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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之關聯研究 

黃筱真 * 

摘要 

多元媒體的環境下，人們同時使用一個以上的媒體，即媒體多工的行為。

在新舊媒體的使用上，能同時回覆訊息，也能夠邊發文、聊天邊看電視等各項

行為，正同時鞏固個人的社會網絡，亦即社會資本的累積。因此本研究試圖探

討媒體多工行為與社會資本的關聯性。本研究使用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的調查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資料分析顯示，手

機網路與平板網路多工與橋接型社會資本成正相關，但是電腦網路與平板網路

多工均對於健康滿意度為負相關。 

關鍵字：媒體多工、社會資本、生活滿意度、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新媒體時代下的文化衝擊與社會責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28 

The Impact of Media Multitasking Behaviors on 

Social Capital 

Hsiao-Chen Huang*  

Abstract 

Convergent technologies have made media multitasking a common way of life, 
which refers to behaviors such as using two or more media simultaneously or engaging 
in some other activity while using a mediu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media multitasking behaviors on social capital. From a nationwide 
face-to-face survey conducted o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2,000 Taiwanese adults 
between July and October, 2019,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th mobile phone and tablet 
multitasking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Data also show that 
computer and tablet multitasking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health satisfaction. 

Keywords: media multitasking, social capital, life satisfaction,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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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媒體多元環境下，人們使用傳統媒體的同時也會使用新科技媒體。同時使用

一個以上的媒體，被稱為「媒體多工」（media miltitasking）。媒體多工的行為包

括在家中看電視新聞時，用手機使用通訊軟體（例如 Line、Messenger 等）與朋

友聊天（張郁敏，2015）；或者看電視運動賽事時，使用平板電腦上社群媒體

（Facebook、Twitter）參與賽事討論或分享觀賽心得，延伸觀看的體驗（陳冠勳，

2015）。 

Google（2012）報告指出，現今人們的日常娛樂與傳播行為有高達 90%都是

使用電視、電腦、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全球進入數位時代，而台灣網路普及與使

用率也逐年增長，2020 年全台上網人口超過九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20）。在人手都有手機、電腦等科技產品，除了傳統媒體外，行動上網也成為

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創市際市場 2017 年調查報告（圖一），單一螢幕的使用以手機為主的正逐年

增加；雙螢幕的使用情形多為在使用電腦的同時也使用手機；多螢幕為同時間有

三種以上的行動裝置在使用。媒體多工不單指螢幕裝置本身，也表示同時使用媒

體多重內容的情形（周榮賢、梁朝棟，2014）。在行動科技不斷進步下，手機與

電腦可以切換各種視窗，執行不一樣的媒體功能。多元媒體的環境，促成同時間

人們能夠使用多種媒體，媒體多工行為越來越普及。 

 
圖一 

過往媒體多工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媒體多工對於個人注意力與媒體效果的

負面影響。例如，Anna、Gabi 和 Rob （2014）發現電視媒體多工對於新聞記憶

力與理解力都有負面影響。Collins （2008）則發現媒體多工行為會分散閱聽人對

於電視訊息的注意力，因而降低電視媒體效果。Aagaard （2015）也證實媒體多

工行為使得人們的工作表現與注意力都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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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學者針對媒體多工行為導致的正面影響進行研究。國內學者陳憶寧

（2016）研究媒體多工對大學生的幸福感、參與校園活動、社交休閒活動、人際

關係、同儕和社會關係成功的影響。其研究顯示媒體多工對大學生的幸福感並沒

有影響，但是對於大學生社會資本中參與活動的面向以及人際關係確有正面的影

響。 

Xu、Wang 和 David（2016）以網路調查中國北京 59 所大學生及研究生在

媒體多工時的幸福感。該研究發現不同目的的媒體多工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社交行為的多工對於社交成功、正常化與自我控制具有正向關聯。認知行為的多

工則會降低自我控制程度。至於娛樂行為的多工也會增進社交成功、正常化感和

自我控制。 

上述相關研究皆以學生為樣本，可以獲知媒體多工行為在學生族群非常普遍，

但由於對象局限於大學生，較無法推論一般社會大眾的媒體多工行為。因此本研

究將透過全國性民眾傳播行為的調查資料，檢視台灣民眾媒體多工行為和社會資

本的關聯。 

貳、 文獻探討 

一、 媒體多工 

早期傳統媒體的時代，人們會邊看電視邊吃零食、邊聽廣播邊聊天；現在科

技網路出現，看電視同時也邊看手機、邊看電腦邊聽音樂。同時間內做一件以上

事情的情境下，是心理學領域多工（multitasking）的概念（Pilotta & Schultz, 2005）。
在 Alperstein（2005）的研究中，統計出家庭婦女經常一邊看電視一邊做家事。

Buser & Peter（2012）研究的多工以動腦為主，在同時進行的兩件事中注意力來

回切換。從上述行為可以發現，人們可以在同一時間，做許多不同的事情。所以

無論在身體勞動、腦力勞動或同時耗體力也耗腦力各種分心情況下，多工行為產

生了。 

而在現今科技發達的時代，除了傳統的電視、報紙以外，我們更多了許多媒

體。因此產生了人們會一邊看電視、一邊看報紙、一邊聽音樂，同時間使用各種

不同媒體的現象，學者提出「同時性媒體使用（Simultaneous Media Use）」也稱

作「媒介並用」，學者將其定義為閱聽人在同時間接觸多個媒體。（Pilotta, Drenik, 
Rist &Schultz, 2004；Bardhi, Rohm, & Sultan, 2010）。Rideout & Foehr & Roberts
（2010）在青少年媒體研究中，將媒體多工定義為，同時使用一種以上的媒體。

