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數位媒體（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與

大臺北地區國民小學三年級學童價值觀之相關性。經次級資料分析

歸納得到研究結果，並據以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以作為教育行政

機關、數位媒體產業與後續研究之參考，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

研究結論與假設驗證；第二節為研究限制；第三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與假設驗證  

壹、 研究結論 

本節依照第四章之資料分析，整理研究所得結論如下： 

一、 背景變項與網路使用行為 

（一） 居住縣市與家裡不用網路原因分析 

居住於台北縣及基隆市皆有沒錢買電腦的樣本分配，臺北市

則無此情形；此外台北縣及基隆市學童不會用網路的情形比

臺北市來得高。 

（二） 居住縣市與是否知道實施電腦網路分級制度分析 

居住於臺北市的學童明顯比基隆市及臺北縣來的清楚；居住

於臺北縣的學童最不清楚此分級制度。 

（三） 宗教信仰與父母是否會在家設定電腦網路分級制度分析 

基督徒、回教、一貫道全部會設定；天主教也是有八成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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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他宗教或無宗教信仰者，則約六成會設定。 

（四） 父親學歷與父母是否會在家設定電腦網路分級制度分析 

父親學歷為博士者全部會設定，碩士也有七成會設定，不會

設定者以父親學歷為國中以下為最多，可見學歷高低及是否

設定電腦分級呈正比。 

二、 背景變項與網路安全素養 

（一） 性別與網路使用規範因素分析 

女生在網路使用規範認知顯然較男生為優。 

（二） 居住縣市與陌生人的防範因素分析 

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臺北市的學童對陌生人的防範

認知是優於臺北縣的學童。 

三、 背景變項與價值觀認知差異分析 

（一） 性別與人際價值分析 

女生的人際價值認知優於男生，可見女生對團體中的人際關

係及歸屬感較為重視。 

（二） 性別與生理價值分析 

女生的生理價值優於男生，顯示女生較為重視健康及外貌。 

（三） 性別與情感價值分析 

女生的情感價值優於男生，顯示女生對於親情及友情的重視

程度較為強烈。 

（四） 性別與宗教價值分析 

女生的宗教價值優於男生，顯示宗教期許對女生而言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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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差異分析 

（一） 每週使用電腦網路天數與陌生人的防範因素分析 

小三學童對陌生人防範會因為每週使用電腦網路天數不同

而有所差異，但因為 Sheffe 事後比較較為嚴格，無法判定

何者較高。 

五、 網路使用行為與兒童價值觀差異分析 

（一） 網路使用行為與兒童價值觀皆無顯著差異 

小三學童的價值觀並不因為網路使用行為不同而有所差異。 

六、 家庭背景與每週網路使用天數差異分析 

（一） 母親職業與每週網路使用天數差異分析 

母親職業為農及其他者在每週使用網路的天數明顯比其他

職業者為多；母親職業為商及專門職業者通常僅開放週末假

日使用網路；不上網者以其他職業為最高。 

（二） 父親學歷與上網地點差異分析 

父親學歷為國高中者以在學校上網最多，在網咖上網以博士

者最多，在圖書館上網者以大學最多；而小三學童最常上網

地點仍是家裡，大學及碩士約佔八成，而博士及國中以下約

七成，高中職也有六成以上是在家中上網。 

七、家庭背景與網路安全素養差異分析 

（一） 父親學歷與網路安全規範分析 

小三學童在「對陌生人防範」上會因為父親學歷不同而有所

差異，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父親學歷國中以下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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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的學童。 

八、家庭背景與價值觀認知差異分析 

（一） 父親學歷對人際價值分析 

小三學童會因為父親學歷不同而對人際價值的認知有不同

的差異，經由 Scheffe 事後比較發現，父親學歷為國中以下

的學童是優於高中職的學童。 

（二） 父親職業與人際價值分析 

小三學童會因為父親職業不同而對人際價值的認知有不同

的差異，但因 Scheffe 事後比較較為嚴格，因此無法判定何

者較高。 

九、人口統計變項、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相關分析 

（一）學童人口統計變項、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皆無顯著

差異 

學童無論性別、居住縣市、宗教信仰、家庭型態、父親學歷、

母親學歷、父親職業、母親職業、網路使用行為為何，均不

因此而在網路安全素養上有所差異。   

十、:人口統計變項、電腦網路使用與學童價值觀相關分析 

（一）性別與生理價值有顯著相關 

性別可以解釋生理價值 5%的變異，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其餘

皆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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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發現 

