, Mansson, & Ross (2007)研究

發現 79%的受試者承認是利用網路滿足性需求；也有學者指出社會補償作為動機

的可能，因面臨現實社交遭遇困難而尋求網路作為與他人互動的管道(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 

學者 Yum & Hara(2006)也曾指出，網路近年來快速成為一個另類現代社交環

境，有時候甚至不需要見過對方，就能發展、維持、甚至結束一段感情。事實上

線上戀情有時候和線下發展的關係一樣深層、穩定(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但若要建立發展一段關係，彼此雙方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是不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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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的(Cho, 2007)，尤其在關係初期，信任感及好感度都尚未建立，再加上彼此的

動機意圖的不同及媒介平台特性等種種考量，會採取不同策略的自我揭露行為。 

三、自我揭露 

    在人際傳播的過程中，自我揭露扮演著重要的功能，有助於人際關係的建立，

但人並不會任意自我揭露，會因為不同的動機目的而有策略性的自我揭露，且互

動者間必須有互惠的訊息交換過程，經過一定程度的交流後，才能促成雙方關係

的成長。 

    大部分的研究中認為自我揭露的概念通常被視為目的導向的行為，因此進行

揭露的個體皆有明確的目的或動機(Chaudoir & Quinn, 2010)，陳銘慶(2009)則發

現網路交友因不同交友動機，建立關係的目的不同，對於評估自我揭露的策略也

會不同，例如 Gibbs 等學者(2006)研究發現交友網站用戶想尋找另一半動機越強

自我揭露誠實度越高，但其所揭露的訊息卻不一定是正向的。 

然而不只是交友動機會影響自我揭露，交友平台品質特性也有可能影響自我

揭露，根據 Hung, Li, & Tse (2011)研究發現，平台的品質特性會影響用戶的使用

行為，例如簡單流暢的操作介面、並保護用戶的隱私安全皆可增加該平台的可信

度，並讓使用者更願意花時間使用該平台，影響使用行為，然而目前國內外鮮少

關於平台品質特性對於自我揭露和交友動機影響的研究。 

根據上述脈絡，本研究欲探討寂寞感、交友軟體的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

彼此之間的關係；而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又如何調節影響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

揭露行為彼此的關係，亦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因此本研究欲透過網路問卷調查

的方式，對於交友軟體有使用經驗的使用者為主要調查對象，共計整理 307 有效

問卷進行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了解近年來興起的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動機、平台品質特性、自我揭露現況。 

二、了解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的使用者動機及自我揭露現況彼此的關係。 

三、探討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於寂寞感及自我揭露是否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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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交友軟體平台品質特性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 

第三節、研究問題 

    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對於交友 App 有使用經驗的使用者為

主要調查對象。在抽樣的方法上，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在各社群媒體張貼問卷

廣告、或是各交友 App 尋求受測者，接觸可能的樣本。本研究問卷調查法中使

用四種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包括寂寞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

表、交友軟體品質量表。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寂寞感是否會影響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 

二、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是否會影響自我揭露？ 

三、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於寂寞感及自我揭露是否有中介效果？ 

四、交友軟體平台品質特性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是否有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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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交友 App 

一、交友 App 市場趨勢  

根據 2015 年資策會 FIND 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的人數高達 1,604 萬人。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率攀升，民眾使用手機 App

或網路交友的比例也大幅提高。相較於社群類型的 Facebook、通訊類型的 Line，

交友軟體以拓展人脈圈為主要功能，更強調功能性且以使用者付費為主要商業模

式，是目前社會網絡 App 中較具利基的發展市場。以下探討交友軟體目前市場

現況及特性： 

（一）市場現況 

根據交友軟體 BeeTalk 的 2014 年《行動世代交友調查黑皮書》指出，交友

軟體已成為結交新朋友的管道中排第 3，第 1 名為興趣社團，第 2 名則為親友介

紹。若以年齡來看，發現 24 歲以下之年輕族群對手機交友 App 的接受度高於網

路平台，且男性為女性的 2 倍，顯示交友軟體使用族群大部分集中年輕族群。  

 

圖 2-1 手機/網站交友平台使用輪廓 

圖片來源：交友軟體 Beetalk 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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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友軟體特性 

數據分析公司 Flurry 曾依據使用頻率與忠誠度將 App 分為四類，如圖 2-2

所示，交友 App 位於高使用頻率、低忠誠度區塊。該類 App 使用時間較集中，

但持續時間較有限，且對使用者的參與度要求很高，時間也會相對受到限制。舉

例來說，使用者若正在尋找對象就會經常上線；一旦找到了便可能會有很長一段

時間不上線。故此類 App 為吸引客戶，便需要大量、持續的使用者參與。該分

析認為，交友 App 之經營較適合以下三種方式：收取一次性的下載費用、於 App

內付費、以及應該在使用高峰期推薦更多的內容。 

 

圖 2-2 各類型手機 App 使用頻率忠誠度示意圖 

資料來源：數據公司 Flurry 

 

由於交友軟體有上述的特性，因此該類 App 有以下幾種設計特色(陳映竹、任上

鳴，2015)： 

1.配對機制 

大部份的使用交友 App 的用戶，使用型態是短時間使用頻率高，但平均每

次使用時間短，因為使用者多半利用通勤等零碎時間打開手機，滑滑是否有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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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因此如何讓用戶在短時間找到對的人，就得仰賴特殊「翻牌」機制，以用

戶的頭像照片作為遊戲介面，喜歡，不喜歡透過向左向右滑，就能迅速做出選擇。 

2.交流模式 

    交友 App 的交流模式與通訊或社群 App 不同，通常不需通過「加入朋友」

步驟便可以直接交談；有些 App 將配對功能及聊天機制搭配，需配對成功才可

能跟有興趣的對象進行對話；以興趣社團做為共通話題的群組聊天也是交友 App

的交流模式之一。 

3.安全風險 

    不同之登入方式對於保密性有較大的影響。交友 App 大多可自行取名、上

傳照片等，但許多交友 App 強調安全性，利用綁定的實名制社群媒體、綁定電

話號碼等等機制，做為「驗明正身」的依據。然而有些 App 利用定位做為媒合

條件，導致使用者位置有被公開的風險，亦成為選擇交友 App 的重要考量之一。 

二、現有交友 App 的介紹 

   近幾年崛起的「交友 App」在全球各地蓬勃發展，以下表 2-1 列出台灣線上

幾款具有一定知名度及下載量的交友 App。 

表 2-1 台灣交友軟體列表(參考資料：Google play、App store) 

圖標 交友 App 種類 下載量 成立年份 開發地 

 Badoo 上千萬次 2006 英國 

 Skout 上千萬次 2009 美國 

 找個人聊天 幾十萬次 2009 中國 

 愛情公寓 上百萬次 2011 台灣 

 遇見 上百萬次 2011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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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陌 上百萬次 2011 中國 

 Sayhi 上千萬次 2011 中國 

 Tinder 上千萬次 2013 美國 

 Paktor 上千萬次 2013 新加坡 

 Beetalk 蜜語 上千萬次 2013 新加坡 

 緣圈 幾十萬次 2013 台灣 

 JuMe 交友 幾十萬次 2013 台灣 

 Meetme 上千萬次 2014 美國 

 

Mmchat 陌生交友 幾萬次 2014 台灣 

 17 近千萬次 2015 台灣 

 派愛族 幾十萬次 2015 日本 

 Love somewhere 上萬次 2015 台灣 

 花田交友 上萬次 2015 中國 

 WeJoy 上萬次 2015 台灣 

 

We Touch 上萬次 2015 台灣 

 

老實說 幾十萬 201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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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透可 上萬次 2015 台灣 

 

Goodnight 上萬次 2015 台灣 

 

17 約會吧 上萬次 2016 台灣 

 

    由上表可得知，從最早 2006 年至今十年間無數個交友 App 被開發，在眾多

的交友軟體中，根據 2015 年資策會 MIC《交友 App 發展現況與趨勢》的研究報

告中以手機下載量、使用成長率、創新的程度、和近年國內較具話題性做為指標，

其中有 4 款交友軟體在各方面皆為佼佼者：Beetalk、Skout、Tinder、Paktor (陳

映竹、任上鳴，2015)： 

    根據 Beetalk 官方數據指出，在 2014 年 5 月上架首月光是在台灣就超越 200

萬下載量的好成績，全球下載量也已突破千萬，首創結合興趣、喜好的「揪團」、

「Po 客」等交友功能，與市面上其他交友軟體有所區分。 

    Skout 在 2007 年開發，自 2009 年轉為交友與約會導向 App 後，在 2013 至

2014 年間蓬勃發展，當時在美國 App store 排名前三十，用戶平均利用此軟體時

間高達 45 分/日，且平均每月信息發送量高達 3億則，是 LBS(Local-Based Service)

交友模式 App 的代表。 

    至於交友 App 先驅 Tinder 首創翻牌輕鬆配對，顛覆過去交友模式，其在 2012

至2013年間於美國App store排名前十，每天平均至少有200萬對用戶成功配對，

為交友 App 翻牌模式的始祖。 

    Paktor，為新加坡下載數量最高的交友 App，主打清新交友，是以數據配對

為使用者找到未來伴侶的新型派配對模式代表，2015 年 4 月在台 App 下載量已

突破百萬，同時也在泰國、越南、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南韓、日本、印度

等國家拿下不錯的成績。 

    以下為四款 App 的功能介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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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etalk
2
 

 

圖 2-3 Beetalk 功能介面 

Beetalk(如圖 2-3)剛於台灣上市就打著「喜翻，不喜翻」的標語來吸引用戶，

使用者可以透過用戶介面的設計，透過翻牌機制瀏覽用戶圖像，看到順眼的就加

入好友，配對成功即可進一步互動。「找朋友」的功能是依照距離的遠近以篩選

對象(可選擇年齡、性別)，「雷達」可以搜尋同樣時間使用的用戶在線上邂逅。

還有興趣交友功能：「揪團」，能根據地理位置和興趣，認識一群和你一樣志同道

合的朋友；2014 年 11 月更推出新功能「Po 客」，類似 Ptt 討論區的概念，舉凡

興趣嗜好、視聽娛樂、潮流生活等都可以加入群組討論，或自己新建一個版引起

話題。 

 

 

 

 

 

 

                                                      
2
官網：http://beetalk.tw/  

Apple Store：https://itunes.apple.com/tw/app/beetalk/id615267996?l=zh-tw 

Google Play：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eetalk&hl=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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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kout
3
 

 

圖 2-4 Skout 功能介面 

Skout(如圖 2-4)，此款交友軟體一創立隨即在香港和美國竄紅延燒至全球，

可說是 CCR (Cross Country Romance)的最愛，本軟體跨越國界，在平台上遇到外

國人的機率相較其他平台多。使用的特點上，功能選擇性較多，部分功能必須以

點數兌換，每天登入也會累積點數或可以花錢購買；「見面」功能會顯示目前上

線用戶的頭像，能讓你隨機點閱(篩選條件：性別、地區、年齡、種族)，「Interested」

功能則是和 Tinder 及 Beetalk 洗翻類似的功能，或是用戶可以選擇「搖動通話」

讓系統隨機幫你配對全球其他用戶；「我是焦點」則是透過競標點數的方式讓自

己的頭像出現在 App 的最上版面獲得曝光率；「新聞傳遞」基本上和 Facebook

有異曲同工之妙，即時更新大家的動態消息，增加他人查看你的機率；特殊的

「Skout 旅行」功能搜尋來自世界各地的寂寞芳心，是這四款 App 中唯一有推出

電腦版的交友軟體。 

 

                                                      
3
 官網：http://www.skout.com/ 

App Store：https://itunes.apple.com/us/app/skout-meet-chat-friend/id302324249?mt=8 

Google Play：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kout.android&hl=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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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inder
4
 

 

圖 2-5 Tinder 功能介面 

Tinder(如圖 2-5)版面設計很簡單乾淨，可以與臉書和 Instagram 互通，藉此

讓用戶可以得到其他用戶更多生活訊息。此交友軟體是最早發展出翻牌配對模式

的 App，尋找設定中可選擇距離、性別及年齡，如果遇到有興趣的對象，可馬上

在顯示照片左右滑動，給對方傳遞訊息；由於申請帳號是與 Facebook 綁定，所

以此交友平台個人檔案自動從 Facebook 取用不必填寫，還能在翻牌的過程中，

看到共同好友及興趣喜好，更可證明其帳號真實性。 

 

 

 

 

 

 

 

 

                                                      
4
 官網：https://www.gotinder.com/ 

Apple store：https://itunes.apple.com/tw/app/tinder/id547702041?mt=8 

Google play：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inder&hl=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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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ktor
5
 

 

圖 2-6 Paktor 功能介面 

Paktor(如圖 2-6)來自新加坡的交友軟體，主打青年市場(代言人為新生代藝

人歐陽妮妮)，用戶的使用年齡層較低(主打 18~26 年輕族群)，在喜好配對中可設

定多種條件，首頁和其他交友軟體的翻牌功能相似，配對成功後就能彼此聊天，

其還有最受歡迎的用戶功能、及誰觀看過你的檔案、送禮及最近新增的超級愛交

友，系統整理時下流行的話題讓你做為隨機配對認識開場白，不同功能讓你邊玩

邊幫你找到真正適合你的對象。 

以上四款在台灣相當受歡迎的交友軟體其各有不同的品質特性吸引不同喜

好、不同族群的使用者，但是怎樣才能從眾多 App 中脫穎而出，對大多數的用

戶來說那些特性是決定交友軟體是好是壞的必要條件？ 

三、交友軟體的品質特性量表 

    根據 Delone & McLean 在 2003 年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將資訊系

統的品質分為：系統品質、資訊品質及服務品質，用以衡量一套資訊系統的成功

與有效性。而本研究修改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的品質構面並參考周育本(2009)「交

友網站品質量表」將交友軟體的品質特性分為使用者介面、安全性、形象聲譽、

                                                      
5
 官網：https://www.gopaktor.com/index.html#/home 

Apple store：https://itunes.apple.com/tw/app/paktor-pai-tuo-he-peng-you/id654972611?l=zh&mt=8 

Google play：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paktor&hl=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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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素質、尋愛達成率。 

(ㄧ)使用者介面 

    鄭緯荃(2011)認為 App 在介面設計上應把握以下幾個原則，一是介面設計容

易操作；二是讓 App 更生活化，貼近日常生活，以增加黏著度；三了解使用者

的需求，和使用動機目的以提升使用者的 App 接受度。賴俊偉、林冠宇(2015)