Lui 和 Wong (2012)將多工定義為，同時間執行的任務不只有一項，在多項任務

間交替切換執行。 

在行動裝置普及後，媒體數位匯流的時代，看電視時，同時使用手機，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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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稱為「第二螢幕（Second Screen）」；還能在看手機時再看平板，多螢的行為

模式就產生了。多螢行為指的是，一段時間使用多個螢幕的行為，無論同時、接

續或獨立使用（Flamingo & Ipsos OTX；陳冠勳，2015）。所以媒體多工也涵蓋了

「多螢行為」（Multiscreening / Multiscreen behavior），凱絡媒體（2013）報告中，

多螢幕的使用行為開始產生時序性、同時性、獨立性等模式。儘管人們只能一次

注意一個螢幕設備，但基本上是平行的在處理數個螢幕中的資訊。例如：一邊看

電視，一邊注意手機中的臉書動態，所以多螢幕的使用是媒體多工行為的其中一

種。 

然而，媒體多工不單指螢幕裝置本身的使用，可以表示使用媒體內容的情形

（周榮賢、梁朝棟，2014）。在手機科技不斷進步下，可以取代很多裝置功能，

手機、電腦可以切換各種視窗，執行不一樣的媒體內容；平板也能播放音樂同時

看網路內容。研究者認為，無論是不同內容間的切換單螢、抑或是裝置間的切換

多螢皆為媒體多工的行為現象。 

Alperstein（2005）提出電視與網路媒體多工情況下行為有兩種：一是媒體多

工的頻率；第二個是媒體多工時使用的主、次要媒體。張芸韶（2009）同時性媒

體使用研究：閱聽人在同時間下，擁有主要、次要的媒體使用情形。有研究發現

次要媒體的作用為輔助，與主要媒體相比，次要媒體效果可能會降低（Jeong & 
Hwang, 2012）。也有學者蘇建州（2010）以媒體功能可以互補的角度，解釋媒體

功能的不同，可以同時使用，因此產生媒體多工現象。若以電視與手機上網為例，

在看電視時使用手機，因為手機上網可以用社群平台與其他人互動，所以手機上

網的功能與電視的功能互補（張郁敏，2015）。所以關於主、次要媒體的的說法，

不一定會降低媒體效果，反而在功能性互補上，使用者產生媒體需求，所以發展

成媒體多工。 

媒體融入了人們的生活，各種媒體使用時間越來越長，人們對媒體功能產生

更多元的需求，因此產生不同程度的媒體多工，而有學者研究出可以計算的公式，

Ophir、Nass 和 Wagner（2009）提出媒體多工程度（Level of media multitasking）
的計算方式，將「媒體種類數」乘上「使用第一媒體，也同時使用第二媒體的花

費時間」，然後除以「使用單一媒體所花費的時間」。 

Ophir、Nass 與 Wagner（2009）提出媒體多工指數（Ｍedia Ｍultitasking Index, 
MMI），指標意義是在使用主要媒體的同時使用其他媒體平均，因為使用任何媒

體時間會有所不同，MMI 指標計算主要媒體會先算主要媒體所花的時間然後加

權後再行加總。 

因此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將媒體多工定義為，在同一時間，執行一種以上

媒體之行為。本研究主要調查在台灣社會，媒體多工的現象和普及程度，人們在

新舊媒體環境下，舊有的習慣也許有新的改變，在問卷及面訪內容，詢問人們在

使用一種媒體（主媒體）的同時，也有使用其他媒體（次媒體）為何？提到的媒



新媒體時代下的文化衝擊與社會責任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232 

體有：早期原有的舊媒體（電視、報紙、廣播、雜誌），與近年網路發展下，逐漸

普及的新媒體（手機、電腦、平板）做調查。因為媒體多工是使用一種以上的媒

體，所以次媒體數量並不一定只有一個，可以有很多個。 

二、 社會資本 

(一) 社會資本定義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一詞，最早是由 Hanifan（1916）所提出的，以此

來稱： 

那些影響人們大半日常生活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

之間彼此的善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轉引自 Halpern, 2005, p.5）。 

雖然Hanifan很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但在當時並沒有受到重視，直到1980
年代後，才逐漸地受到跨領域研究者們的重視，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將社會資本的

概念運用於社會學、政治學、教育學、人類學、經濟學等相關議題上。 

Bourdieu（1986）將社會資本的概念引入社會學研究領域，定義社會資本為

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總和，這些資源是擁有相互熟識及制度化的關係，且擁有長期

且穩定的網絡，是與個人或群體相關，也就是說，群體的成員身份相互聯繫，該

群體可提供所擁有的資本後援該成員。 

而美國社會學者 Coleman（1988）認為社會資本是由社會結構的網絡連結與

個人累積的行動資源而成的，不僅是組成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一種個人

資源，注重於個人如何使用社會結構資源去獲得更好的結果。社會資本與其他形

式的資本一樣具有生產功能，從社會結構中取得資源，有助於個人為了達成特定

目標所需（Coleman，1988）。 

Putnam（2000）的研究中，指社會資本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是社會網絡下