本研究為瞭解數位媒體與兒童價值觀的相關性，根據次級資料

分析歸納，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學童網路使用行為上： 

（一） 居住縣市與家裡不用網路的原因以及是否知道實施電腦分

級制度有顯著差異，表示基隆市與臺北縣學生家裡皆有沒

錢買電腦的情形且不會用網路的情形較臺北市為高，城鄉

仍存有數位落差。 

（二） 母親職業與每週電腦網路使用情形有差異，表示職業為商

業及專門職業的母親通常比職業為農及其他的母親較會控

制兒童每週網路使用天數以免學童沉迷網路影響功課。 

（三） 父親的學歷與對學童的上網地點有顯著差異，表示父親學

歷為高中職以下的學童，大多透過學校提供的網路設備及

連線上網，父親學歷為大專（學）及碩士者，較能在家使

用網路設備，而父親學歷為博士的學童，較常在學校及家

中以外的地方上網，顯示父親學歷較高的學童零用錢較寬

裕，可以在網咖上網，也較會利用圖書館設施以及更有機

會在父母親的辦公室等其他地方上網。 

二、在網路安全素養方面： 

（一） 居住縣市、每週使用網路天數對陌生人之防範有顯著差異，

表示臺北市的學童較會防範網路上認識的陌生人以及不易

洩露個人基本資料；而每週使用網路天數得分較高的學

童，則越懂得防範陌生人。 



 6

（二） 性別、父親學歷與網路使用安全規範有顯著差異，表示女

生較會注意網路安全規範，父母亦較會監督女生的上網行

為；而父親學歷國中以下的學童對網路使用規範較父親學

歷為高中職的學童為優，顯示父親學歷較低的兒童以在學

校上網機會為多，亦較能遵守學校網路使用規定及依照自

己的年齡瀏覽適合的網頁。 

（三） 宗教信仰、父親學歷則會影響父母是否會在家中設定電腦

分級制度，表示家庭有宗教信仰的父母較家庭無宗教信仰

的父母會注意學童的上網安全並且作網路分級設定；而父

親學歷越高越會在家中設定網路分級，例如父親學歷為

博、碩士者會設定分級的百分比為 100％與 71％，但學童

似乎因而選擇不在家中上網，而在網咖等其他地方上網，

頗值得注意。 

三、在價值觀認知方面： 

（一） 性別、父親學歷對人際價值有顯著差異，表示女生較男生、

父親學歷為國中以下的學童較父親學歷為高中職的學童得

分為優，越注重人際關係和團體歸屬感。 

（二） 性別對情感價值有顯著差異，表示女生較男生重視親情與友

情。 

（三） 性別對宗教價值有顯著差異，表示女生對於宗教的規範與期

許較男生認知為優。 

 （四） 性別與生理價值有顯著相關。表示女生對於健康、外貌與體

態的重視程度較男生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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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假設驗證 

本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總表 

研究假設 研究發現 驗證結果

假設一：個人背景與網路

使用行為有顯著差異。 

居住縣市與家裡不用網路原因、是否知

道實施電腦網路分級制度有顯著差異；

宗教信仰、父親學歷與父母是否會在家

設定電腦網路分級制度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二：個人背景與網路

安全素養有顯著差異。 

性別與網路使用規範因素有顯著差異；

居住縣市與陌生人的防範因素有顯著差

異 

部分成立

假設三：個人背景與價值

觀認知有顯著差異。 

性別與人際價值、生理價值、情感價值、

宗教價值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四：網路使用行為與

網路安全素養有顯著差

異 

每週使用電腦網路天數與陌生人的防範

因素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五：網路使用行為兒

童價值觀有顯著差異 

網路使用行為與兒童價值觀各面向皆無

顯著差異 不成立 

假設六：家庭背景與網路

使用行為有顯著差異。 

母親職業與每週使用網路天數有顯著差

異；父親學歷與上網地點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七：家庭背景與網路

安全素養無顯著差異。 

父親學歷與網路使用規範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八：家庭背景與價值

觀認知有顯著差異。 

父親學歷、父親職業對人際價值有顯著

差異 部分成立

假設九:人口統計變項、

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

全素養有顯著相關性。 

人口統計變項、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

全素養無顯著相關 不成立 

假設十:人口統計變項、

網路使用行為與價值觀

有顯著相關性。 

性別對生理價值有顯著相關 

部分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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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討數位媒體與兒童價值觀之相關性，研