也發現介面特色會影響平台可信度和使用者持續使用意願。 

(二)安全性 

   根據 Hung, Li, & Tse (2011)，除了平台操作介面使用上簡易流暢，若能時常

更新、保護用戶的隱私資料可增加該平台的可信度，並讓使用者更願意花時間瀏

覽平台。 

   交友 App 註冊帳號不同之登入方式影響用戶身分保密性。交友 App 大多可自

行取名、上傳照片等，但許多交友 App 強調安全性，利用綁定的社群平台顯示

名稱及圖片，例如：Tinder 帳號綁定 Facebook 帳號、Beetalk 則是與手機門號連

結。然而許多交友 App 在使用過程中，強制用戶必須授權交友軟體取用地理位

置資訊才能執行配對，許多用戶質疑安全隱私問題。 

(三)形象聲譽 

    根據 2015 資策會 MIC《交友 App 發展現況與趨勢》的研究報告中指出，Skout

的用戶跨越國界，平台上遇到外國人的機率相較其他平台多，使用者態度多以一

夜情走向，Tinder 交友風氣也同樣較為開放，與台灣原生的愛情公寓、月老銀行

這類以國內地區用戶固定交往的形象訴求有所差異，Beetalk 強調帳號真實性及

健康交友、尋找伴侶，以興趣揪團交友為訴求，Paktor 以歐陽妮妮作為代言人，

主打清新交友；因此不同的交友軟體各有不同的品牌形象。學者 Hagel & 

Armstrong (1997)認為，明確的品牌形象定位可以凝聚具有相同需求的目標客群，

並與其他競爭對手產生區別。因此交友 App 的形象聲譽能影響並吸引有相符特

質的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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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員素質 

   根據周育本(2009)研究發現，網路交友平台品質中會員素質為吸引有交友動

機用戶最重要的因素：其包括會員的多寡、會員的年齡、職業、學歷、居住地符

合需求、較少詐騙廣告的假用戶，整體而言是能在交友平台上找到理想的對象。 

(五)尋愛達成率 

   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研究發現交友網站用戶大部分是拓展交友圈

及尋愛，Daneback, Mansson, & Ross (2007)研究發現 79%的受試者承認是利用網

路滿足性需求(Turkle, 1995)。交友 App 作為網路交友的管道之一，某些用戶勢必

也是希望能在不同平台尋找理想的(性)對象，滿足交友需求，若交友軟體能滿足

這些需求的成功率，勢必會吸引具有相似動機目的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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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寂寞感 

一、寂寞的定義 

    根據 DailyView 2014 網路調查結果，近半數的單身網友有「孤單寂寞」的感

受，可見寂寞是眾所皆有的普遍負面情緒狀態，雖然寂寞從過去就存在，且和我

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學術上的相關研究一直到 1970 年代才開始；1973 年心

理學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才開始以「寂寞」(Loneliness)這樣的標題命名相

關的研究，過去則多用「疏離」(Alienation)、「孤獨」(Isolation)來取代(Peplau & 

Perlman, 1982)。       

    Peplau & Perlman (1982)綜合不同學者的觀點整理三項共同且最主要特性：

一、寂寞是由於個體社會關係的匱乏，二、寂寞是一種主觀的感受，不同於客觀

的孤獨，人們可能感覺孤單卻不寂寞，或是即使在人群裡也感受到寂寞。三、寂

寞感是一種令人不愉快且讓人感到苦惱的感受(引用自楊少夫，2006)。 

    國內學者林佩儀與陳筱瑀(2008)，也指出寂寞概念主要有四種特徵，分別為

是一種主觀且持久的負向情緒、個人感受疏離與落寞、人際脈絡不足與社交關係

缺乏以及會引起身體外觀與行為的改變。這樣的負面心理狀態是令人感到痛苦，

而為了試圖舒緩改善，大部分的人會尋求解決方案以幫助消除寂寞感─形成新科

技社群交友的動機。 

二、寂寞感與網路交友動機 

Caplan (2003)和 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 (2003) 發現寂寞的人相較於

現實社交環境比較有透過網路社交的動機，並認為網路空間較現實友善且回饋性

較高。如同 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研究發現這類人現實社會關係匱乏，

因此會有社會補償作為網路交友動機的可能，以網路取代現實作為與他人能自在

溝通互動交友的媒介管道，因此可以假設寂寞感可預測網路使用日常社交動機及

社會逃避動機。李美枝(1996)認為異性間的情感交流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獲得滿足，

若滿足則會產生親密意識(sense of intimacy)，不滿足則產生孤立意識(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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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與愛情隔絕的人，較易產生寂寞沮喪的心情(吳靜吉，1987)，邱秋雲

(2002)指出現實與異性情感交流不足所產生的寂寞感往往會產生網路尋愛動機

以彌補現實的不足。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寂寞感可預測網路使用尋愛動機。 

    統整上述文獻，隨著智慧型裝置的普及率攀升，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已儼然

成為現在社會流行的趨勢，同時，也改變了人際交友網絡的方式，像是目前最熱

門的網路交友途徑便是交友 App，藉此交友 App 可以跨越空間的隔閡，與相隔

兩地的陌生人互動。因此，本研究假設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的使

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 

三、寂寞感與自我揭露 

    Merkle & Richardson(2000)認為藉由電腦中介來經營人際關係需要花費較多

的時間投資在自我揭露，且認為人們透過網路進行自我揭露，大多乃是因與社會

的疏離與自身寂寞感所導致。當個人現實社交關係無法滿足自我期待時，便會感

到寂寞，因而轉向線上網路交友尋求慰藉，透過網路的自我揭露與他人建立社會

連結，舒緩寂寞。 

在郭正瑩(2008)探討大學生網路自我揭露與寂寞感程度之間的關係，其中發

現到男大學生在網路上的自我揭露程度較與女大學生要來的更高。男大學生的高

親密性網路揭露程度，可以顯著地預測寂寞感程度。也就是說，自我揭露程度越

高時，寂寞感的程度也會提高。閔慧慈(2011)以結構方法探討成人依附、社交自

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寂寞與憂鬱之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揭露會

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寂寞感程度，亦即自我揭露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到寂寞

感程度，但會藉由影響社交的自我效能的方式，進而再影響到寂寞感。 

因此，透過上述，可以發現到寂寞感與自我揭露可能會彼此影響，也就是說，

當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自我揭露的程度也可能會提高，又或者是當自我揭露的程

度越高時，會間接影響到寂寞感的程度。並推論假設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

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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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寂寞感量表 

本研究採學者 Russell (1996)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參考楊少夫(2006)碩士論文「寂寞消費者之消費動機、消費行為與情緒

之變化」中的寂寞量表而來。國內關於寂寞感的衡量部分採用 UCLA 第二版量

表施測，但過去研究發現受訪者在應答過程，大多會以同意題目的程度進行作答，

並非原量表所預設：受訪者針對該情境發生頻率多寡作答，Russell(1996)後來也

在第三版量表中每題項中增加 how often 以強調發生頻率，也針對第三版的寂寞

量表進行信度和效度的分析，再度支持此量表有很穩定的信度及效度。 

表 2-2 Russell(1996) 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 

1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in tun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2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lack companionship? 

3 How often do you you feel that there is no one you can turn to? 

4 How often do you feel alone? 

5 How often do you feel part of a group of friends? 

6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the people aroud 

you? 

7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no longer close to anyone? 

8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r interests and ideas are not shared by those 

around you? 

9 How often do you feel outgoing and friendly? 

10 How often do you feel close to people? 

11 How often do you feel left out? 

12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your relatioships with others are not meaningful? 

13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no one really knows you well? 

14 How often do you feel isolated from others? 

15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tou can find companionship when you want it? 

16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really understand you? 

17 How often do you feel shy? 

18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people around you not with you? 

19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there people you can talk to? 

20 How often do you feel that there people you can turn to? 

資料參考：Russell, D. W. (1996). 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 3):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66(1),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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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網路交友 

    交友方式的改變，從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到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到社群媒體(Social Networking Site)、交友

App，為從線下(Offline)到線上(Online)社交上的演進，不同交友媒介的特性也會

影響到網路交友的動機。 

一、網路交友特性 

(一)傳統網路特性 

    原本 CMC 的傳播在剛開始發展尚未普及前，並不被看好，由於使用者無法

得知溝通對象的非語言線索(表情、動作、情緒等等)，使得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較低；而造成輕易忽略身處社會情境下的社會規範及社會關係，進而會

有去抑制化 (disinhibition)的行為 (Sproull & Kiesler, 1986; Kiesler, Siegel, & 

McGuire, 1984)。 

    然而另一方面許多學者卻發現 CMC 傳播特性下的網路社交，有其正面的影

響，這樣非同步的特性情境下，促使彼此溝通過程中能夠深思熟慮、反覆編輯，

缺乏社會線索，能讓使用者自我形象塑造、形象管理，與現實人際的互動有極大

差異，在互動過程中非語言的線索佔大多數的先決條件。(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 Carter, 2005; Yum & Hara, 2006)。 

    學者江中信(2002)提出電腦中介傳播溝通有幾項特質：包含方便性、間接性、

主動性及虛擬性等四點。施香如(2003)指出網路特性：第一使用便利，第二身分

匿名性、可變與多元性，第三介面化的人際關係，第四資料呈現的邏輯與多樣性。

王嵩音(2007)則認為網路的無國界、互動性、近用性、匿名性為其主要四大特性。

黃葳威(2008)歸納網路特性包括：閱聽主體性、即時性、匿名性、多媒體形式、

互動性、跨文化特性、小眾化特性、異步性等。 

    基於上述學者對於網路特性的描述，這些特性使得使用者在網路空間進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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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為時，可以不必公開自己的身分，讓使用者有各式各樣化身甚至不同的性別，

能任意表達各種層面的自我而不用害怕現實生活社交圈投以否認、異樣眼光，因

此相較於面對面的人際傳播，在網路上更能表達真正的自我。 

(二)社群媒體與交友軟體特性 

隨者新科技的出現，社群媒體能透過分享照片、語音訊息、影像甚至線上直

播來補足電腦中介和現實人際互動之間的臨場感落差及社會線索的不足，此一形

勢可以解讀為電腦中介傳播朝 FTF「趨同」(converge)的邁進。在基本硬體特質

保留電腦中介的性質，但內容功能上卻不斷向人際溝通的互動元素靠攏 (吳泰毅，

2006)。 

    發展至今，近幾年的網路科技，尤其是社群媒體(SNS)，部分的網路特性早

已無法完全解釋，因為在社群媒體環境中，任何訊息都可以同時向多種社交網絡

公開，無論線上或線下的社交空間。由於現今許多社群媒體以實名制即真實個人

資料作為註冊的要件(非匿名性)，其連帶的定錨關係(Anchored Relationship)，是

以現實生活中的社交圈為基礎(Lijun, 2010)，此種高可識別性，使得社交圈中線

上社群媒體的評價會延續影響到線下現實的社交情境，促使用戶在社群媒體上自

我揭露的同時，會調整內容以符合他人期待，如此一來降低匿名性破壞原本網路

特性所提供的安全感和控制力，進而促成使用者行為上的改變(調整自我揭露的

內容程度及真實性以降低社會壓力)。     

然而，近十年興起的交友App卻又開始逆轉了社群媒體所連帶的定錨關係。

交友 App 綜合了電腦中介交友和社群媒體交友特性，改變了其部分社會線索的

缺乏，也就是透過註冊當下填寫的個人的外觀、上傳圖文資料等資訊的透露或社

群媒體的帳號連接，雖然看不見對方，但卻能了解對方刻意營造的形象，但依舊

保持其匿名性，對於彼此資訊交換的真實性也難分辨真偽；然而這卻顛覆傳統

CMC 的交友篩選模式，此種匿名交友軟體，「照片」形象外貌建立的重要性，就

算是「照騙」起碼在網路世界裡能如魚得水，外貌在此種匿名社交扮演重要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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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許多配對的功能，都只為顯示個人資料所擺放的圖片、名稱及地區和年齡，

此種交友模式彷彿又回到真實世界的篩選模式。 

二、交友文獻回顧 

    目前有關於交友方面的文獻主要有三大面向：使用動機、使用行為與意願、

交友平台之品質及滿意度(表 2-3)。 

    網路交友使用動機方面，黃伸閔(2005)研究發現，網路情色交友社群於一般

交友社群無異，對伴侶的選擇條件上主要關注的外在，但其動機主要為性愛關係。

陳銘慶(2009)則發現網路交友因不同交友動機，建立關係的目的不同，對於評估

自我揭露的利弊得失也會不同。 

    網路交友使用行為中，陳金英(2004) 對網路交往異性與發展戀情有較高期

待之學生，其社交焦慮感亦同步偏高，每次網路使用持續時間愈長，社交焦慮現

象也愈明顯；許麗玲、賴杉桂、許家祥、李志原(2011)的研究中證實了虛擬網路

交友能夠使人獲得歸屬感，尤其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情感上滿足的人，可藉

由虛擬世界的互動來獲得情感上的滿足與關愛，並且減低寂寞感程度；在網路交

友的持續使用意圖研究上，賴俊偉、林冠宇(2015)發現介面特色會顯著影響可信

度，且平台可信度也會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願，且平台娛樂機制與隱私機制的

提升，將會使用戶越滿意此交友平台。 

    關於交友平台之品質及滿意度，郭逸欣(2011)研究發現，使用者最重視的屬

性依序為「個人頁面瀏覽權限」、「註冊認證流程」及「留言數量限制」，而「能

自行設定個人頁面瀏覽權限、註冊認證流程為電子信箱及身分證字號雙重認證、

留言板沒有留言數量限制」的交友網站，是使用者最偏愛的交友網站組合。曾建

棠(2010)研究則發現，重視交友網站的「內容構面」 、「社群構面」、「客製化構

面」、「溝通構面」、「連結構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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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交友文獻整理(資料來源：本研究) 

 作者 主題 主要論點 

使
用
動
機 

黃伸閔

(2005) 

網路情色交友社群

使用者動機與擇友

研究－以 BBS 情色

交友社群為例 

研究結果發現網路情色交友社群

和一般交友社群擇偶條件無異，

惟發生性愛關係為該社群主要動

機。 

陳銘慶 

(2009) 

網路交友之自我揭

露 與 個 人 資 訊 美

化：交友動機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認識新朋友、方

便的溝通和尋找愛情等動機與自

我揭露成正相關；與個人資訊美

化成正相關 

使
用
行
為
與
意
願 

陳金英 

(2004) 

網路使用習性、網路

交友期望與社交焦

慮之分析 

對網路交往異性與發展戀情有較

高期待之學生，其社交焦慮感亦

同步偏高  

許麗玲、

賴杉桂、

許家祥、

李志原

(2011) 