產生的互惠和信賴。信任為關係建立的要素，再進一步帶給彼此益處，所以才能

建立人際關係。也認為社會資本有社會組織的特質，如網絡、規範和社會信任，

上述特質均有助於人與人之間協調和合作，達成互惠目的，這樣的網絡關係，是

有價值的（Putnam，2000）。 

學者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都不一樣，林南（2005）將社會資本的運作分成兩

種觀點：一是將焦點放於「個人」對於社會資本的使用，個人如何接近與使用鑲

嵌於社會網絡的資源；另一觀點則是著重於「團體」，此討論特定的「團體」的

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集體的資產是如何發展與維持的。  

本研究對於社會資本定義，參考王中天（2003）與林南（2007）提出社會資

本是一種資源，此資源是鑲嵌在個人建構的社會網絡和社會關係中而來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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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與提供、解決現實生活問題。 

(二) 社會資本的內涵 

Putnam（2000）在其《Bowling Alone》一書中，將社會資本分成兩部分，一

個是「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另一個是「結合型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 

Putnam（2000）定義的橋接型社會資本，與 Granovette （1973）提出的「弱

連結（weak ties）」相呼應，都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較寬鬆，情感交流非常少，

在資訊、觀點的交流較多。此人際關係為相處時間較短、親密度低、互惠行為不

明顯，人際互動間沒有情感的支持（林顯明、廖達琪，2019）。因為人們處的環

境、背景不同，立場不一樣，所以這樣的交流互動，有拓展視野的可能性（Williams，
2006）。 

因個體之間的連結寬鬆，較沒有情感上的支持，所以通常是在提供資訊或新

觀點的人際交流。此社群網絡是具有較佳的包容性，也較可以取得外部資源，因

此橋接型社會資本特性：外部性、大範圍的聯繫、在較大社群當中互惠等（林顯

明、廖達琪，2019）。橋接型社會資本就像橋樑般，跨越隔閡，將不同地方連結

一起，所以橋接型社會資本是將來自不同環境的人們所連結在一起形成的社群網

絡，運用在人們資訊、工作、機會的獲取上是有助益的，例如：同儕、同事、宗

教團體。 

Putnam（2000）對結合型社會資本的定義為，相似類型的人們聚在一起，是

內聚型（inward looking）的資本。相較於橋接型社會資本，結合型社會資本是人

們之間的連結比較緊密，就如同 Granovette（1973）提出的「強連結（strong ties）」，
是會在心理、情感上給予濃厚的支持，或者有更實質的資源協助。林顯明、廖達

琪（2019）提到強連結是人際間相處的時間較長、親密度高、彼此間可形成情緒

支持並產生互惠行為形成的。所以結合型社會資本較橋接型社會資本更能提供濃

厚的情感和多方面支持，彼此相互依賴、關懷，有情感支柱，此關係較難以取代，

也具有排他性，例如：家人、親友、摯友。 

Lin（2001）提到，當個人社會資本愈多，較能產生互惠的行為，回饋給有連

結關係的對象，對於社群的動員與團結有很大的幫助（Putnam，2000）。在日常

的社交、人際互動，也包含與家人、朋友的聯繫，或者在職場上與同事、客戶聯

繫，都是個人維繫、發展社會網絡，累積其社會資本行為，所以本研究將社會資

本的測量分成「橋接型社會資本」與「結合型社會資本」兩個面向來測量個人的

社會資本。 

Scheufele 和 Shah（2000）認為社會資本有多個面向，其中生活滿意度是屬

於內在的（intrapersonal）社會資本。Reich and Zautra（1981）認為增加社會互動

可以提升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而失去人際互動會對生活感到不滿意。Agryl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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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社會互動與社會網絡對生活感受的影響，並發現較緊密關係（如：家人）

的社會互動為個人感受影響較大。 

個人會經由社會連結進而產生個人的生活滿意度（Kahneman & Krueger, 
2006），Williams（2006）以社群網路為例，指出社群網路的使用，形成的不論是

強連結或是弱連結，都可能提高使用者的生活滿意度。Brehm、Rahn（1997）和；

也就是說人際之間的互動產生連結，眾多連結形成網絡，進而產生個人的社會資

本，無論外在的關係聯繫，或者內在的情感支持，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感受，所

以對生活有不同的滿意度。 

陳淑美、林佩萱（2014）提到生活滿意度是個人對生活各個層面的感受，也

是評估自己的內在各種能力的整體滿意程度。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一樣，生活滿

意度是反映個人自己評估他所處的情境（Scheufele & Shah, 2000）。 

有研究將生活滿意度視為個人幸福感的組成之一（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英文的 Happiness、Well-being、Eudemonia 都有被稱作中文的

「幸福感」，在福祉、生活品質、幸福、生活滿意度等相關概念的調查中，常見

福祉（well-being）、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和滿意（satisfaction）做為調查指

標。幸福感主要為個體依據自己對其生活品質做的整體評價，是反映社會中個體

生活品質的心理學參數。 

在測量方面，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的概念有部分相似，每個人對生活的

標準和價值觀都不同，所以個體的差異會影響主觀的感受（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常見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Diener et al., 1985），有對生活、工作、社交、健康、個人的滿意度，五個題項，