究對象為國小三年級學童，因為學童年稚及研究者時間能力，所受

限制臚列如下：  

一、在時間因素方面 

本研究由於採用次級資料分析法，時間點著眼於分析研究當

時，現在的推論與未來的調查結果將有時間上的差異。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之對象僅限於大臺北地區國民小學三年級學童，因學童

年幼實際年齡僅約九歲，原始問卷雖經訪員口述及解釋問卷題目，

仍然有無法理解或專心作答情形，漏答題項為數不少，此將影響研

究的推論性。 

三、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臺北地區國小三年級學童數位媒體與兒童價

值觀之相關性，而影響兒童價值觀因素很多，例如：社會與學校等

外在環境、父母的教育態度、城鄉區域、年齡、教育程度、族群等

等。本研究僅以學童個人與家庭背景變項、學童網路使用行為、網

路安全素養與價值觀之認知為變項作為預測分析，其他因素則未納

入，可能會影響研究結論與發現。 

四、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僅以文獻探討法及次級資料分析為主，研究方法若能輔

以質性研究之觀察法、訪談法與個案研究，相互交叉比較驗證，則

更可豐富研究之推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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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兒童時期是個體接受親人及環境教導，慢慢將所知賦予意義，

奠定個人行為準則的社會化歷程。本研究依研究結論，就研究目的

提出三方面的建議，以作為教育工作者之建議、數位媒體產業與後

續研究之參考。 

一、對教育工作者之建議： 

（一）重視同儕團體對兒童的影響力： 

小三兒童使用網路主要是瀏覽網頁，打電動，使用 MSN/ICQ 等

即時通訊軟體，上聊天室的個案仍不多，兒童使用即時通訊軟體與

聊天室的正面功用是兒童可以得到最新的資訊，以及最快捷方便的

方法與同儕互通消息；負面影響是有心人會藉由不良網頁使缺乏網

路安全素養的兒童產生偏差的行為與扭曲的價值觀，同儕之間的好

奇心與影響力也會藉由網路會如細菌一般擴散相互感染。 

（二）父母與教師增加網路使用與安全新知，保護兒童免於受到不

良影響： 

父母應該關心兒童的網路使用行為與網路安全素養，避免因與

兒童之間的資訊素養落差造成兒童身心受到戕害。父母可以考慮將

電腦置於公共空間、安裝過濾軟體與設定電腦分級、陪同子女上網

以瞭解其上網情況，並找尋全家共同活動以代替兒童網路遊戲活

動。教師應教導兒童網路素養與禮儀，訂定資訊使用規則使其遵守，

並加強網路安全的宣導，讓兒童注意防範網路不良資訊與不安全人

士，絕不透露個人與家庭資料以及與網友單獨見面，使兒童學會自

我保護。  



 10

（三）政府部門應重視數位媒體使用、網路安全素養與兒童價值觀

的關係，建立安全的上網機制與教育政策： 

政府部門雖已逐漸重視網路安全且已採取相關措施如下，由行

政院新聞局訂定網路分級制度；透過教育部架設臺灣學術網路避免

犯罪入侵校園；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內政部兒童及少年局

等不定時實施「網路巡邏」，將網路色情、賭博、暴力、毒品與藥物

濫用等犯罪不法行為，繩之以法，使兒童及青少年免於遭受污染及

引誘而導致犯罪的發生。但臺灣目前發展兒童少年的關懷工作，仍

多由民間社會機構團體發起，例如臺灣愛鄰社區服務協會白絲帶工

作室、勵馨基金會、臺灣終止童妓協會、兒童福利聯盟等相關社福

團體，提供兒童及青少年關懷照護，扮演宣導、教育兒童正確價值

觀及防治網路色情，保障兒童人權的工作。政府有必要重視數位媒

體、網路安全素養與兒童價值觀的關係，加強正式教育體制政策的

制訂，將事後網路犯罪矯治工作轉變為事前網路安全素養與品格教

育的建立。 

二、對數位媒體產業之建議： 

（一）媒體應善盡教育與社會責任： 

    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FIND 進行的

「2003年我國家庭資訊通信技術應用概況調查」，我國 0-14 歲的網