Blog、MSN 的使用對

人際溝通互動之影

響—以社會臨場感

理論為觀點 

虛擬網路社群能夠使人獲得歸屬

感、情感上的滿足與關愛，並且

減低寂寞感程度。 

李祥銘、

邱吉鶴、

劉信志、

陳才

(2014) 

交友社群使用者期

望確認與持續使用

意圖關係之研究─以

參考群體為干擾變

數 

交友網站成員往往僅揭露正向的

自我訊息，如放好看的照片或公

布擁有高社經地位，能贏得更多

進一步人際關係拓展的機會。 

賴俊偉、

林冠宇

(2015) 

同志交友軟體的持

續使用意圖關係之

研究－以男同志交

友軟體 Jack’d 為例 

研究結果發現：App 介面特色會

顯著影響可信度，且平台可信度

也會影響使用者持續使用意願。

且有趣的娛樂機制與隱私機制的

提升，將會使用戶越滿意此交友

平台，並且願意繼續使用 

交
友
平
台
之
品
質
及
滿

意
度 曾建棠 

(2010) 

交友網站功能要素

與網站介面技術之

研究 

根據問卷分析，使用者較重視下

列交友網站功能：「內容構面」 、

「社群構面」、「客製化構面」、「溝

通構面」、「連結構面」 

郭逸欣 

(2011) 

以聯合分析法探討

理想中的交友網站 

使用者最重視的屬性依序為「個

人頁面瀏覽權限」、「註冊認證流

程」及「留言數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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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網路交友的使用動機和行為與平台品質特性之間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但目前台灣尚無針對交友 App 使用動機、行為和平台特性研究的學術論

文，故本研究以類似之網路交友或社群網站研究作為基礎探討「交友軟體」的使

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及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如何調節影響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

行為彼此的關係。 

三、網路交友動機量表 

    網路交友的用戶可能因媒介的特質各有不同的使用動機，國外學者 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研究發現交友網站用戶大部分是拓展交友圈及尋愛；

Daneback, Mansson, & Ross (2007)研究發現 79%的受試者承認是利用網路滿足性

需求。也有學者指出社會補償作為動機的可能：日常人際交往較內向害羞，往往

因此在人際溝通過程中感到焦慮害怕，因此想逃離現實(王正彥，1999)，轉而尋

求網路作為與他人能自在溝通互動交友的媒介管道(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根據國內創市際研究顧問於 2009 年 8 月的研究結果顯示，網友使用網路

交友的動機，近六成(59.1%)的訪問者是為了尋找聊天/談心的對象，其次依序為

找尋相同興趣嗜好對象(55.3%)、排遣寂寞(35.2%)及找尋一起玩樂的對象(35.1%)。

另外，在 EDUCAUSE 調查大學生使用使用社群網站的目的，其發現主要的目的

為跟朋友保持聯繫(96%)、分享照片、音樂、影片或其他(82.1%)、認識更多人

(52.6%)、跟同學溝通課業有關的問題 (51.5%)、計畫或邀請人們參加活動

(50.4%)(引用自郭亭亞、王逸峰、謝秀雄，2011）。 

    整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採用 Wang & Chang (2010) 「網路關係動機量表」

(Cyber-Relationship Motives Scale) ，此量表詳盡含括上述文獻(見表 2-4)。把網

路交友動機分為三個構面：日常社交(Adventure)、逃離現實(Escape to a virtual 

world)、尋愛(Finding Romance)。日常社交層面有五項子類別：分別是匿名性

(Anonymity)、認識新朋友(Opportunity to meet new people)、易使用(Eas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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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e)、好奇心(Curiousity)、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逃離現實層面

有兩個子類別：社會補償(Social Compensation)、逃離現實(Away from the real 

world)；尋愛有兩個子類別：愛情(Love)、性伴侶(Sexual partner)，每個子構面有

三題，共有 9 個子類別，共 27 題，但本研究主要以三大子構面(日常社交、社會

補償、尋愛)作為分析單位。 

表 2-4 使用動機的定義 

使用動機 定義 

日常社交 

匿名性 認為他人無法得知自己的身分、無法辨識自己是誰，匿名場域創

造一個能作自己，展現真我(true self)
6的空間(Turkle, 2005) 

認識新朋友 想要拓展社交圈、結交有相同興趣、背景的朋友(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 

易使用溝通 認為容易使用，容易與他人溝通談話 

好奇心 希望能在線上環境體驗有趣和新鮮感 

情感支持 希望和他人分享想法、情緒、希望得到歸屬感(Wellman & Gulia, 

1999; Ridings & Gefen, 2004) 

社會逃避 

社會補償 希望能透過網路的環境克服現實的拘束與社交焦慮(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 

逃避現實 遠離現實的憂慮煩惱(Rubin, Perse, & Barato, 1988) 

尋愛 

愛情 能找到戀愛對象(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邱秋雲(2002) 

性伴侶 能找到性伴侶(Daneback, Mansson, & Ross, 2007)、(Turkle,1995) 

(本研究整理及參考翻譯 Wang & Chang, 2010) 

                                                      
6
 Rogers(1951)認為真我概念(true self)是一種類似心理療程的過程，它和理想我(ideal self)和其實

我(actual self)是相異的，他認為 true self 是人現階段心理狀態，而不是未來的自我(理想我)，更

不是社交狀態下由他人和自己創造的真實我(actual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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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自我揭露 

一、自我揭露的定義與功能 

    最早學者 Jourard 於 1964 提出「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係指某人透過

語言溝通的方式告訴他人關於自己的資訊(引用 Cozby, 1973)，或是想要傳達自我

的形象給他人(Schlenker, 1980)，也就是透過語言、圖像與他人分享自己的興趣、

信仰、人格特質、對事物的看法，或感到困擾的問題等等；揭露的內容則包括自

己的過去或目前的行為感受，甚至是對未來的計劃或抱負(楊牧貞、黃光國，1980)，

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吸引他人也能有同樣的回饋(Leary & Kowalski, 1990)。自我揭

露不僅僅是透露傳達、有時甚至是刻意隱藏某些資訊為了要刻畫令他人滿意的自

己(Goffman, 1959)。 

    學者楊牧貞(1990)《自我揭露的械行模式及其相關變項的探討》為國內最早

有關自我揭露的研究，之後陸續才有更多的學者跟進，議題脈絡多探討人際結合

網路探討各種媒介科技的自我揭露(例如：即時通訊、部落格、社群媒體) (邱秋

雲，2002；王瑞霙，2005；吳泰毅，2006；柯秀佳，2007；胡玉貞，2010；曾馨

瑩，2012)。國外研究則多以心理學上形象建立的脈絡討論網路網路的自我揭露

(Ellison, 2006; Wang, 2007; Attrill, 2011; Walther et al., 2011)。 

二、網路上的自我揭露 

 (一)網路自我揭露的正負向與誠實度 

    由 Walther(1996)提出超人際模式(Hyperpersonal Perspective)常常被許多研究

被引用來解釋在電腦中介網路環境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中內容上的形象修

整(Image Formation)，這個模式解釋網路的使用者利用網路的非同步性及匿名性

特性，選擇性的(selective)揭露，在模稜兩可(malleable)文字交談過程理想化自我

(Walthers, 2007)。因此使用者在線上所塑造的形象往往比現實過度理想正向，因

此更具吸引力，如同 Ellison(2006)等學者提出的霧鏡現象(Foggy Phenomenon)，

自己對自我覺察(Self-Consciousness)與他人的認知之間的矛盾落差，尤其在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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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使用者能透過語言或圖像等方式隱惡揚善，傳遞自身正向的訊息甚至說

點小謊，營造自身於完美的存在(Self-Presence)；Witty & Gavin(2001)研究也發現

由於網路匿名性，不易查證揭露訊息的真實性，因此容易散布誇大不實、錯誤的

資訊。 

(二)網路自我揭露的數量 

    學者 Rosen 等(2008)指出，在剛開始的 FTF 互動中人和人之間只會交換最淺

層的個人資訊，慢慢的才會漸漸交換更親密私人的細節資訊。如同社會滲透理論，

由 Altman & Taylor (1973)提出，以交換論的觀點解釋人際間的互動模式來自於雙

方自我揭露，訊息交換由淺至深，而增進彼此熟悉感。因此交換的訊息內容可分

為廣度及深度兩面向，廣度代表雙方揭露訊息的數量，深度則是指訊息中涉及親

密感的程度。隨關係發展，人會評估雙方互動所得到的回報及需付出的代價，因

此隨著雙方揭露的資訊越多及情感越來越增加，才可界定雙方關係進入更親密的

階段；許多學者認為網路的種種特性使得自我揭露程度比人際傳播高(Park & 

Floyd, 1996; Baker, 2005)，但也有其他學者認為網路自我揭露程度較面對面自我

揭露程度低，由於網路隱匿性所帶來的網路安全、詐騙等現象，因此不信任未曾

謀面的網友，而自我揭露程度較低(王瑞霙，2005)。 

(三)、交友軟體的自我揭露 

    自我揭露的內容形式，早期的電腦中介的訊息揭露以文字敘述為主(吳泰毅，

2006)，隨著科技進步技術開發，社群媒體、交友網站除了文字形式新增更多語

音、圖片等形式內容，不同的是，社群媒體和交友網站用戶會盡力填寫盡可能詳

盡揭露自身相關資訊、興趣資料，讓社群網站使用者能夠辨認個人資訊，此自我

揭露的方式可稱作為資訊揭露之現象(吳寂絹、邱銘心，2012；Ellison et al., 2012)，

但近年來興起交友軟體，由於使用情境上差異，和載具及平台品質特性的限制 

(螢幕大小、使用介面格式)用戶在相對的減少了許多較抽象(abtract)文字線索的透

露，更多較實質(realized)的視覺元素(照片、影片等)。因此在個人檔案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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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仰賴大量的圖片，相較之下較簡單的基本資料 (Birnholtz et al., 2014; 

Gudelunas, 2012)。 

    具有吸引力的外表照片是構成一個成功的交友自介關鍵因素(Hitch et al, 

2010)，而在交友軟體中更是如此，透過用戶分享照片和基本資料作為用戶判別

是否想進一步認識的標準。而大部分的用戶在交友軟體擺放照片是刻意營造的

(given)形象及特質而不是像現實見面給予的(given off) (Birnholtz et al., 2014)。這

些美照是透過角度、修圖、化妝等等的整飾技巧，由於在網路環境有限的線索揭

露，容易造成「照騙」的現象，因此線上所塑造的形象往往比現實過度理想正向

(Walther, 1996)。然而如果線上發展現實見面，網路上自我揭露與現實不能出入

太大，若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可能危害與對方的關係建立(Ellison, 2012)。 

(四)網路交友與自我揭露 

    張雅婷(2008)研究結果指出網路交友與自我揭露的關聯性：高網路交友動機

者因在真實社交場合較為羞澀並恐懼與人來往交流，比較偏好在網路環境自我揭

露。大部分的研究中認為自我揭露的概念通常被視為目的導向的行為，因此進行

揭露的個體皆有明確的目的或動機(Chaudoir & Quinn, 2010)。陳銘慶(2009)則發

現網路交友因不同交友動機，建立關係的目的不同，對於評估自我揭露的策略也

會不同；再如 Gibbs 等學者(2006)研究發現交友網站用戶想尋找另一半動機越強

自我揭露誠實度越高，但其所揭露的訊息卻不一定是正向的。 

    然而對於網路交友的自我揭露相關研究，大部分自我揭露皆以單一構面呈現，

且頂多只能證實相較現實環境網路更容易自我揭露(Joinson, 2001)，鮮少將自我

揭露細分成多個面向討論、或細項討論各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各面向之間的關係。

故本研究欲探究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與自我揭露(誠實

度、數量、正負向)之間的關係。 

(五)網路平台特性與自我揭露 

    根據 Hung, Li, & Tse (2011)及賴俊偉、林冠宇(2015)研究發現，平台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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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用戶的使用行為，例如簡單流暢的操作介面、並保護用戶的隱私安全皆可

增加該平台的可信度，並讓使用者更願意花時間瀏覽使用該平台，並影響使用行

為。然而目前國內外鮮少研究討論媒介的平台特性對於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的影

響，故本研究欲探討交友軟體平台特性對於交友網站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的調節

效果。 

綜上敘述，自我揭露在網路人際關係經營上，對雙方都有正向的助益，對於

親密關係的發展，也是是否維持現狀或轉為惡化的關鍵因素(Derlega et al., 1993: 

ix)。然而如何做到適當的自我揭露非常重要，如果揭露不恰當、太多或太負面，

會形成他人困擾，如果揭露太少或說謊不誠實，可能會造成隔閡或猜疑，加上網

路使用動機和網路平台特性等考量，如何拿捏評估自我揭露策略相當重要。 

三、自我揭露量表 

    本研究自我揭露的量表依據 Wheeless (1978) 和 Wheeless & Grotz (1976)提

出的版本修改，將自我揭露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誠實度(honesty)、數量(amount)、

正負向性(positivity)，參考 Gibbs et al.(2006)自我揭露量表，問卷計分方式以 Likert 

5 點量尺測量題目，其中誠實度的量測由 3 個問題組成：29~31 題，數量的測量

由 3 個問題組成：32~34，正負向性由 3 的問題組成：35~37，總共有 9 題，其中

題為反向題共 2 題，分別為 31 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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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H3 

第三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寂寞感做為自變項、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作為中介、交

友軟體品質特性作為調節變項，自我揭露作為依變項分析進行探討。本章共分為

五個章節，以研究架構、研究假設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加以說明。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重點欲探討時下人人皆有的心理狀態「寂寞感」、交友軟體的使用動

機與自我揭露行為之間的關係、而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又如何調節影響交友軟體使

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依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以寂寞感做為自變項、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作為中介、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作為

調節變項，自我揭露作為依變項，因而形成以下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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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假設文獻參考 

構面 假設文獻依據 構面題向 

寂寞感程度對

交友軟體使用

動機(H1) 

Caplan 等人 (2003)認為寂寞的人相較於

現實社交環境比較有透過網路社交的動

機。 

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等學

者研究發現這類人現實社會關係匱乏，

因此會有社會補償作為網路交友動機的

可能。 

邱秋雲(2002)指出現實與異性情感交流

不足所產生的寂寞感往往會產生網路尋

愛動機以彌補現實的不足。 

寂寞感：9~28 

交友使用動機：

38~64 

寂寞感程度對

自我揭露(H2) 

Merkle & Richarson(2000)認為人們透過

網路自我揭露，大多因與社會的疏離或

自身寂寞感所致。 

郭正瑩(2008)探討大學生網路自我揭露

與寂寞感研究發現自我揭露程度越高

時，寂寞感的程度也會隨著提高。 

寂寞感：9~28 

自我揭露：29~37 

交友軟體使用

動機對自我揭

露(H3) 