用李克特（Likert）七點量表衡量，無其他子構面。雖然量表極為精簡，但在不同

背景環境下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對不同性別、年齡、文化背景、社經地位的人

皆適用（Arrindell, Meeuwesen & Huyse, 1991; Neto, 1993）。 

本研究參考 Diener（1985）生活滿意度是由五個構面組成，是關於個人的生

活各個面向，所以將此五個構面分開觀察媒體多工對個人生活各面向的影響。 

三、 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 

人們在使用媒體時，許多時候有被動接收媒體訊息，例如看電視、聽廣播、

瀏覽資訊。而此同時多數人們也會與他人聯繫，線上遊戲、社群聊天、交友、通

話，在使用媒體的同時也與朋友、家人和社會產生連結，正同時強化個人的社會

網絡。 

如果以單一媒體使用來說，Hooghe 和 Oser（2015）檢視電視與網路和社會

資本的關係，研究發現，看電視與網路的使用對使用者獲得社會資本有不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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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看電視主要為個人活動，並沒有和其他人進行互動和社交，就不利於社會

資本的獲取與累積，另一方面，網路社交模式和傳統面對面的互動關係不一樣，

該研究發現網路使用者，在網路中建立了可以和他人互動的管道。因此，研究認

為看電視和社會資本間是負相關，而網路使用則對社會資本的獲得與累積有正面

的效果。 

有許多研究探討網路使用與社會資本的關係（Moody, 2001; Morgan & 
Cotton, 2003）。網路使用使人們跨越族群、階級等舊的社會界線、擴展人們的社

會網絡與生活視野（Lin, 2001）。林宗弘（2012）提到數位烏托邦論認為網路使用

讓人們與不同背景、階級的人產生連結，易於認識他人與維持聯繫，使個人社會

網絡擴大，累積社會資本。朱珊瑩、陳忠榮（2015）發現社交與娛樂動機的網路

使用，會使社會資本會增加。 

有研究發現，在既有的朋友中，有在線上交流的朋友，比只有線下交流的朋

友親密度更高（Valkenburg ＆ Peter, 2007）。所以有使用網路更能與他人保持聯

繫與情感交流。在線下與朋友實際面對面時間不長，反而在網路線上的交流更能

隨時隨地傳遞、分享訊息，沒有時間空間限制，聯繫頻率增加，情感關係也更加

緊密。除了真實世界的面對面人際互動，網路的虛擬世界提供了使用者可以更頻

繁地進行人際互動的機會，因此網路使用與社會資本間有著正向關係。 

媒體多工者使用媒體方式多元，在媒體多工情況下，有限的時間，增加了各

項媒體的使用機會。Junco 與 Mastrodicasa（2007）的研究顯示，當使用者使用網

路與朋友聊天，也同時瀏覽網頁，對個人的幸福感會增加，與網絡內的友人聯繫，

利於對個人自尊的提升和沮喪感降低。媒體多工在社交方面，運用多種媒體使用

使得社交機會增加，對於人們有正向的人際效果。比起單一使用社群媒體或通訊

軟體，媒體多工使用的媒體多元，會有更多元的社交行為，因此增加社會資本機

會可能性更大。 

在新的科技媒體使用上，陳憶寧（2016）認為大學生相較其他年齡族群使用

的科技較多，因此以台灣北部大學生為主，研究媒體多工對於幸福感和社會資本

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媒體使用程度上娛樂性質的媒體使用愈多，則媒體多工的

程度就愈高。大學生的媒體多工，對幸福感沒有任何影響；而對社會資本的參與

活動是有正面的影響（陳憶寧，2016）。 

相關研究還有 Xu、Wang 和 David（2016）探討了媒體多工對大學生社會心

理健康的影響，主要針對在社交成功（social success）、正常化（normalcy）和自

我控制（self-control）等面向整合成幸福感變項。該研究發現，媒體多工的動機

不同，會產生的影響不一樣。在娛樂動機的媒體多工與社會和心理幸福感、社交

成功呈現正相關；在同步社交互動中（例如：面對面對話、語音通話），媒體多

工越高，社交成功程度越低；而非即時社交互動中（例如：電子郵件、簡訊），

媒體多工則對幸福感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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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相關研究皆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無法推論至

全體民眾，所以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以全國性樣本觀察媒體多工行為與社會資

本的關聯性。 

Diener（1994）研究生活品質的指標，認為幸福感能整體反應個人生活。因

此本研究擬以為幸福感等於心理評估對生活的感受，即生活滿意度，所以本研究

以生活滿意度來命名。 

過往研究多探討媒體多工對於幸福感的影響，也有研究將生活滿意度等於個

人的幸福感和滿意程度（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也因生活滿

意度被認為是內在的社會資本（Scheufele & Shah, 2000），因此本研究採取社會資

本與生活滿意度為依變項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1.在臺灣民眾媒體多工的情況為何？ 

研究問題 2.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2-1.媒體多工與結合型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2-2.媒體多工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研究問題 3.媒體多工與生活滿意度的關聯為何？ 

3-1.媒體多工與生活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3-2.媒體多工與工作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3-3.媒體多工與社交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3-4.媒體多工與健康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3-5.媒體多工與個人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參、 研究方法 