路使用者約佔我國網路使用人口的 16%，其中以 10-14 歲最多，佔

我國上網人口的 12.7%，達 82.5%，5-9 歲為 21.2%，4 歲以下僅有

3.6%。上網情形來看，我國 5-9 歲的網友平均每月上網 18.3 天，平

均每周上網 6.9 小時；10-14 歲的網友平均每月上網 17.8 天，平均

每周上網 10.1 小時。另外，從兒童網友從事的上網活動來看，5-9

歲的網友使用比率最高的網路活動分別是網路遊戲(64%)、瀏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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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線上學習(32%)等，因此數位媒體深深的影響兒童的生活方

式、態度與價值觀。數位媒體傳遞的暴力訊息，增強了兒童的攻擊

性行為；灰暗思想造成兒童消極與自毀傾向；散播色情造成童妓與

人格偏差，凡此等等皆需媒體自律自清，善用其影響力，多製作對

兒童有益的休閒與益智網站，以收潛移默化之效，善盡對兒童之教

育與社會責任。 

（二）媒體應協助打擊網路犯罪保護兒童上網安全： 

媒體產業應配合行政院「推動網站分級及網路業者自律工作計

畫」，採行世界各主要推動分級國家共同使用的 ICRA（RSACi 為其前

身）分級辭彙，將網際網路內容詞彙概分為聊天室、語言、性與裸

露、暴力、其他議題等五種類別，各列出所有可能的特徵資訊，分

別參酌國內電視節目分級處理辦法分為限制(未滿 18 歲者不得瀏

覽)、輔導(未滿 12 歲之兒童不宜瀏覽，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少年

需父母或師長輔導瀏覽)、保護(未滿 6 歲之兒童不宜瀏覽)及普遍

(一般網站瀏覽者皆可瀏覽)等四個等級，同時給予解釋與範例，以

增加國內網際網路瀏覽者對分級詞彙的瞭解與接受度。並設立熱線

接受有關網路分級制度的查詢以及網上淫穢及不良內容之投訴與處

理機制，讓兒童能有一個乾淨天真無陷阱的網路世界可以遨遊，建

立兒童正確的價值觀。  

三、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根據本研究進行兒童媒體使用與網路安全、兒童價值觀認知探

討後，分析結果提供未來後續研究者建議如下： 

（一） 在學童網路使用行為上： 

本研究發現居住縣市與家裡不用網路的原因以及是否知道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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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分級制度有顯著差異；而宗教信仰、父親學歷則會影響父

母是否會在家中設定電腦分級制度。母親職業與每週電腦網路

使用情形有差異，而父親的學歷則對學童的上網地點有顯著差

異。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實施與設定電腦分級制度後，兒童的

上網地點、瀏覽網頁內容與使用網路時間繼續作相關追蹤研究。 

（二） 在網路安全素養方面： 

本研究發現性別、居住地區、每週使用電腦天數與陌生人之防

範有顯著差異；性別、父親學歷與網路使用規範有顯著差異，

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兒童的網路安全素養與終止童妓及兒童色

情防治等議題進行相關研究。 

（三） 在價值觀認知方面： 

本研究發現性別、父親學歷、父親職業對人際價值有顯著差異，

性別對生理價值、情感價值、宗教價值有顯著差異。基本上小

三學童接觸數位媒體仍屬啟蒙時期，使用網路地點仍以家中為

最多，進入聊天室以及使用即時通訊軟體仍為少數，且對價值

觀的認知仍相當模糊，因此均還在網路安全的使用範圍內，尚

難以對媒體使用與價值觀的相關性做出有力的研究結論。後續

研究者可以進行長期觀察或者將研究對象設定為年紀較長學

童，相信應可得到更有說服力的研究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