Gibbs et al. (2006)和陳銘慶(2009)皆發現

網路交友因不同交友動機，建立關係的

目的不同，對於評估自我揭露的利弊得

失也會不同。 

交友使用動機：

38~64 

自我揭露：29~37 

交友軟體使用

動機與交友軟

體品質特性對

自我揭露的調

節效果(H4) 

 

根據 Hung, Li, & Tse (2011)及賴俊偉、林

冠宇(2015)研究發現，平台的特質會影響

用戶的使用行為，例如簡單流暢的操作

介面、並保護用戶的隱私安全皆可增加

該平台的可信度，並讓使用者更願意花

時間瀏覽使用該平台。 

Hagel & Armstrong(1997)品牌形象定位

可以凝聚具有相同需求動機的目標客

群。 

周育本(2009)研究也發現，網路交友平台

品質中會員素質為吸引有交友動機用戶

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推論交友軟體品質

特性能影響並吸引相符動機的用戶。 

 

 

交友平台品質：

65~79 

自我揭露：29~37 

交友使用動機：

3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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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假設 

假設一：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1-1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 

1-2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社會逃避 

1-3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尋愛 

假設二：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 

2-1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 

2-2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的數量 

2-3 寂寞感程度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的正負向 

假設三：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 

3-1 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誠實度 

3-2 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數量 

3-3 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能正向顯著預測自我揭露正負向 

假設四：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4-1 使用者介面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4-2 安全性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4-3 形象聲譽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4-4 會員素質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4-5 尋愛達成率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假設五：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的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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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對象與調查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網路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對於交友 App 有使用經驗的使用者為

主要調查對象。在抽樣的方法上，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在各社群媒體張貼問卷

廣告、或是各交友 App 尋求受測者，接觸可能的樣本。 

    本研究使用 SurveyMonkey 網路問卷調查工具，並限制每台電腦登入的次數，

確保受試者不會重覆填寫問卷，且所有問題都設為必答，以降低無效樣本發生率，

問卷設計完成後，會先進行前測，以確認是否有理解上的問題，再予以修正，排

除不適用、多餘題項，避免受測者因不耐或理解上的困難而中途放棄作答或錯誤

作答，前測有效問卷為 107 份。實測問卷回收統計，總共發出 375 份最後剔除

68 份無效卷，包括漏答、亂答、中途放棄作答，最後有效問卷為 307 份。 

第四節、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調查法的部分，問卷中使用四種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包括寂寞量

表、自我揭露量表、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交友軟體品質量表。 

    問卷中第一部分為受測者基本資料，第二部分則為交友軟體使用狀況，第三

部分為寂寞量表，第四部分為自我揭露量表，第五部分交友軟體使用動機量表，

第六部分為交友軟體品質量表。以下分述五種量表內容： 

一、受測者基本資料 

(一)性別：男性或女性。 

(二)年齡：18 歲以下、18-25 歲、26-30 歲、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國中(小)、高中在學或畢業、大學在學或畢業、碩士在學或畢業、

博士在學或畢業 

(四)感情狀況：單身、戀愛中、已婚 

二、交友 App 使用狀況 

    本研究為探討交友軟體的使用經驗，題項分為 4 題：詢問過去經驗中，1.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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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使用交友 App 已有多久時間？2. 請問您下載過多少個交友 App？最常使用哪

個 App？平均「每週」上交友 App 的天數與時數？3.是否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

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4.是否曾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

陌生人約現實碰面？等問題。 

三、寂寞感程度量表： 

(一)工具發展 

    本研究採學者 Russell (1996)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並參考楊少夫(2006)碩士論文「寂寞消費者之消費動機、消費行為與情

緒之變化」中的寂寞量表而來。國內關於寂寞感的衡量部分採用 UCLA 第二版

量表施測，但過去研究發現受訪者在應答過程，大多會以同意題目的程度進行作

答，並非原量表所預設：受訪者針對該情境發生頻率作答，Russell(1996)後來也

在第三版量表中每題項中增加 how often 以強調發生頻率，因此本研究採用

Russell(1996) 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 

 (二)計分方式 

    總共有 20 道題目(9~28 題)，每題有 4 級分數：我從沒有這種感覺(1 分)、我

很少有這種感覺(2 分)、我有時有這種感覺(3 分)、我總是有這種感覺(4 分)，總

分越高代表寂寞感越高，其中 9、13、14、17、18、23、24、27、28 為反向題，

共 9 題，以負向計分，1 分=4 分、2 分=3 分、3 分=2 分、4 分=1 分。 

四、自我揭露量表 

(一)工具發展     

    本研究自我揭露的量表依據 Wheeless (1978) 和 Wheeless & Grotz (1976)提

出的版本修改，將自我揭露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誠實度(honesty)、數量(amount)、

正負向性(positivity)。並參考 Gibbs et al.(2006)自我揭露量表，問卷計分方式以

Likert 5 點量尺測量題目。其中誠實度的測量由 3 個問題組成：29~31 題，數量

的測量由 3 個問題組成：32~34，正負向性由 3 個問題組成：35~37，總共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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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中題為反向題共 2 題，分別為 31 和 35。 

(二)計分方式 

    總共有 9 道題目(29~37 題)，計分方式以 Likert 5 點量尺測量題目：非常不

符合(1 分)、不符合(2 分)、普通(3 分)、符合(4 分)、非常符合(5 分)，總分越高則

代表該次構面得分數越高，其中反向題則負向記分。 

五、交友軟體使用動機量表 

(一)工具發展 

    本研究量表乃翻譯自 Wang & Chang (2010)修定後的「網路關係動機量表」

(Cyber-Relationship Motives Scale)將網路交友的動機分為三個層面分別是：日常

社交(Adventure)、逃離現實(Escape to a Virtual World)、尋愛(Finding Romance)，

日常社交層面有五項子類別：分別是匿名性(Anonymity)：38~40 題、認識新朋友

(Opportunity to Meet New People)：41~43 題、易使用(Easy to Communicate)：44~46

題、好奇心(Curiousity)：47~49 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50~52 題；逃

離現實層面有兩個子類別：社會補償(Social Compensation)：53~55 題、逃離現實

(Away from the Real world)：56~58 題；尋愛有兩個子類別：愛情(Love)：59~61

題、性伴侶(Sexual Partner)：62~64 題，每個子類別有三題，共有 9 個子類別，

共 27 題。 

(二)計分方式 

    總共有 27 道題目(38~64 題)，計分方式以 Likert 5 點量尺測量題目：非常不

同意(1 分)、不同意(2 分)、普通(3 分)、同意(4 分)、非常同意(5 分)，總分越高則

代表該次構面得分數越高。 

六、交友軟體品質量表 

 (一)工具發展 

    根據 Delone & McLean 在 2003 年版所提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修改並

參考周育本(2009)「交友網站品質量表」將交友軟體分為使用者介面：65~6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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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68~70 題、形象聲譽：71~73 題、用戶素質：74~76 題、及尋愛達成率：

77~79 題，共五個構面，總共 15 題。 

(二)計分方式 

        總共有 15 道題目(65~79 題)，計分方式以 Likert 5 點量尺測量題目：非

常不符合(1 分)、不符合(2 分)、普通(3 分)、符合(4 分)、非常符合(5 分)，總分越

高則代表該次構面得分數越高。 

第五節、研究程序 

一、初步研擬研究計畫與目的 

    研究者確認主題方向後，蒐集相關文獻、確認研究問題、研究架構。 

二、研究工具的蒐集與修訂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的方式，交友動機所使用的量表乃修訂 Wang & Chang 

(2010)「網路關係動機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乃依據 Wheeless(1978)和

Wheeless & Grotz (1976)提出的版本修改，將自我揭露分為三個層面，並參

考 Gibbs et al.(2006)「自我揭露量表」；寂寞量表則採學者 Russell (1996)題

目及構面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並參考楊

少夫(2006)碩士論文「寂寞消費者之消費動機、消費行為與情緒之變化」中

的寂寞量表而來；交友軟體品質量表全量表根據 Delone & McLean (2003)提

出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修改並參考周育本(2009)「交友網站品質量表」，

以上四個量表欲經過專家檢視後進行預試後，再經過修改成為正式問卷施

測。 

三、問卷預試階段 

    問卷經修改後，發放給欲試對象，回收完刪除無效問卷，統計分析後，再經

由專家檢視，修訂完成正式問卷。 

四、正式施測階段 

    正式於網路問卷方式發放給目標群眾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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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整理階段、歸納研究結果 

所得資料作統計整理，進行正式施測資料的各項統計分析。將統計資料加以

解釋、歸納分析成結果，並彙整所有蒐集、分析之各部分資料統合。 

 

圖 3-2 研究步驟圖 

 

文 

獻 

蒐 

集 

研究問題擬定 

研究工具蒐集 

量表制定 

問卷修改題項 

信效度檢驗 

實施正式問卷 

歸納分析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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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討論 

本研究將對回收完畢之正式問卷進行各項統計方法之分析，並將分析後的數

據資料作為前述假設推論之驗證依據。 

本章共分成六節，第一節為前測問卷資料的「量表信效度分析」；第二節為

「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第三節為「量表描述性統計」；第四節為「皮爾森(Pearson)

績差相關分析」；第五節為「多元迴歸分析」；第六節為「小結」。 

第一節、量表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前測所蒐集到 107 份問卷資料，進行量表信效度分析，確認各量表

信效度之狀況，以及根據分析的結果刪除信效度較低的題項。 

第一部分為寂寞感量表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因素分析

部分，寂寞感量表之 KMO 值為 0.965，Bartlett 球型檢定值為 9617.411，顯著性

小於 0.000。確認寂寞感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後，本研究透過主成份分析法從

寂寞感中萃取出一個因子：寂寞感。寂寞感轉軸後特徵值為 9.444，解釋變異量

為 78.344%，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8.344%，大於 Zaltman 與 Burger(1975)以及邱

皓政(2006)所提出之標準，顯示此因子足以解釋大部份的數據變異程度。 

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寂寞感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85，符合 0.7

以上的標準，顯示寂寞感量表有穩定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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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寂寞感之因素分析 

構念 題目 因素 
負 荷
量 

轉 軸
後 特
徵值 

解 釋 
變異量
（%） 

Cronbac
h's 
α 

寂寞感 9.你多常感覺自己可以和周圍朋友打成一

片? 

0.809 
9.444 78.344 0.985 

 10.你多常覺得自己缺少真心相待的友誼? 0.947    

 11.你多常感到自己沒有可以放心依靠的朋

友? 

0.925 
   

 12.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孤單的? 0.938    

 13.你多常感到自己是朋友中的一份子? 0.794    

 14.你多常覺得和身邊朋友有許多相同之處? 0.884    

 15.你多常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有距離? 0.895    

 16.你多常感覺身邊的人不能瞭解自己的想

法? 

0.813 
   

 17.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個受歡迎、好相處的

人? 

0.835 
   

 18.你多常覺得自己與親友間的關係很親近? 0.786    

 19.你多常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 0.960    

 20.多常感到自己和周遭朋友的友誼關係沒

有實質意義? 

0.950 
   

 21.你多常覺得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 0.884    

 22.你多常覺得自己被周圍人孤立? 0.960    

 23.你多常感到當自己想要有人陪伴時，就可

以找到人陪伴? 

0.910 
   

 24.你多常覺得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 0.924    

 25.你多常感到害羞? 0.919    

 26.你多常覺得自己身邊有許多朋友，但卻不

是知己? 

0.794 
   

 27.你多常覺得自己有可以談心事的對象? 0.825    

 28.你多常感到自己需要時有人可以依靠? 0.910    

累積解釋變異量（%） 78.344 
整體 Cronbach's α  0.985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965 
Bartlett 球型檢定 9617.41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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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第二部分為自我揭露量表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如表4-2所示，

因素分析的部分，自我揭露量表之KMO值為0.812，Bartlett球型檢定值為430.243，

顯著性小於0.000。確認自我揭露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後，本研究透過主成份

分析法從自我揭露中萃取出三個因子，其中包含誠實度、數量與正負向。三因子

中誠實度的轉軸後特徵值為2.322，解釋變異量為25.799%；數量的轉軸後特徵值

為2.704，解釋變異量為30.046%；正負向的轉軸後特徵值為1.376，解釋變異量為

15.292%，累積解釋變異量為71.137%，大於Zaltman與Burger(1975)以及邱皓政

(2006)所提出之標準，顯示三個因子足以解釋大部份的數據變異程度。 

    信度分析結果為，誠實度Cronbach's α=0.700；數量 Cronbach's α=0.758；正

負向Cronbach's α=0.711，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為0.867，皆符合0.7以上

的標準，顯示自我揭露量表有穩定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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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自我揭露之因素分析 

構念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轉 軸
後 特
徵值 

解 釋 
變異量
（%） 

Cronbac
h's 
α 

誠實度 29.在交友軟體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
一向覺得自己是真誠的。 0. 921 2.322 25.799 0.700 

 30.在交友軟體上，我總是想呈現最好的一
面，但都是說真話。 0.804    

 31.在交友軟體上，我不會想公布自己的真
實長相，我不會放照片、放別人的照片或選
擇放風景、物的照片。 

0.540    

數量 32.我常常在交友軟體與他人談到關於自己

的事情。 
0.554 2.704 30.046 0.758 

 33.我喜歡且常常樂於在交友軟體分享生活

的點點滴滴。 
0.767    

 34.在交友軟體上，我常常能自在的暢談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 
0.724    

正負向 35.在交友軟體上，我願意告訴他人令我感

到困窘或羞愧的事。 
0.517 1.376 15.292 0.711 

 36.我在交友軟體上透露自我的資訊，整體

來說正面大於負面 
0.627    

 37.我在交友軟體上擺放的照片大多經過ㄧ

些修飾、美化 
0.557    

累積解釋變異量（%） 71.137 
整體 Cronbach's α  0.867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812 
Bartlett 球型檢定 430.24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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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三部分為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因素分析的部分，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 KMO 值為 0.846，Bartlett

球型檢定值為 2045.292，顯著性小於 0.000。確認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後，本研究透過主成份分析法從使用交友軟體動機中萃取出三個因子，

其中包含日常社交、社會逃避與尋愛。三因子中日常社交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5.714，

解釋變異量為 23.810%；社會逃避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4.970，解釋變異量為

20.708%；尋愛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4.056，解釋變異量為 16.902%，累積解釋變異