一、 調查資料 

本研究採次級調查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使用的資料全係採

自「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媒體使用的個人功效與影響 II」，資料庫母

體以臺灣地區具有本國國籍，設有戶籍，年齡為 18 歲及以上（民國 90 年 7 月 
1 日以前出生）中華民國國民，調查地區以台灣本島為主要的訪查地點 1（張卿

                                                      
1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19 年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媒體使用的個人功效與影響 II」
（MOST 105-2420-H-004-035-SS3）。「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TCS） 三年期計畫主持人為國立政

治大學張卿卿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CS 網頁：http://www.crctaiwan.nctu.edu.tw/ 。作者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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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陶振超，2020）。 

抽樣方法為採用分層多階段隨機抽樣法（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先以二期一次所調查之各鄉鎮市區做為調查對象，進行各階段抽樣：

第一階段為最小統計區抽樣，第二階段為門牌號碼抽樣，第三階段為依據年齡進

行戶中抽樣。正式調查工作為民國 108 年 7 月 1 日開始，至 108 年 10 月 20 日

止，總計 2,000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取用之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 2019 年第二期

第三次調查計畫資料以內政部統計處 108 年 5 月人口資料為抽樣依據，採地址

抽樣。 

二、 變項的測量方式 

(一) 媒體多工 

媒體分類為傳統媒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與新媒體（如網路、手機、

社群或通訊軟體等），新科技的出現使得新媒體使用人口越來越廣泛，帶給人們

快速、方便、零碎的特性，人們的媒體使用開始習慣多工（multi-tasking）的行為，

因此問題設計問到主要使用的媒體，以及同時會使用的媒體，調查媒體多工行為。 

媒體多工調查題項為「使用什麼媒體(主媒體)時，同時還會用哪些媒體(次媒

體)？」，題目包含的媒體有：舊媒體（電視、報紙、廣播）與新媒體（手機、電

腦、平板），每題複選的選項為(01)用網路看電視／用電視機看電視、(02)用電腦

上網、(03)用平板上網、(04)用手機上網（例如：使用 Line、滑臉書）、(05)看紙

本報紙、(06)用收音機聽廣播、(07)看紙本雜誌，扣除與題目重複的使用媒體選

項。將每個主媒體的次媒體加總，產生各類的媒體多工為「電視多工」、「報紙多

工」、「廣播多工」、「電腦網路多工」、「手機網路多工」、「平板網路多工」。 

(二)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測量，包含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結合型社

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兩個面向，總共有六小題。 

測量「橋接型社會資本」，題項有三項：「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想要嘗

試新事物」、「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對於『跟你不一樣的人』在想些什麼感

到興趣。」、「經由和別人的閒聊，會讓你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測量「結合型社會資本」，問「當你遇到困難時，你能找到信賴的人幫你解

決問題。」、「當你有私密的問題時，有人可以讓你放心的聊一聊。」和「當你覺

得孤單時，你可以找到其他人說話。」 

受訪者針對上述的問題以「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普通、

                                                      
上述機構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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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意、「5」＝非常同意來回答。 

(三)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生活滿意度量表由生活、工作、社交、健康、個人五個構面組成，測量生活

各個面向，共五個題項、五點量表，問題為「對於你的『生活』、『工作』、『社交

生活』、『個人的健康狀況』、『自己』」的滿意程度做測量，受訪者以「1」＝非常

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滿意、「5」＝非常滿意來回答。 

(四) 人口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與為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由於這些變項和新舊媒體

的多工行為有關，因此本研究將他們列為控制變項。 

肆、 資料分析 

一、 媒體多工 

臺灣民眾媒體多工的情況，從次數分配表（表一）看來，使用手機的同時再

使用其他媒體的人數最多，各媒體的使用下，次媒體的使用為手機相較於其他媒

體來得高，而報紙幾乎沒有多工行為。 

主媒體為看電視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依次為：使用手機的人最多、再

來是看報紙、使用電腦、使用平板、聽收音機廣播、最少人看紙本雜誌。 

主媒體為使用電腦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依次為：使用手機、看電視、

聽收音機廣播、使用平板與看紙本雜誌相等，再來是看報紙的人最少。 

主媒體為使用平板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依次為：使用手機的人最多、

用電腦、看電視、看報紙與看紙本雜誌幾乎沒有人。 

主媒體為使用手機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依次為：看電視的人最多、再

來是使用電腦、使用平板、聽收音機廣播、看紙本雜誌、看報紙的人最少。 

主媒體為看報紙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只有使用手機相對多，其他媒體

使用的人數佔很少數，所以看報紙時，很少人有多工行為。 

主媒體為聽收音機廣播時，各類次媒體使用的人數依次為：使用手機的人最

多、再來是看報紙、使用電腦、看電視、看紙本雜誌、使用平板。 

本研究調查臺灣民眾媒體多工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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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媒體多工次數分配表 

  次媒體 

主媒體 
看電視 用電腦 用平板 用手機 看報紙 

聽收音機

廣播 

看紙本 

雜誌 

看電視 
 25人

（1.3%） 

20人

（1%） 

238人 

（11.9%） 

34人

（1.7%） 

10人

（0.5%） 

7人

（0.4%） 

用電腦 
35人

（1.8%） 

 5人

（0.3%） 

125人

（6.2%） 

4人

（0.2%） 

14人

（0.7%） 

5人

（0.2%） 

用平板 
7人

（4%） 

9人

（5%） 

 17人

（8%） 

6人

（3%） 

1人

（0%） 
0 

用手機 
419人

（21%） 

267人 

（13.3%） 

75人

（3.7%） 

 16人

（8%） 

37人

（1.9%） 

33人

（1.6%） 

看報紙 
3人

（0.1%） 

1人

（0.1%） 
0 

9人

（0.4%） 

 
0 

3人

（0.1%） 

聽收音機

廣播 

5人

（0.3%） 

9人

（0.4%） 

3人

（0.2%） 

27人

（1.3%） 

10人

（0.5%） 

 4人

（0.2%） 

資料來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將使用主媒體時，同時使用的各項次媒體進行加總，形成各類媒體多工，再

統計出各媒體多工使用的概況（表二），所有調查人數中有手機網路多工行為的

人有 638 人，佔 31.9%；電視多工行為的人有 298 人，佔 14.9%；電腦網路多工

的人有 23 人，佔 1.2%；平板網路多工的人有 21 人，佔 1%；廣播多工的人有 33
人，佔 1.6%；報紙多工只有 9 人，佔 0.4%。本研究發現手機網路多工行為的人

數最高，電視多工人數次於手機多工，而閱讀報紙時，較不易進行多工，多工人

數極少。 

媒體多工敘述統計的平均值為使用次媒體數量的平均數，所有使用次媒體的

平均數量皆大於一，即為使用一個媒體以上，符合媒體多工行為。平板網路多工

的次媒體平均數最接近兩個，為最高，在使用平板時，使用次體數量較多；電視

多工的次媒體平均數為最小，在電視多工情形，使用次媒體的數量較少。 

各媒體多工的最小值皆為 1，即為在使用一個主媒體的同時，最少皆有使用

一個次媒體；最大值有到 5，為在使用一個主媒體的同時，有五個媒體正同時使

用。報紙多工的最大值為 3，表示在報紙多工中，使用次媒體的數量最多只有三

種，是各類媒體多工的次媒體數量最少的，也表示報紙多工程度有限，是最不易

多工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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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媒體多工統計敘述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手機網路多工 638 1.00 5.00 1.3271 .63522 

電視多工 298 1.00 4.00 1.1991 .46183 

廣播多工 33 1.00 5.00 1.8189 1.21922 

電腦網路多工 23 1.00 4.00 1.5621 .82818 

平板網路多工 21 1.00 4.00 1.9073 .97728 

報紙多工 9 1.00 3.00 1.3397 .79750 

資料來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二、 社會資本 

表三呈現社會資本兩個面向的效度與信度：組成橋接型社會資本，其信度為

Cronbach’s α = .88；組成結合型社會資本，其信度為 Cronbach’s α = .84。  

表三：社會資本題項因素分析 

題項 橋接型 結合型 

N2.(09)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對於

[跟你不一樣的人]在想些什麼感到興趣 

.907 .055 

N2.(10)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閒聊,會讓你對世界

上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好奇 

.887 .068 

N2.(08)你同不同意,經由和別人的來往,會讓你想要嘗

試新事物 

.881 .131 

N2.(06)你同不同意,當你有私密的問題時,有人可以讓

你放心的聊一聊 

.107 .896 

N2.(07)你同不同意,當你覺得孤單時,你可以找到其他

人說話 

.104 .875 

N2.(05)你同不同意,當你遇到困難時,你能找到信賴的

人幫你解決問題 

.039 .827 

特徵值 2.793 1.893 

解釋變異量 46.543 31.556 

Cronbach’s α .88 .84 

資料來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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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之統計方法比較六種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的關聯性。以

二次階層迴歸分析媒體多工的影響。第一階層輸入人口變項，包含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第二階層則輸入六種媒體的多工行為。表呈現階層迴歸統計結果。 

在結合型社會資本方面，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只有「性別」( β = -.137, p 
<0.001 )效果達顯著。女性比男性更會發展她們的結合型社會資本。 

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控制人口變項後，媒體多工對於結合型社會資本的

影響並未達顯著。整體看來，在第一階層中，只投入人口變項時，性別能解釋的

變異量為 2%。第二階層加入各項媒體多工，解釋變異量增為 4.3%，但此一效果

並不顯著，此外，經過共線性檢測，所得之 VIF 皆小於 2，表示沒有共線性的問

題。 

在橋接型社會資本方面，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有「年齡」( β = -.285, p 
<0.001 )和「教育程度」( β = .286, p <0.001 )影響達顯著。表示愈年輕，愈有橋

接型社會資本；而教育程度愈高，橋接型社會資本也愈高。 

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控制了人口變項後，其中有「手機網路多工」( β 
= .111, p <0.001 )、「平板網路多工」( β = .061, p <0.001 )對橋接型社會資本有顯

著解釋力。手機網路多工和平板網路多工愈多，橋接型社會資本也愈高。整體看

來，在第一階層中，只有人口變項時，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26.2%。第二階層再加

上媒體多工，解釋變異量增為 53.9%。經過共線性檢測，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表四：社會資本階層回歸 