量為 61.420%，大於 Zaltman 與 Burger(1975)以及邱皓政(2006)所提出之標準，顯

示三個因子足以解釋大部份的數據變異程度。因第 39 題、第 40 題以及第 55 題

的因素負荷量低於 0.4，故刪除，再進行統計資料分析。 

    信度分析結果為，日常社交Cronbach's α=0.895；社會逃避 Cronbach's α=0.909；

尋愛Cronbach's α=0.900，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為0.947，皆符合0.7以上

的標準，顯示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有穩定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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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交友軟體動機之因素分析 

構念 題目 因素 
負 荷
量 

轉軸後
特徵值 

解 釋 
變異量
（%） 

Cronba
ch's 
α 

日常
社交 

38.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些話想和不知道我真實身分

的人說 

0.481 5.714 23.810 
0.895 

 41.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拓展我的交友網絡 0.675    

 42.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隨時可以找到陪伴殺時間 0.633    

 43.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找到跟我有相同興趣的

人 

0.777 
   

 44.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迅速 0.628    

 45.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方便 0.696    

 46.交友軟體操作簡潔易用 0.522    

 47.我的朋友都在用交友軟體，所以我也想試試看 0.666    

 48.使用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新奇 0.522    

 49.覺得上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有趣 0.721    

社會 
逃避 

50.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可以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0.569 4.970 20.708 0.909 

 51.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人能夠傾聽我抒發情緒 0.466    

 52.使用交友軟體可以讓心情感到平靜 0.620    

 53.我不常也很少有機會在現實與他人有互動 0.598    

 54.除了在交友軟體上能交得到新朋友，現實我沒有其

他管道 

0.467 
   

 56.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現實有太多煩惱，所以想放鬆 0.817    

 57.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逃離現實 0.779    

 58.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暫時忘記現實的不愉快 0.736    

尋愛 59.使用交友軟體是希望尋找人生的另一半 0.805 4.056 16.902 0.900 

 60.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想找到談戀愛的對象 0.821    

 61.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尋找甜蜜的愛情 0.792    

 62.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一夜情 0.642    

 63.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性伴侶 0.718    

 64.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有對象聊性話題 0.550    

累積解釋變異量（%） 61.420 
整體 Cronbach's α  0.947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846 
Bartlett 球型檢定 2045.29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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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四部分為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因素分析的部分，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之 KMO 值為 0.880，Bartlett

球型檢定值為 1102.611，顯著性小於 0.000。確認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後，本研究透過主成份分析法從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萃取出五個因子，

其中包含使用者介面、安全性、形象聲譽、會員素質以及尋愛達成率。五因子中

使用者介面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1.636，解釋變異量為 10.909%；安全性的轉軸後

特徵值為 2.761，解釋變異量為 18.404%；形象聲譽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2.514，解

釋變異量為16.762%；用戶素質的轉軸後特徵值為2.446，解釋變異量為16.307%；

尋愛達成率的轉軸後特徵值為 2.977，解釋變異量為 19.848%，累積解釋變異量

為 80.227%，大於 Zaltman 與 Burger(1975)以及邱皓政(2006)所提出之標準，顯示

五個因子足以解釋大部份的數據變異程度。 

    信度分析結果為，使用者介面Cronbach's α=0.775；安全性Cronbach's α=0.769；

形象聲譽Cronbach's α=0.767；會員素質Cronbach's α=0.751；尋愛達成率Cronbach's 

α=0.897，整體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為0.929，皆符合0.7以上的標準，顯示交

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有穩定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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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之因素分析 

構念 題目 因素 
負荷量 

轉 軸 後
特徵值 

解 釋 
變 異 量
（%） 

Cronbac
h's 
α 

使 用
者 介
面 

65.我常用的交友軟體配對方式多元性 0.406 1.636 10.909 0.775 

66.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簡潔易用 0.838    

67.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設計具吸引

力 
0.653    

安 全
性 

68.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防止會員資料外

洩的機制 
0.781 2.761 18.404 0.769 

69.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完善的隱私權政

策 
0.851    

70.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主動處理違規、

用戶檢舉 
0.501    

形 象
聲 譽 

71.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有知名度 0.761 2.514 16.762 0.767 

 72.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多人推薦的 0.670    

 73.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值得信任 0.413    

會 員
素 質 

74.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人數眾多 0.516 2.446 16.307 0.751 

75.我常用的交友軟體上的會員年齡、學

歷、職業大致符合需求 
0.643    

76.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身分驗證機制

很嚴謹 
0.675    

尋 愛
達 成
率 

77.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一夜

情對象 
0.835 2.977 19.848 0.897 

78.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男/

女朋友 
0.840    

79.我常用這個交友軟體是覺得能夠在短

時間找到對的人 
0.819    

累積解釋變異量（%） 80.227 
整體 Cronbach's α  0.929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 0.880 
Bartlett 球型檢定 1102.61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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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實際發出之問卷進行分析統計，以下將針對受試者的個人屬性資

料綜合分析，並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感情狀況以及受試者使用交友軟體之

情況等，分類計算各類的人數及百分比，相關彙整如表 4-5 所示。 

一、性別 

 經問卷回收統計，總共發出 375 份最後剔除 68 份無效效卷，包括漏答、亂

答、中途放棄作答，最後有效問卷為 307 份。其中受試者男性人數為 190 人，佔

總樣本數 61.9%，而女性人數為 117 人，佔總樣本數 38.1%。 

二、年齡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年齡在18歲以下的人數為11人，占總樣本數3.6%。

18-25 歲的人數為 143 人，占總樣本數 46.6%。26-30 歲的人數為 109 人，占總樣

本數 35.5%。31-40 歲的人數為 42 人，占總樣本數 13.7%。41-50 歲的人數為 1

人，占總樣本數 0.3%。51 歲以上的人數為 1 人，占總樣本數 0.3%。 

三、教育程度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教育程度為國中(小)畢業者人數為 0 人，占總樣本

數 0%。高中在學或畢業人數為 17 人，占總樣本數 5.5%。大學在學或畢業人數

為 223 人，占總樣本數 72.6%。碩士在學或畢業人數為 49 人，占總樣本數 16.0%。

研究所以上畢業者人數為 18 人，占總樣本數 5.9%。 

四、感情狀況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的感情狀況為單身者的人數為 211 人，占總樣本

數 68.7%。為戀愛中的人數為 87 人，占總樣本數 28.3%。為已婚者人數為 9 人，

占總樣本數 2.9%。 

五、使用交友軟體的時間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從未使用過交友軟體者為 0 人，占總樣本數 0%。

未滿半年者為 92人，占總樣本數 30.0%。半年至 1年者為 65人，占總樣本數 21.2%。

1 年以上，未滿 2 年者為 61 人，占總樣本數 19.9%。2 年以上，未滿 3 年者為 47

人，占總樣本數 15.3%。3 年以上，未滿 5 年者為 19 人，占總樣本數 6.2%。5

年以上，未滿 7 年者為 23 人，占總樣本數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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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載交友 App 的個數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平均下載 2.66 個的交友 App 軟體，標準差為

1.809。 

七、最常使用的交友軟體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最常使用 Beetalk 之交友軟體，共有 149 人，占

總樣本數 48.5%，其次為 Skout 之交友軟體，共有 77 人，占總樣本數 25.1%。使

用 Tinder 之交友軟體，共有 53 人，占總樣本數 17.3%。以及使用 Paktor 之交友

軟體，共有 21 人，占總樣本數 6.8%。使用其他交友軟體的人共有 7 人，占總樣

本數 2.3%。 

八、平均「每週」上交友 App 的天數與時數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平均每週上交友 App 的天數為 5.07 天，標準差為

2.987 天。平均每週花費時數為 5.43 小時，標準差為 10.560 小時。 

九、是否在交友App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中曾經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

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共有 289 人，占總樣本數 94.1%。沒有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則共有 18 人，占總樣本

數 5.9%。 

十、是否曾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現實碰面 

 經問卷回收統計，受試者中有 273 人曾經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

現實碰面，占總樣本數 88.9%。沒有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現實碰面則

共有 34 人，占總樣本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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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受試者基本資料統計分析表 

背景變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1.性別 男 190 61.9 

女 117 38.1 

2.年齡 18 歲以下 11 3.6 

18-25 歲 143 46.6 

26-30 歲 109 35.5 

31-40 歲 42 13.7 

41-50 歲 1 0.3 

51 歲以上 1 0.3 

3.教育程度 國中(小) 0 0.0 

高中在學或畢業 17 5.5 

大學在學或畢業 223 72.6 

碩士在學或畢業 49 16.0 

研究所以上畢業 18 5.9 

4.感情狀況 單身 211 68.7 

戀愛中 87 28.3 

已婚者 9 2.9 

5.使用交友軟體的時

間 

從未使用過 0 0.0 

未滿半年 92 30.0 

半年至 1 年 65 21.2 

1 年以上，未滿 2 年 61 19.9 

2 年以上，未滿 3 年 47 15.3 

3 年以上，未滿 5 年 19 6.2 

5 年以上，未滿 7 年 23 7.5 

6.最常使用的交友軟

體 

Beetalk       149 48.5 

Skout 77 25.1 

Tinder 53 17.3 

Paktor 21  6.8 

其他 7 2.3 

7.是否在交友 App 平

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

用其他通訊軟體、社

群媒體互動 

是 289 94.1 

否 18 5.9 

8.是否曾與交友 App 是 273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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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

現實碰面 

否 34 11.1 

第三節、量表描述性統計 

一、寂寞感程度量表 

寂寞感程度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4-6所示，寂寞感程度量表總平均為 3.387，

標準差為0.426，分數最高的題目為第13題「你多常感到自己是朋友中的一份子?」，

分數最低的題目為第 19 題「你多常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以及第 22 題「你多

常覺得自己被周圍人孤立?」。 

表 4-6 寂寞感程度之描述性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9.你多常感覺自己可以和周圍朋友打成一片? 3.482 0.500 

10.你多常覺得自己缺少真心相待的友誼? 3.355 0.479 

11.你多常感到自己沒有可以放心依靠的朋友? 3.355 0.479 

12.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孤單的? 3.355 0.479 

13.你多常感到自己是朋友中的一份子? 3.485 0.501 

14.你多常覺得和身邊朋友有許多相同之處? 3.401 0.491 

15.你多常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有距離? 3.365 0.482 

16.你多常感覺身邊的人不能瞭解自己的想法? 3.410 0.493 

17.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個受歡迎、好相處的人? 3.433 0.496 

18.你多常覺得自己與親友間的關係很親近? 3.456 0.499 

19.你多常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 3.339 0.474 

20.多常感到自己和周遭朋友的友誼關係沒有實質意義? 3.342 0.475 

21.你多常覺得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 3.384 0.487 

22.你多常覺得自己被周圍人孤立? 3.339 0.474 

23.你多常感到當自己想要有人陪伴時，就可以找到人陪

伴? 
3.391 0.489 

24.你多常覺得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 3.381 0.486 

25.你多常感到害羞? 3.368 0.483 

26.你多常覺得自己身邊有許多朋友，但卻不是知己? 3.407 0.492 

27.你多常覺得自己有可以談心事的對象? 3.440 0.497 

28.你多常感到自己需要時有人可以依靠? 3.391 0.489 

總平均 3.387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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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揭露量表 

自我揭露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4-7 所示，自我揭露量表總平均為 3.990，

標準差為 0.327，分數最高的題目為第 29 題「在交友軟體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時，一向覺得自己是真誠的」，分數最低的題目為第 35 題「在交友軟體上，我願

意告訴他人令我感到困窘或羞愧的事」。 

表 4-7 自我揭露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29.在交友軟體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一向覺得自己是

真誠的。 
4.020 0.435 

30.在交友軟體上，我總是想呈現最好的一面，但都是說真

話。 
4.003 0.446 

31.在交友軟體上，我不會想公布自己的真實長相，我不會

放照片、放別人的照片或選擇放風景、物的照片。 
4.016 0.446 

32.我常常在交友軟體與他人談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3.977 0.416 

33.我喜歡且常常樂於在交友軟體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 3.967 0.403 

34.在交友軟體上，我常常能自在的暢談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 
4.026 0.457 

35.在交友軟體上，我願意告訴他人令我感到困窘或羞愧的

事。 
3.941 0.366 

36.我在交友軟體上透露自我的資訊，整體來說正面大於負

面 
4.007 0.428 

37.我在交友軟體上擺放的照片大多經過ㄧ些修飾、美化 3.951 0.397 

總平均 3.990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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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 

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4-8 所示，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

總平均為 3.685，標準差為 0.389，分數最高的題目為第 46 題「交友軟體操作簡

潔易用」，分數最低的題目為第 54 題「除了在交友軟體上能交得到新朋友，現實

我沒有其他管道」。 

表 4-8 交友軟體動機之描述性統計 

題目 平均

數 

標準差 

38.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些話想和不知道我真實身分的人說 3.795 0.621 

41.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拓展我的交友網絡 3.863 0.647 

42.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隨時可以找到陪伴殺時間 3.971 0.654 

43.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找到跟我有相同興趣的人 3.782 0.622 

44.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迅速 3.880 0.617 

45.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方便 3.974 0.626 

46.交友軟體操作簡潔易用 4.036 0.612 

47.我的朋友都在用交友軟體，所以我也想試試看 3.648 0.616 

48.使用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新奇 3.739 0.563 

49.覺得上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有趣 3.762 0.604 

50.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可以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3.684 0.617 

51.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人能夠傾聽我抒發情緒 3.801 0.597 

52.使用交友軟體可以讓心情感到平靜 3.612 0.591 

53.我不常也很少有機會在現實與他人有互動 3.518 0.612 

54.除了在交友軟體上能交得到新朋友，現實沒有其他管道 3.430 0.564 

56.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現實有太多煩惱，所以想放鬆 3.684 0.627 

57.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逃離現實 3.583 0.633 

58.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暫時忘記現實的不愉快 3.661 0.633 

59.使用交友軟體是希望尋找人生的另一半 3.489 0.585 

60.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想找到談戀愛的對象 3.625 0.594 

61.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尋找甜蜜的愛情 3.632 0.609 

62.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一夜情 3.502 0.568 

63.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性伴侶 3.524 0.596 

64.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有對象聊性話題 3.547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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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均 3.685 0.389 

 

四、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 

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4-9 所示，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

總平均為 3.699，標準差為 0.422，分數最高的題目為第 74 題「我常用的交友軟

體會員人數眾多」，分數最低的題目為第 78 題「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

男/女朋友」。 

表 4-9 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之描述性統計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65.我常用的交友軟體配對方式多元性 3.730 0.596 

66.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簡潔易用 3.941 0.674 

67.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設計具吸引力 3.782 0.611 

68.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防止會員資料外洩的機制 3.642 0.623 

69.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完善的隱私權政策 3.612 0.563 

70.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主動處理違規、用戶檢舉 3.700 0.601 

71.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有知名度 3.997 0.654 

72.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多人推薦的 3.860 0.608 

73.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值得信任 3.671 0.604 

74.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人數眾多 3.945 0.652 

75.我常用的交友軟體上的會員年齡、學歷、職業大致符合

需求 
3.713 0.623 

76.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身分驗證機制很嚴謹 3.567 0.614 

77.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一夜情對象 3.466 0.567 

78.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男/女朋友 3.388 0.533 

79.我常用這個交友軟體是覺得能夠在短時間找到對的人 3.466 0.544 

總平均 3.699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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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不同背景變項於各量表之差異性檢定 

一、性別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用以探究不同性別的研究對象，在寂寞

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差異情形，分析結果如表 4-10

所示。本研究發現，在不同性別在寂寞量表以及自我揭露量表達顯著差異(p < .05)。

男性在寂寞感量表總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在自我揭露量表總分顯著高於男性。 

表 4-10 不同性別於各量表之差異性檢定 

量表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寂寞量表總平均 男 3.429 0.428 2.246 .025* 

   女 3.317 0.416   

自我揭露量表總平均 男 3.939 0.390 -4.211 .000** 

 女 4.072 0.153   

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總平均 男 
3.684 0.394 -0.075 

 

.940 

 女 3.687 0.382   

*p<.05, **p<.01 

 

二、年齡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用以探究不同年齡的研究對象，在寂寞

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差異情形，分析結果如表 4-11

所示。本研究發現年齡在寂寞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上

皆達顯著標準(p < .05)，Scheffe’事後比較則無任何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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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同年齡狀況於各量表之差異性檢定 

量表 年齡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比較 

寂寞量表總平均 
   
 

18 歲以下  3.215 0.102 3.691 .003**  
18-25 歲   3.481 0.449    
26-30 歲   3.280 0.395    
31-40 歲   3.374 0.409    

 41-50 歲   4.000 0.000    
 51 歲以上 3.364 0.000    
自我揭露量表總 18 歲以下  4.081 0.141 3.030 .011*  
平均 18-25 歲   4.033 0.282   無差異 
 26-30 歲   3.975 0.333    
 31-40 歲   3.873 0.431    
 41-50 歲   4.111 .    
 51 歲以上 3.222 .    
使用交友軟體動 18 歲以下  3.471 0.319 5.168 .000**  
機量表總平均 18-25 歲   3.794 0.378    
 26-30 歲   3.615 0.372    
 31-40 歲   3.555 0.393    
 41-50 歲   4.000 .    
 51 歲以上 3.333 .    

*p<.05, **p<.01 

 

三、感情狀況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分析用以探究不同感情狀況的研究對象，在

寂寞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差異情形，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本研究發現感情狀況在自我揭露量表上達顯著標準(p < .05)，事後比

較發現戀愛中受試者的自我揭露得分顯著高於單身者。 

表 4-12 不同感情狀況於各量表之差異性檢定 

量表 感情狀況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比較 

寂寞量表總平均 單身 3.407 0.434 .880 .416  
戀愛中 3.348 0.408    

 已婚 3.278 0.415    
自我揭露量表總 單身 3.962 0.360 3.654 .027* 戀愛中>  
平均 戀愛中 4.068 0.211   單身 
 已婚 3.901 0.331    
使用交友軟體動 單身 3.697 0.380 1.344 .262  
機量表總平均 戀愛中 3.678 0.403    
 已婚 3.481 0.45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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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一、 寂寞感程度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本研究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量表(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之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如表 4-13 所示，結果顯示寂寞感程度和日常社交、社會逃

避、尋愛皆有顯著正相關(r =0.506, 0.655, 0.718, p < .01)，代表當寂寞感程度分數

提升時，日常社交、社會逃避以及尋愛之三個構面的分數會隨之上升。 

表 4-13 寂寞感程度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相關分析 

量表 寂寞感程度 日常社交 社會逃避 尋愛 

寂寞感程度 1.000    

日常社交 0.506** 1.000   

社會逃避 0.655** 0.703** 1.000  

尋愛 0.718** 0.565** 0.690** 1.000 

**p<.01 

二、 寂寞感程度對自我揭露 

本研究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量表(誠實度、數量、正負向)之皮爾森積差相

關分析如表 4-14 所示，結果顯示寂寞感程度和誠實度、數量、正負向皆有顯著

正相關(r =0.188, 0.190, 0.152, p < .01)，代表當寂寞感程度分數提升時，誠實度、

數量及正負向之三個構面的分數會隨之上升。 

表 4-14 寂寞感程度對自我揭露之相關分析 

量表 寂寞感程度 誠實度 數量 正負向 

寂寞感程度 1.000    

誠實度 0.188** 1.000   

數量 0.190** 0.731** 1.000  

正負向 0.152** 0.771** 0.825** 1.000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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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 

本研究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與自我揭露量表(誠實

度、數量、正負向)之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如表 4-15 所示，結果顯示交友軟體使

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與自我揭露量表(誠實度、數量、正負向)皆

有顯著正相關，代表當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分數提升

時，自我揭露量表(誠實度、數量、正負向)的分數也會隨之上升。 

表 4-15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之相關分析 

量表 日常社交 社會逃避 尋愛 誠實度 數量 正負向 

日常社交 1.000      

社會逃避 0.703** 1.000     

尋愛 0.565** 0.690** 1.000    

誠實度 0.407** 0.330** 0.171** 1.000   

數量 0.513** 0.331** 0.184** 0.731** 1.000  

正負向 0.412** 0.306** 0.197** 0.771** 0.825** 1.000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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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多元迴歸分析 

一、假設一：寂寞感程度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表 4-16 為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

釋力為 47.5%，F 值為 276.1766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

變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t=16.619, p 

<.0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也越高。  

表 4-16 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1.556 .129 12.051 .000*** 

寂寞感程度 .629 .038 16.619 .000*** 

R
2 

0.475 

調整後R
2
 0.473 

F值 276.176*** 

*p<.05, **p<.01,***p<.001 

表 4-17 為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之迴歸分析，整體

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25.6%，F 值為 104.976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

個顯著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

機中的日常社交(t=10.246, p <.0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有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之傾向。  

表 4-17 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2.140 0.164 13.019 .000*** 

寂寞感程度 0.493 0.048 10.246 .000*** 

R
2 

0.256 

調整後R
2
 0.254 

F值 104.976*** 

*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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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為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逃避現實之迴歸分析，整體

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42.9%，F 值為 228.842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

個顯著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

機中的逃避現實(t=15.128, p <.0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有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逃避現實之傾向。 

表 4-18 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逃避現實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1.251 0.157 7.972 .000*** 

寂寞感程度 0.695 0.046 15.128 .000*** 

R
2 

0.429 

調整後R
2
 0.427 

F值 228.842*** 

*p<.05, **p<.01,***p<.001 

表 4-19 為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尋愛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

模型的解釋力為 51.6%，F 值為 325.210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

著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

的尋愛(t=18.034, p <.0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有交友軟體

使用動機中的尋愛之傾向。 

表 4-19 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尋愛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0.847 0.151 5.597 .000*** 

寂寞感程度 0.799 0.044 18.034 .000*** 

R
2 

0.516 

調整後R
2
 0.514 

F值 325.210*** 

*p<.05, **p<.01,***p<.001 

二、假設二：寂寞感程度對自我揭露 

表 4-20 為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3.7%，F 值為 11.760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t=3.429, p <.01)，亦即當感受到寂

寞感程度越高時，自我揭露也有越高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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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490 .147 23.750 .000*** 

寂寞感程度 .148 .043 3.429 .001** 

R
2 

0.037 

調整後R
2
 0.034 

F值 11.760* 

*p<.05, **p<.01,***p<.001 

表 4-21 為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

解釋力為 3.5%，F 值為 11.223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

變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t=3.350, 

p <.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 

表 4-21 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485 0.159 21.916 .000*** 

寂寞感程度 0.156 0.047 3.350 .001** 

R
2 

0.035 

調整後R
2
 0.032 

F值 11.223* 

*p<.05, **p<.01,***p<.001 

表 4-22 為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數量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

釋力為 3.6%，F 值為 11.450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變

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構面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數量(t= 3.384, p <.01)，

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數量。 

表 4-22 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數量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420 0.170 20.123 .000*** 

寂寞感程度 0.168 0.050 3.384 .001** 

R
2 

0.036 

調整後R
2
 0.033 

F值 11.450** 

*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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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為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

解釋力為 2.3%，F 值為 7.209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變

數。本研究發現在寂寞感程度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t=2.685, 

p <.01)，亦即當感受到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 

表 4-23 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565 0.150 23.692 .000*** 

寂寞感程度 0.118 0.044 2.685 .008** 

R
2 

0.023 

調整後R
2
 0.020 

F值 7.209** 

*p<.05, **p<.01,***p<.001 

三、假設三：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 

表 4-24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逃避現實、尋愛)與自我揭露中之迴

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24.7%，F 值為 33.113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

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日常社交與尋愛之兩個構面皆可顯

著預測自我揭露(t=6.972, -2.236, p <.05)，亦即當感受到日常社交越高時，越容易

有自我揭露之傾向；當感受到尋愛越低時，越容易有自我揭露之傾向。 

表 4-24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2.603 .158 16.522 .000*** 

日常社交 .389 .056 6.972 .000*** 

逃避現實 .079 .058 1.360 .175 

尋愛 -.107 .048 -2.236 .026* 

R
2 

0.247 

調整後R
2
 0.239 

F值 33.113*** 

*p<.05, **p<.01,***p<.001 

表 4-25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逃避現實、尋愛)與自我揭露中的誠

實度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18.3%，F 值為 22.680 達到顯著，表

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日常社交、逃避現實與尋

愛之三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t=5.031, 2.165, -2.264, p <.05)，

亦即當感受到日常社交和逃避現實越高時，越容易有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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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尋愛越低時，越容易有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 

表 4-25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2.732 0.177 15.399 .000*** 

日常社交 0.316 0.063 5.031 .000*** 

逃避現實 0.142 0.066 2.165 .031* 

尋愛 -0.122 0.054 -2.264 .024* 

R
2 

0.183 

調整後R
2
 0.175 

F值 22.680*** 

*p<.05, **p<.01,***p<.001 

表 4-26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中的數量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

型的解釋力為 28.0%，F 值為 39.239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的

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日常社交和尋愛之二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

數量(t=8.366, -2.536, p <.05)，亦即當感受到日常社交越高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

露中的數量；當感受到尋愛越低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數量。 

表 4-26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中的數量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2.342 0.178 13.150 .000*** 

日常社交 0.527 0.063 8.366 .000*** 

逃避現實 0.035 0.066 0.536 .593 

尋愛 -0.138 0.054 -2.536 .012* 

R
2 

0.280 

調整後R
2
 0.273 

F值 39.239*** 

*p<.05, **p<.01,***p<.001 

表 4-27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

模型的解釋力為 17.5%，F 值為 21.374 達到顯著，表示此模型中至少有一個顯著

的預測變數。本研究發現在日常社交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

(t=5.445, p < .001)，亦即當感受到日常社交越高時，越容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正

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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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2.737 0.168 16.317 .000*** 

日常社交 0.323 0.059 5.445 .000*** 

逃避現實 0.061 0.062 0.975 .330 

尋愛 -0.062 0.051 -1.213 .226 

R
2 

0.175 

調整後R
2
 0.166 

F值 21.374*** 

*p<.05, **p<.01,***p<.001 

四、假設四：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對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 

表 4-28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的使用者介面對自我揭

露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20.8%，F 值為 26.508 達到顯著，但交

友軟體使用動機、使用者介面、及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使用者介面皆未達顯著標

準，表示使用者介面未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表 4-28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使用者介面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298 1.094 3.014 .003**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0.039 0.311 0.126 .900 

使用者介面 -0.049 0.288 -0.170 .865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使用者介面 0.052 0.080 0.647 .518 

R
2 

0.208 

調整後R
2
 0.200 

F值 26.508*** 

*p<.05, **p<.01,***p<.001 

表 4-29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的安全性對自我揭露之

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17.8%，F 值為 21.885 達到顯著，但交友軟

體使用動機、安全性以及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安全性皆未達顯著標準，表示安全

性未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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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安全性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577 1.343 2.664 .008**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0.125 0.374 0.335 .738 

安全性 -0.263 0.374 -0.703 .483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安全性 0.067 0.102 0.659 .511 

R
2 

0.178 

調整後R
2
 0.170 

F值 21.885*** 

*p<.05, **p<.01,***p<.001 

表 4-30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的形象聲譽對自我揭露

之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17.9%，F 值為 22.008 達到顯著，但交友

軟體使用動機、形象聲譽以及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形象聲譽皆未達顯著標準，表

示形象聲譽未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表 4-30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形象聲譽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3.865 1.253 3.084 .002**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0.017 0.355 0.048 .962 

形象聲譽 -0.306 0.328 -0.931 .353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形象聲譽 0.087 0.091 0.949 .344 

R
2 

0.179 

調整後R
2
 0.171 

F值 22.008*** 

*p<.05, **p<.01,***p<.001 

表 4-31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的會員素質對自我揭露之

迴歸分析，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18.8%，F 值為 23.386 達到顯著，但交友軟

體使用動機、自我揭露以及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自我揭露皆未達顯著標準，表示

會員素質未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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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會員素質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4.369 1.138 3.838 .000***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0.173 0.317 -0.547 .584 

會員素質 -0.401 0.305 -1.314 .190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會員素質 0.127 0.083 1.528 .128 

R
2 

0.188 

調整後R
2
 0.180 

F值 23.386*** 

*p<.05, **p<.01,***p<.001 

表 4-32 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整體迴歸模型的解釋力為 20.7%，F 值為 26.354 達到顯著，本研究發現在尋愛達

成率和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尋愛達成率之二個變項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

(t=-2.366, 2.090, p < .05)，表示尋愛達成率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

調節效果。 

表 4-32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尋愛達成率對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 

預測變數 迴歸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性 

常數 6.173 1.669 3.699 .000***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0.399 0.423 -0.943 .346 

尋愛達成率 -1.234 0.528 -2.336 .020*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尋愛達成率 0.276 0.132 2.090 .037* 

R
2 

0.207 

調整後R
2
 0.199 

F值 26.354*** 

*p<.05, **p<.01,***p<.001 

五、假設五：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根據 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果定義進行分析，兩學者認