 結合型 VIF 橋接型 VIF 

第一階層     

性別（男=1）    -.137＊＊＊ 1.016 -.007 1.016 

年齡 -.044 1.614    -.285＊＊＊ 1.614 

教育程度 .009 1.632    .286＊＊＊ 1.632 

R2 .020  .262  

第二階層     

性別    -.136＊＊＊ 1.019 -.006 1.019 

年齡 -.037 1.778    -.247＊＊＊ 1.778 

教育程度 .002 1.661    .271＊＊＊ 1.661 

電視多工 .021 1.081 .003 1.081 

報紙多工 .021 1.004 .035 1.004 

廣播多工 .012 1.009 .035 1.009 

電腦網路多工 .028 1.012 .035 1.012 

手機網路多工 .040 1.264    .111＊＊＊ 1.264 

平板網路多工 -.012 1.013    .061＊＊＊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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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23  .277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43  .539  

說    明：*：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三、 生活滿意度 

經迴歸分析結果（表五）顯示在預測生活滿意度上，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

有「性別」( β = -.087, p <0.001 )、「年齡」( β = .177, p <0.001 )及「教育程度」

( β = .06, p <0.05 )影響達顯著。而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中，依舊有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影響顯著外，還有「平板網路多工」（β = .054, p <0.05）對生活滿意度

具有顯著預測力。表示教育程度越高，越年長的女性，有平板網路多工的行為下，

對於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較佳。在第一階層中，只有人口變項時，能解釋的變異量

為 3%。第二階層加上媒體多工預測力，全部可解釋變異量為 6.7%。 

在工作滿意度與社交滿意度，第一階層迴歸分析中，皆有「性別」(p <0.001 )
與「年齡」(p <0.001 )影響達顯著。較年長的女性，對於他們個人的工作比較滿

意；較年長的女性，對他們的社交較為滿意。第二階層加上媒體多工變項，媒體

多工皆沒有影響。同樣經過共線性檢測，顯示沒有共線性之問題。 

表五：媒體多工和生活、工作、社交滿意度階層迴歸分析 

 生活 VIF 工作 VIF 社交 VIF 

第一階層       

性別（男=1）    -.087*** 1.016    -.068*** 1.016    -.084*** 1.016 

年齡    .177*** 1.614    .325*** 1.614    .181*** 1.614 

教育程度  .060* 1.632  -.056* 1.632 .045 1.632 

R2 .030  .140  .033  

第二階層       

性別    -.088*** 1.019    -.068*** 1.019    -.083*** 1.019 

年齡    .170*** 1.778    .342*** 1.778    .190*** 1.778 

教育程度  .064* 1.661  -.052* 1.661 .046 1.661 

電視多工 .008 1.081 -.041 1.081 -.032 1.081 

報紙多工 -.032 1.004 -.027 1.004 -.001 1.004 

廣播多工 -.038 1.009 -.016 1.009 -.019 1.009 

電腦網路多工 -.010 1.012 -.026 1.012 .000 1.012 

手機網路多工 -.030 1.264 .010 1.264 .007 1.264 

平板網路多工  .054* 1.013 .039 1.013 -.007 1.019 

R2 .037  .14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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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67  .285  .067  

說    明：*：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在健康滿意度方面（表六），第一階層迴歸分析，有「年齡」( β = .086, p 
<0.001 )及「教育程度」（β = .069, p <0.05）影響達顯著。而第二階層的迴歸分析

中，仍有年齡與教育程度影響顯著，還有媒體多工中的「電腦網路多工」（β = .052, 
p <0.001）、「手機網路多工」（β = .051, p <0.001）有顯著影響預測力。表示隨年

齡越長，教育程度越高，使用電腦網路多工和手機網路多工越多，對健康滿意度

越差。在第一階層中，只有人口變項時，能解釋的變異量為 0.5%。第二階層加上

媒體多工預測力，全部可解釋變異量為 0.17%。同樣經過共線性檢測，顯示沒有

共線性之問題。 

在個人滿意度上，第一階層迴歸分析，有「年齡」（β = .180, p <0.001）及

「教育程度」（β = .076, p <0.05 ）影響是達顯著。表示年齡越長、教育程度越

高，對個人的滿意度就越高。在第一階層中，只有人口變項時，能解釋的變異量

為 2.2%。第二階層媒體多工並無預測力。同樣經過共線性檢測，顯示沒有共線性

之問題。 
表六：媒體多工健康、個人滿意度階層迴歸分析 

 健康 VIF 個人 VIF 

第一階層     

性別（男=1） -.018 1.016 -.028 1.016 

年齡   .086** 1.614    .180*** 1.614 

教育程度  .069* 1.632   .076** 1.632 

R2 .005  .022  

第二階層     

性別 -.021 1.019 -.027 1.019 

年齡  .067* 1.778    .169*** 1.778 

教育程度   .075** 1.661   .079** 1.661 

電視多工 .008 1.081 .001 1.081 

報紙多工 .030 1.004 -.006 1.004 

廣播多工 -.038 1.009 -.037 1.009 

電腦網路多工 -.052* 1.012 -.002 1.012 

手機網路多工 -.051* 1.264 -.030 1.264 

平板網路多工 .016 1.013 -.003 1.013 

R2 .012  .024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017  .046  

說    明：*：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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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限制 

一、 在臺灣民眾媒體多工的情況為何？ 

科技媒體進步，人們使用媒體的型態開始改變，媒體使用習慣也不同了。研

究顯示，人們在看電視的時候，最常同時使用的媒體為手機最多，看紙本雜誌最

少。在使用電腦時，使用手機最多，而需要閱讀的報紙、雜誌最少。使用平板的

同時，使用收音機聽廣播的行為最少，而看雜誌的行為完全沒有。使用手機時，

看電視的行為最多，用電腦次之，而看紙本報紙為最少。看紙本報紙，同時會進

行多工的行為極少。 

從媒體多工敘述統計看來，手機多工的使用人數最多，電視多工次於手機多

工，平板多工與電腦多工較少，而報紙多工最少，研究者認為因閱讀報紙時，專

注力較集中，較不易進行多工。 

研究者認為因為網路關係，手機、平板、電腦上網也能看見電視內容，因而

電視的使用越來越少；也認為在看電視同時經行的動作，通常為吃東西或者打掃，

第二動作就非媒體使用情況下，所以在電視方面進行的媒體多工統計下來也就不

多。 

二、 媒體多工與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一）媒體多工與結合型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媒體多工對於社會資本，在結合型社會資本方面，女性對結合型社會資本較

有影響。然而控制了人口變項後，媒體多工無法對結合型社會資本預測。所以從

分析看來，媒體多工對於結合型社會資本並沒有關聯。 

（二）媒體多工與橋接型社會資本的關聯為何？ 

在橋接型社會資本方面，研究顯示越年輕，越有橋接型社會資本；而教育程

度越高，對橋接型社會資本越有影響。控制人口變項後，加入媒體多工的變項，

其中有「手機網路多工」與「平板網路多工」對於橋接型社會資本為正相關。 

Quan-Haase 與 Wellman（2002）研究指出，網路提供人們更多樣地溝通方

式，例如 email、線上聊天室、通訊軟體等。該研究發現使用網路溝通可以補足

傳統溝通上的不足。在手機與平板網路使用上，行動裝置攜帶方便，可以隨時隨

地透過通訊軟體與社群媒體交流。在不同環境（線上、線下皆有可能）認識的新

朋友第一時間也會透過行動裝置，留下聯絡方式，無論是電話通訊、網路通訊、

社群媒體等，交換聯絡方式，隨時可以交流資訊，所以新科技的使用，降低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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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成本，更容易認識新朋友和拓展人際關係，所以會增加橋接型的社會資本。林

顯明等人（2019）研究也提到，社群媒體的使用，有助於人們獲取橋接型社會資

本。媒體多工涵蓋各項媒體使用，利於建立社會關係，益於人們的橋接型社會資

本的累積。 

三、 媒體多工與生活滿意度的關聯為何？ 

（一）媒體多工與生活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在個人生活面向滿意度，資料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越年長的女性，平板網路

多工的影響，對於個人的生活滿意度較佳。 

臺灣傳播調查資料庫（2018）報告指出，教育程度越高，網路與社群媒體的

使用者比例也越高。因為受教育程度較高，對新事物的接受度與學習力比較高，

所以新科技的出現，學習操作與運用會更容易上手，而年長者視力退化，老花眼

問題普遍，需要較大的螢幕顯示內容，而平板相較於手機的螢幕大很多，比電腦

攜帶方便，在生活上符合年長者的需求，所以平板為生活帶來便利性，反映在個

人的生活滿意度較高。 

（二）媒體多工與工作、社交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工作面向的滿意度，顯示教育程度越低、較年長的女性，對於他們個人的工

作比較滿意。社交方面的滿意度，以較年長的女性，對他們的社交較為滿意。此

部分皆與媒體多工並無關聯。 

（三）媒體多工與健康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在個人的健康滿意度，顯示隨年齡越長，教育程度越高，使用電腦多工和手

機多工越少，對健康滿意度越佳。年齡越長會越注重自己的身體狀況，而在使用

媒體的認知，研究者觀察，長者多會建議年輕人不要一直看手機、電腦等科技產

品。因此認為年紀越長、教育程度高的長者接收的資訊也較多，所以會認為在電

腦與手機科技產品等多工行為越少越好，反映在個人健康滿意度上，電腦多工與

手機多工行為與健康滿意度負相關。 

（四）媒體多工與個人滿意程度的關聯為何？ 

在個人的滿意度上表示年齡越長、教育程度越高，對個人的滿意度就越高，

但媒體多工與個人的滿意度並無關聯。 

綜合上述所研究的結果，媒體的使用習慣顯示媒體多工的選擇，在閱讀文字

上需要專心，而對於使用者來說報紙不適合再使用其他媒體，就較少多工行為。

對社會資本而言媒體多工對於結合型社會資本較沒有影響，但對於橋接型社會資

本有正相關，所以媒體多工對於人們發展他們的社會資本是有關聯的。媒體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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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滿意度方面，媒體多工對生活的滿意度與健康的滿意度，有關聯，為正相

關，而在工作、社交、個人的滿意度上就沒有關聯。 

本研究因使用資料為全國性調查，所以在測量本研究的各個變項的題項，無

法包含太多，所以在每個變項的測量面向有所限制。而過往文獻的媒體多工測量

有計算媒體的使用時間，而因為採次級資料分析，只能初步調查臺灣民眾媒體多

工的使用情況，無法更詳細分析與計算媒體多工的使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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