為三因子間若存在中介效果，必須符合四個條件：自變數對依變數有顯著影響，

自變數(X)對中介變數(M)有顯著影響，中介變數(M)對依變數(Y)有顯著影響，且

當同時考慮自變數(X)及中介變數(M)對依變數(Y)的影響時，中介變數(M)的影響

需達到顯著，若此時自變數(X)對依變數(Y)沒有顯著影響，則為完全中介；反之，

則為部分中介。本研究根據前述的迴歸分析可知，符合上述條件者僅有一種中介

模式：寂寞感程度、日常社交與自我揭露，以下中介變數分析根據中介變數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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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進行上述三種模式的分析，結果如下。 

表 4-33 為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之迴歸分析。根據 Sobel test 分析後，發現

有顯著的中介效果(Z = 6.74, p < .05)。本研究發現在模型一中，寂寞感程度可顯

著預測自我揭露(t= 3.429, p < .01)；模型二中，寂寞感程度可顯著預測日常社交

(t= 10.246, p < .001)；模型三中，日常社交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t= 9.660, p < .001)；

模型四中，僅日常社交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t= 8.951, p < .001)，亦即日常社交可

用來解釋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之間的關係，可知日常社交為兩因子間完全中介

效果。 

表 4-33 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的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模型 自變數  依變數 標準化 

迴歸係數 

T 值 P 值 

模型一 寂寞感程度(X) -> 自我揭露(Y) 0.193 3.429 .001** 

模型二 寂寞感程度(X) -> 日常社交(M) 0.506 10.246 .000*** 

模型三 日常社交(M) -> 自我揭露(Y) 0.484 9.660 .000*** 

模型四 寂寞感程度(X) -> 自我揭露(Y) -0.070 -1.210 .227 

 日常社交(M) -> 自我揭露(Y) .520 8.951 .000*** 

*p<.05,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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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小結 

一、量表信效度分析 

    透過信度的分析結果，因交友軟體使用動機量表中的第 39 題、第 40 題以及

第 55 題的因素負荷量低於 0.4，故刪除，再進行統計資料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此

寂寞感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交友軟體使用動機量表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之

四個量表皆具備良好的信度，可再進行後續的資料分析。 

二、受試者基本資料分析 

    從敘述性統計分析，得出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以男性為主，年齡以 18-25 歲

為最多，學歷以大專院校者為最多，感情狀況以未婚族群的受試者最多，但是卻

還是有非單身甚至已婚交友用戶；使用交友軟體的時間大多兩年之內，平均下載

2.66 個交友 App 軟體。受試者最常使用的交友 App 軟體為 Beetalk。受試者平均

每週上交友軟體的天數為 5.07 天，平均每週花費時數為 5.43 小時。另外，高達

94.1%的受試者曾經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

體互動，以及有 88.9%的受試者曾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現實碰面。 

三、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感情狀況)於各量表(寂寞感量表、自我揭露量表

與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之差異性檢定 

    根據受試者背景變項之差異性檢定顯示：性別變項中，男性在寂寞感量表總

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在自我揭露量表總分顯著高於男性。研究發現年齡在寂寞

量表、自我揭露量表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動機量表上皆達顯著標準(p < .05)，事後

比較則無任何顯著差異。另外，發現戀愛中受試者的自我揭露得分顯著高於單身

者。亦即不同的受試者的性別和感情狀況都有可能影響到寂寞感與自我揭露之程

度。 

四、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從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中，寂寞感程度和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

會逃避、尋愛)皆有顯著正相關。且寂寞感程度也和自我揭露量表(誠實度、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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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向)皆有顯著正相關。另外，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

與自我揭露量表(誠實度、數量、正負向)皆有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寂寞感程度

越高，越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的程度也會越高。而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越

高時，自我揭露程度也會越高。 

五、多元迴歸分析 

(一)、假設一：寂寞感程度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 

從迴歸分析中，發現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

常社交、社會逃避以及尋愛之三個構面。當寂寞感程度越高時，交友軟體使用動

機的日常社交、社會逃避以及尋愛的程度也會越高。此結果印證 Caplan 等人 

(2003)認為寂寞的人相較於現實社交環境比較有透過網路社交的動機、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研究發現這類人現實社會關係匱乏，因此會有社會補償

作為網路交友動機的可能、和邱秋雲(2002)指出現實與異性情感交流不足所產生

的寂寞感往往會產生網路尋愛動機以彌補現實的不足，有相似的結論與看法。 

(二)、假設二：寂寞感程度對自我揭露 

    從迴歸分析中，寂寞感程度之構面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數量以

及正負向之三個構面。當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數量以及正

負向的程度也會越高。此和在郭正瑩(2008)探討大學生網路自我揭露與寂寞感研

究發現，自我揭露程度越高時，寂寞感的程度也會隨著提高及 Merkle & 

Richardson(2000)網路進行自我揭露與社會的疏離與自身寂寞感的相關有一致的

結果。 

(三)、假設三：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 

    從迴歸分析中，交友動機中日常社交、社會逃避與尋愛之三個構面皆可顯著

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當日常社交和社會逃避動機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誠

實度越高；當尋愛動機越高時，越不容易有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在日常社交和

尋愛之二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數量。當日常社交動機越高時，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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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數量；當尋愛動機越高時，自我揭露中的數量越低。交友動

機中日常社交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當感受到日常社交越高時，越容

易增加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 

 (四)、假設四：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對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 

從迴歸分析中，發現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使用者介面、安全

性、形象聲譽、會員素質、尋愛達成率)對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中，僅只有尋愛

達成率對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亦即在交友軟體品質特性

中尋愛達成率得分高低，會使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有不同的影響。 

 (五)、假設五：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的中介效果 

從迴歸分析中，發現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可用來解釋寂寞感程度與自

我揭露之間的關係，僅有日常社交對於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有中介效果。亦即

日常社交之構面會影響寂寞感程度和自我揭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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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根據上述統計結果進行整合，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統整本研究之研究

發現；第二節則根據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建議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在這個科技網路發達的世代，本研究欲探討時代背景下人人皆有的心理狀態

「寂寞感」、交友軟體的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之間的關係、而交友軟體品質

特性又如何調節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自我揭露行為。透過本節就統計分析實證結

果，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研究構念統計現況分析 

    針對「寂寞感程度」量表統計得到的平均數為 3.387，表示全體受試者偏向

寂寞感程度的傾向約為有時候的程度，其次「自我揭露」量表統計得到的平均數

為 3.990，表示全體受試者偏向自我揭露的傾向約為符合之程度，再者為「使用

交友軟體動機」量表統計得到的平均數為 3.685，表示全體受試者偏向使用交友

軟體動機的傾向約為同意程度，最後「交友軟體品質特性」量表統計得到的平均

數為 3.699，表示全體受試者偏向交友軟體品質特性約為符合之程度。 

二、受測者使用現況分析 

    從敘述性統計分析，得出參與本研究的受試者以男性為主(61.9%)，年齡以

18-30 歲為最多(82.1%)，與交友軟體 BeeTalk 的 2014 年《行動世代交友調查黑

皮書》調查結果相近；學歷以大專院校者為最多(72.6%)，感情狀況以未婚族群

的受試者最多(68.7%)，但是卻還是有非單身用戶(28.3%)甚至已婚交友用戶

(2.9%)。使用交友軟體的時間大多兩年之內，平均下載 2.66 個交友 App 軟體。

受試者最常使用的交友 App 軟體為 Beetalk。受試者平均每週上交友軟體的天數

為 5.07 天，平均每週花費時數為 5.43 小時，與數據分析公司 Flurry 調查發現相

近，交友軟體的使用時間集中且持續時間有限，用戶可能通常利用零星片斷的空

閒例如：上下班通勤，所以每次平均使用時間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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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高達 94.1%的受試者曾經在交友 App 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

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以及有 88.9%的受試者曾與交友 App 平台認識的陌生人

約現實碰面。這也就說明先前 Match.com 執行長及 OkCupid 共同創辦人 Sam 

Yagan，接受富比士雜誌採訪時，對於現在網路交友的見解分析：網路交友的發

展可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搜尋、演算法及智慧手機。最初用戶希望能透過不同條

件過濾搜尋心儀對象；再來是透過演算法配對；現今，用戶不需要交友平台提供

配對人選，反而他們希望的是能夠更快、更方便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面。」(引用

自數位時代，2016)。本研究調查結果也符合上述的分析，現在交友軟體用戶最

在意也最重要其實是線下。 

三、使用者背景變項與寂寞感程度、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自我揭露之關係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根據男性在寂寞感量表總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在自我

揭露量表總分顯著高於男性。此與郭正瑩(2008)有類似之結果，其發現男大學生

在網路上的自我揭露程度較與女大學生要來的更高。男大學生的高親密性網路揭

露程度，可以顯著地預測寂寞感程度。也就是說，自我揭露程度越高時，寂寞感

的程度也會隨著提高。且在描述性統計結果中也發現到比較多男性在使用交友軟

體，使用交友軟體者的寂寞感程度也可能會比較高，因此，綜合以上之說明，在

在顯示出能男性的寂寞感程度可能會顯著高於女性。 

    至於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的部分，本研究發現使用者背景狀況(性別、年齡、

感情狀況)無任何顯著差異；不同年齡於寂寞感程度、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自我

揭露也都無任何顯著差異。 

    另外發現，感情狀態中，戀愛中受試者的自我揭露得分顯著高於單身者。可

能原因為已在戀愛關係中還需要使用交友軟體者，可能是因為有其情感之需求，

但現實生活中與另一半之交流未能夠滿足，所以會再尋求其他交友管道作為情緒

抒發，因此，戀愛中使用交友軟體者的自我揭露會顯著高於單身者。 

四、寂寞感程度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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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結果可以知道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有顯著正相關，且

寂寞感可以正向顯著預測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亦即

當寂寞感的程度越高時，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尋愛)的程度

也會比較高。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 Caplan 等人(2003)所提出看法相似，其表示容

易覺得寂寞的人，相較於現實社交環境比較有透過網路社交的動機，由於網路上

的人際互動關係相較於現實社會中，更容易獲得正向回饋和支持。也和國內學者

邱秋雲(2002)所認為相似：現實與異性情感交流不足所產生的寂寞感往往會產生

網路尋愛動機以彌補現實的不足，透過網路虛擬場域，帶給平時無聊或者是內心

寂寞的人有抒發管道、尋求陪伴和得到關注，使得這些人更沉浸於網路世界，與

現實的社會關係脫節；除此之外也符合 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研究認

為這類人現實社會關係匱乏，因此會有社會補償作為網路交友動機的可能。 

五、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之關係 

本研究分析結果可以知道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有顯著正相關，顯示高寂寞

感程度與高自我揭露有關係。亦即當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自我揭露的程度也會隨

之提高。此與 Merkle & Richardson(2000)所提出的想法一致，其認為人們藉由網

路之媒介進行自我揭露之行為，大多數的原因為與社會脫離太多並且容易感受到

寂寞。另外，在郭正瑩(2008)的研究中，也發現到高度親密性網路自我揭露可以

顯著地預測寂寞感。亦即高程度寂寞感者，可能因為平時較少與人建立關係與互

動聯繫，缺乏傾訴對象，然而，身而為人，也會需要適時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所以，當在交友軟體中，遇見可以訴說的對象時，高寂寞感程度者，會傾向

高度向他人自我揭露，另一方面，透過自我揭露之過程，也可以讓彼此的關係有

更進一步的發展。 

六、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之關係 

根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知道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

逃避與尋愛)與自我揭露的誠實度有顯著正相關；另外，採用多元迴歸分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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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現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與尋愛)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誠

實度。然而，但是在同時納入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三個構面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

實度時，日常社交和社會逃避之二個構面與誠實度同樣為正向關係，但在尋愛之

構面與誠實度則形成負向關係。 

再者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

與尋愛)與自我揭露的數量有顯著正相關，透過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在日常社

交和尋愛之二個構面皆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數量，然而，日常社交與數量為

正向關係，但是在尋愛之構面與數量則是變成負向關係。 

另外，在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可知交友軟體使用動機(日常社交、社會逃避與

尋愛)與自我揭露的正負向有顯著正相關，透過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只有日常

社交之構面可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正負向，且為正向關係。 

上述研究結果也印證陳銘慶(2009)研究發現：網路交友因不同交友動機，建

立關係的目的不同，對於自我揭露採取的策略也會不同。像是日常社交可以顯著

正向預測自我揭露的三個構面(誠實度、數量、正負向)，當日常社交越高時，各

方面自我揭露的程度也會越高。本研究推測其可能的原因為會想使用交友軟體者，

其本身就是想認識新朋友，擴展自己的交友圈，並藉由此軟體與他人分享情感與

想法，並從中獲取認同感與歸屬感。所以，會在此過程中，不斷大量揭露自己的

個人資訊(Zhao, Grasmuck, & Martin, 2008; Gibbs, 2006)。再加上使用情況調查顯

示，88.9%的受試者曾與交友軟體的網友現實見面，因此如同學者 Ellison(2012)

指出網路上的自我揭露與現實不能出入太大，若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可能危害與

對方長期關係的建立，因此交友軟體用戶會傾向展現真實的自己;除此之外日常

社交使用動機的自我揭露偏正向性也印證 Walther (1996)超人際模式，電腦中介

環境的形象修整及 Ellison(2006)提出的霧鏡現象，使用者習慣於交友軟體上傳遞

自身正向訊息，營造自身美化形象吸引他人與之互動交友。 

而社會逃避之構面，僅能顯著預測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當社會逃避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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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時，自我揭露誠實的程度也會越高。國內張雅婷(2008)的研究發現，高網路

交友動機者因在真實社交場合較為羞澀並恐懼與人來往交流，但是，這群人不放

棄與人互動之機會，如同 McKenna, Green, & Gleason (2002)研究發現這類人會有

社會補償作為網路交友動機，以網路取代現實作為與他人能自在溝通互動交友的

媒介管道，利用虛擬的網路交友空間，體驗到人際交往互動之樂趣，因為對於這

群人來說，在網路交友虛擬的空間，不用直接面對眼神交流和肢體互動，並且可

以逃避在現實環境中的人際社交焦慮，這樣的虛擬空間，可以較為深入且自然的

展現真實的自己(黃厚銘，2002；Turkle, 2005)。因此，本研究推測具有社會逃避

使用動機的交友軟體使用者，在虛擬社交環境能更真實的自我揭露傾向。 

在多元迴歸分析中，同時納入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之三個構面與自我揭露的三

個構面的分析時，尋愛之構面與自我揭露中的誠實度、數量皆為顯著負向之關係。

由於學者Daneback, Mansson, & Ross (2007)研究發現79%的受試者承認是利用網

路滿足性需求(Turkle, 1995)；本研究透過問卷的分析中也得到相似的結論，在交

友軟體使用動機之尋愛構面中的尋找性伴侶的得分傾向為同意，而在使用軟體品

質特性中的尋愛達成率之構面中尋找一夜情對象得分也偏向符合，因此推論會想

使用交友軟體者可能是因為想發生性行為，以及使用者大多數也都認為在交友軟

體上可以順利地達成此目的，我們推論交友軟體用戶為了避免與網友除此目的之

外有過度的交纏，或者是被發現自己真實的身分，所以不會有過多的自我揭露。

或是由於網路安全、詐騙等現象，因此不信任未曾謀面的網友，而自我揭露誠實

度較低(王瑞霙，2005)。再加上其中使用交友軟體者有 31.2%的使用者已經有親

密伴侶，但仍有在用交友軟體，由此說明有些使用者可能會有出軌之情況發生；

但在一般的社交平台，交友主要是用來抒發自身的情緒和心得，所以自我揭露各

構面普遍程度高，因此在分析結果時交友軟體與一般社群結果可能會有所出入，

以及造成尋愛與自我揭露之數量及誠實度為負向關係之原由。 

七、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與交友軟體品質特性對自我揭露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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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僅在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的尋愛達成率對交友軟體使

用動機和自我揭露產生調節效果。在台灣的相關研究當中提出，生而為人有其被

愛之需求，若人們無法在現實社會中獲得足夠的情感關係與關愛，其會為了獲得

情感上最基本的滿足與關愛，而採用另一種方式來彌補現實中的不足，進一步地

透過虛擬社會中的人際互動來滿足其情感之需求(邱秋雲，2002)；而在虛擬社會

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會為了取得對方的信任與快速地建立良好的關係，大多數

的人都會偏好採用自我揭露來向對方表示自己的誠意，用以獲取認同感和歸屬感

(許麗玲、賴杉桂、許家祥、李志原，2011)。因此，在交友軟體品質特性中尋愛

達成率得分高低，會使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自我揭露有不同的影響。 

八、交友軟體使用動機對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分析中顯示出，日常社交對於寂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有完全中介

效果，日常社交與寂寞感程度、自我揭露為正向預測關係。另外，寂寞感程度與

自我揭露也為正向顯著關係。也就是說，交友軟體使用動機的日常社交越高，寂

寞感的程度也會越高，進而寂寞感程度越高時，自我揭露的程度則是越高(Merkle 

& Richarson, 2000)。另外，在 Caplan(2003)的研究也提出寂寞的人在日常生活中

偏好藉由網路空間與他人互動社交，又再加上使用網路交友軟體會促使其自我揭

露的程度較高。因此，本研究認為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中的日常社交可用來解釋寂

寞感程度與自我揭露之間的關係。 

九、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結論呼應研究背景認為在這個網路科技發達的時代，

人和媒介科技緊密不可分的關係，使得與真實的社會人際互動則是越來越低、人

際關係疏遠，這樣的現況則會容易產生寂寞的感受，越寂寞者則越容易會有交友

軟體使用動機，其動機也來自於現實生活的某方面的需求匱乏所造成的補償作用，

然而，不同的使用動機與意圖會影響採取不同策略的自我揭露：如果當使用交友

軟體者的使用動機為尋愛或一夜情的話，其會因為社會風氣規範、網路安全、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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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或隱瞞出軌等現象，因此不信任未曾謀面的網友而不容易有高程度的自我揭

露，有時可能會選擇更隱蔽自己的意圖或是外型上的缺點；除此之外平台的特性

中的尋愛達成率也可能會影響使用動機和自我揭露之間的關係。整體而言，交友

軟體可以彌補現代人生活互動上的不足，但隨著其中充斥著與異性交友相關的意

圖，在使用上仍有其特殊的現象存在。 

第二節 研究建議與限制 

隨著科技網路的快速發展，造就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的趨勢，手機軟體交友

廠商也都紛紛開發各種交友軟體，以供網路者使用。然而新世代這樣的交友方式

和習慣，改變了與過去以往不同的人際交友方式。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了解使

用交友 App 軟體者的使用動機與寂寞感程度之間的關係，並根據上述的研究資

料結果分析，得知這四個因素(寂寞感程度、交友軟體使用動機、自我揭露、交

友軟體平台特性)彼此相互交錯影響。 

然而，本研究由於侷限於時間、人力及物力之考量，研究尚有些不足之部份，

希望可以藉由提出研究可改進以及限制之處，提供給後續有興趣之研究學者做為

參考；以及可提供未來開發交友App相關數位內容與科技產業界相關建議如下： 

一、 關於研究測量變項，為更知悉使用交友軟體對於個體所產生的影響，以及使

用交友軟體之動機。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寂寞感為出發點探討使用交友軟體

之動機，然而，僅採用寂寞感程度之負面因素作為探討使用交友軟體之動機，

缺少正面之因素，可能會讓其他人誤解使用交友軟體者是因素要為了消除寂

寞感。因此，建議未來研究人員，可再納入其他正向之研究變項，以擴大瞭

解使用交友軟體的動機因素，以及使用交友軟體後所帶來的影響。例如：是

否使用者的個性特質會影響交友軟體的使用，例如：使用者個性較活潑會更

加偏好採用交友軟體認識更多人群，在網路上與人建立關係。 

二、 目前線上充斥著各種不同功能與特性的交友軟體，其所吸引的使用者族群也

會有所不同，相同類型之使用者會群聚起來，譬如想要追尋新鮮感和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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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者，在選擇交友軟體時，會找尋也有同樣意願的使用者，所以，這群

人會自然地匯集使用幾個相同的交友軟體。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先用

瞭解並分析各種交友軟體所吸引到的族群，針對不同族群的使用動機和需求，

再進行後續的分析與探討，或許可以得到更多了解使用交友軟體者的心理層

面狀態。 

三、 另外，在探討使用交友軟體與自我揭露和寂寞感程度時，會發現到有部份的

人是因為喜愛廣交朋友而使用交友軟體，但也有部分族群是因為想到追尋刺

激的性愛關係，才使用交友軟體，而透過分析的結果，也發現到 30.2%的使

用者有固定親密伴侶，會不會因為有固定的親密伴侶而有不同的使用動機和

需求，像是有可能有固定親密伴侶之使用者有些事情想要分享但又不想讓身

旁朋友知道，所以為了可以有另一個對談的窗口，而採用交友軟體與陌生人

進行交流。所以，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繼續探究單身者與非單身者使用交

友軟體之動機是否相同，兩者的差異為何。 

四、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寂寞感程度與交友軟體使用動機、交友軟體品質

特性以及自我揭露程度彼此間的關係。若能夠再補充訪談使用者之相關內容，

即能夠補足量化研究方法只有數據呈現之不足之處。但是，因本研究的時間

安排與規劃等限制因素，無法同時執行質性和量化的研究方法，所以，本研

究在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採用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以補充相關的文本

資料，以及了解更多個別差異的影響因素。 

整合上述之研究建議與限制，可以將這些資訊提供給未來想要繼續探究此相 

關議題的研究人員，做為意見和參考。如為增進研究之效力，可再了解研究 

測量變項的內容。另外，也可再針對其他不同的變項再進行深入的研究與探 

討，將獲得更多的結果與資訊，提供給相關團體或單位參考，了解常使用網 

路交友軟體者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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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 

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填表人背景資料 

1.性別:   

□男性  □女性 

2.年齡:   

□18 歲以下 □18-25 歲  □26-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教育程度： 

  □國中(小) □高中在學或畢業  □大學在學或畢業  □碩士在學或畢業 

  □研究所以上 

4.感情狀況： 

□單身  □戀愛中  □已婚 

第二部分:交友軟體使用情況 

5. 請問使用交友App已有多久時間？ 

□從未  □未滿半年  □半年至1年  □1年以上，未滿2年 □2年以上，未滿3年 

□3年以上，未滿5年  □5年以上，未滿7年 

6. 請問您下載過多少個交友App，最常使用的交友軟體是？平均「每週」上交友App的天

數與時數？ 

我下載過    個App。 

我最常使用□ Beetalk  □ Skout  □ Tinder  □ Paktor  □ 其他，    。 

平均一週    天，一天    小時。 

7. 是否在交友App平台上與陌生人進一步用其他通訊軟體、社群媒體互動？ 

□是    □否 

8. 是否曾與交友App平台認識的陌生人約現實碰面？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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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寂寞感程度 

  從 

來 

沒 

有 

1 

 

很 

少 

有 

2 

 

有 

時 

候 

3 

 

 

總 

是 

4 

9. 你多常感覺自己可以和周圍朋友打成一片? □ □ □ □ 

10. 你多常覺得自己缺少真心相待的友誼? □ □ □ □ 

11. 你多常感到自己沒有可以放心依靠的朋友? □ □ □ □ 

12. 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孤單的? □ □ □ □ 

13. 你多常感到自己是朋友中的一份子? □ □ □ □ 

14. 你多常覺得和身邊朋友有許多相同之處? □ □ □ □ 

15. 你多常覺得自己和周圍的人有距離? □ □ □ □ 

16. 你多常感覺身邊的人不能瞭解自己的想法? □ □ □ □ 

17. 你多常覺得自己是個受歡迎、好相處的人? □ □ □ □ 

18. 你多常覺得自己與親友間的關係很親近? □ □ □ □ 

19. 你多常覺得自己是被遺忘的? □ □ □ □ 

20. 多常感到自己和周遭朋友的友誼關係沒有實質意義? □ □ □ □ 

21. 你多常覺得沒有人真正了解自己? □ □ □ □ 

22. 你多常覺得自己被周圍人孤立? □ □ □ □ 

23. 你多常感到當自己想要有人陪伴時，就可以找到人陪伴? □ □ □ □ 

24. 你多常覺得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 □ □ □ □ 

25. 你多常感到害羞? □ □ □ □ 

26. 你多常覺得自己身邊有許多朋友，但卻不是知己? □ □ □ □ 

27. 你多常覺得自己有可以談心事的對象? □ □ □ □ 

28. 你多常感到自己需要時有人可以依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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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題目根據你最常使用的交友軟體作答。 

第四部分:自我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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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誠實度      

29. 在交友軟體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一向覺得自己是真誠

的。 
□ □ □ □ □ 

30. 在交友軟體上，我總是想呈現最好的一面，但都是說真話。 □ □ □ □ □ 

31. 
在交友軟體上，我不會想公布自己的真實長相，我不會放照

片、放別人的照片或選擇放風景、物的照片。 

□ □ □ □ □ 

(二) 數量      

32. 我常常在交友軟體與他人談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 □ □ □ □ 

33. 我喜歡且常常樂於在交友軟體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 □ □ □ □ □ 

34. 在交友軟體上，我常常能自在的暢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 □ □ □ □ 

(三) 正負向      

35. 在交友軟體上，我願意告訴他人令我感到困窘或羞愧的事。 □ □ □ □ □ 

36. 我在交友軟體上透露自我的資訊，整體來說正面大於負面 □ □ □ □ □ 

37. 我在交友軟體上擺放的照片大多經過ㄧ些修飾、美化 □ □ □ □ □ 

 

第五部分:使用交友軟體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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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常社交      

(一) 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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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些話想和不知道我真實身分的人說 □ □ □ □ □ 

39. 因為我覺得在交友軟體上和他人無話不說 □ □ □ □ □ 

40. 在交友軟體上的我，比較能呈現真正的我 □ □ □ □ □ 

(二) 認識新朋友      

41.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拓展我的交友網絡 □ □ □ □ □ 

42.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隨時可以找到陪伴殺時間 □ □ □ □ □ 

43.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可以找到跟我有相同興趣的人 □ □ □ □ □ 

(三) 易使用      

44. 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迅速 □ □ □ □ □ 

45. 在交友軟體上交朋友很方便 □ □ □ □ □ 

46. 交友軟體操作簡潔易用 □ □ □ □ □ 

(四) 好奇心      

47. 我的朋友都在用交友軟體，所以我也想試試看 □ □ □ □ □ 

48. 使用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新奇 □ □ □ □ □ 

49. 覺得上交友軟體交朋友對我來說很有趣 □ □ □ □ □ 

二、 社會逃避      

(一) 情感支持 
     

50.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可以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 □ □ □ □ 

51.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有人能夠傾聽我抒發情緒 □ □ □ □ □ 

52. 使用交友軟體可以讓心情感到平靜 □ □ □ □ □ 

(二) 社會補償      

53. 我不常也很少有機會在現實與他人有互動 □ □ □ □ □ 

54. 除了在交友軟體上能交得到新朋友，現實我沒有其他管道 □ □ □ □ □ 

55. 除了在交友軟體上，現實我比較難交到朋友 □ □ □ □ □ 

(三) 社會逃避      

56.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現實有太多煩惱，所以想放鬆 □ □ □ □ □ 

57.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逃離現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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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暫時忘記現實的不愉快 □ □ □ □ □ 

三、 尋愛      

(一) 愛情      

59. 使用交友軟體是希望尋找人生的另一半 □ □ □ □ □ 

60.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想找到談戀愛的對象 □ □ □ □ □ 

61. 使用交友軟體是想要尋找甜蜜的愛情 □ □ □ □ □ 

(二) 性伴侶      

62.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一夜情 □ □ □ □ □ 

63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找性伴侶 □ □ □ □ □ 

64. 使用交友軟體是因為我想要有對象聊性話題 □ □ □ □ □ 

 

第六部分：交友軟體品質特性 

  非 

常 

不 

符 

合 

1 

 

 

不 

符 

合 

2 

 

 

 

普 

通 

3 

 

 

 

符 

合 

4 

 

非 

常 

符 

合 

5 

(一) 使用者介面      

65.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配對方式多元性 □ □ □ □ □ 

66.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簡潔易用 □ □ □ □ □ 

67.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的介面設計具吸引力 □ □ □ □ □ 

(二) 安全性      

68.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防止會員資料外洩的機制  □ □ □ □ □ 

69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有完善的隱私權政策 □ □ □ □ □ 

70.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主動處理違規、用戶檢舉 □ □ □ □ □ 

(三) 形象      

71.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有知名度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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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多人推薦的 □ □ □ □ □ 

73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很值得信任 □ □ □ □ □ 

(四) 用戶素質      

74.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人數眾多 □ □ □ □ □ 

75.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上的會員年齡、學歷、職業大致符合需求 □ □ □ □ □ 

76.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會員身分驗證機制很嚴謹 □ □ □ □ □ 

(五) 尋愛成功率      

77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一夜情對象 □ □ □ □ □ 

78 我常用的交友軟體可以很快找到男/女朋友 □ □ □ □ □ 

79 我常用這個交友軟體是覺得能夠在短時間找到對的人 □ □ □ □ □ 

 

 

 

 

本問卷到此全部填答完畢，請您檢查是否有遺漏的部分。 

再次感謝您的合作與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