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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廷  朱寬元  鄭曉駿  郭建伸 

摘要 

Yahoo!Messenger 是目前台灣高中生最常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但從高中升上大學

後，MSN 卻突然取代了 Yahoo!Messenger 的地位。人際關係的改變，加上大一新鮮人

常被告知「大學生都用 MSN」，似乎是取代 Yahoo!Messenger 的主因。然而，目前

Yahoo!Messenger 和 MSN 的聯絡人已可以互通，卻仍發生使用習慣的轉變。因此本研

究將在人情因素之外，從使用者特性、介面設計等，來探尋可能影響大一新鮮人改變

使用習慣的因素。 
本研究採焦點團體訪談、問卷調查以及文本分析，發現除了人情因素外，軟體介

面色彩、功能性、生活型態等，都可能影響使用者使用不同即時通訊軟體意願。 
關鍵字：即時通訊、國際化、刻板印象、介面設計、功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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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即時通訊軟體是現在學生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溝通工具之一，然而在面臨高中到大

學這個轉折點後，所使用的即時通訊卻是兩樣情。 

我們觀察到甫進大學的大一新生，會改變過往習慣，選擇使用新的即時通訊軟體。

在經歷人生不同階段後也對使用科技的習慣有影響，讓我們想要探討到底有哪些可能

因素會影響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使其捨棄原本即時通訊軟體轉而去適應新的即時通訊

軟體。 

人際關係的改變是讓我們最直接連想到轉變選擇的可能因素，但現今即時通訊軟

體已可互相溝通，不同軟體之間並無阻礙影響到交流，但我們觀察到多數人卻仍會改

變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因此，想要探討除了人情社交的因素外，是否有哪些可能因

素會影響大一新生改變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 

貳、文獻探討 

自 1996 年即時通訊軟體 ICQ 推出以來，方便的溝通模式讓用戶迅速成長，即時

通訊開始在網路溝通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今在台灣，根據台灣易普索市場研究公司

的調查，2007 年 MSN 使用者保守估計為 500 萬人，Yahoo! Messenger 則以 5%的些微

差距緊追在後。調查中也顯示超過五成的 MSN 使用者介於 20-29 歲之間，而 Yahoo! 

Messenger 的使用者則超過六成分布在 10-19 歲之間。（張德厚，2007，第二段）有鑑

於此數據與我們的觀察大致符合，更確立我們將在 MSN 和 Yahoo! Messenger 這兩大

即使通訊軟體選擇的因素上進行接下來的分析。 

我們將可能影響大學新鮮人改變使用即時通訊的因素，從焦點團體訪談的內容中，

大略將受訪者提出的概念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大方向，而焦點團體訪談內容會

在後續研究方法中另行說明。 

一、內在因素 

在進行相關研究之前，即觀察到大一新生在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選擇上，會因為

學長姐之類的人情因素而選擇使用 MSN，即便將此情境排除不特別強調人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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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學生就應該用 MSN」的印象仍深植人心。 

大一新生在心理層面形成此種強烈的印象，而從高中到大學這樣生命歷程的轉變，

也讓大一新生有著別於以往的追求。以下針對幾個焦點團體中所受訪者提出的相關概

念進行簡單說明，並在後續分析中詳加探討這些概念與大一新生選擇之關係。 

（一） 刻板印象（stereotype） 

刻板印象指對社會某一特定群體中的人強烈地過度類化的情形（Basow，1992；

劉秀娟、林明寬，1996）。當人們用既定刻板印象來判斷他人時，常因而犯了過度概化

的錯誤，忽略了個體間的差異。 

從另一方面來說，刻板印象可以說是種來自於對身分的認同與認定。 

Erikson（1950）以意識形態（ideology）形容這種認同的概念，認為社會塑造心理

機制，用以保護社會的共同身分，這種意識形態凌駕於個人，使個人身分涵蓋在集體

意識之中，因認同而感到安穩。 

認同理論（identification Theory）指出人們為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會有一種衝動

試圖去內在化和認同其所處環境的價值規範、習慣和重要人物的態度（Bloom，

2000） 。 

（二） 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日本廣島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喜多村和之認為國際化包含：本國文化對於不同國

家、民族、文化在認識和評價上予以承認、接受、理解和不同國家、民族、文化的人

民交際、交流、交涉的活性化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制度和認識上，以本國人相同

的立場，接受其融入自己的族群、組織（楊武勳，2008）。 

（三） 質感 （texture） 

質感是對物品質地的感覺，如粗糙、細滑、柔軟、堅硬等，又可分為透過實際接

觸物件產生的實在質感（actual texture）、透過螢幕或畫面呈現的擬態質感（simulated 

texture）以及由想像構成的虛構質感（invented texture）。 

在此將之引申為物品品質帶給使用者的感覺。而所謂的品質，就是適用，以及產

品滿足特定使用者需要的能力，越能滿足需求，被視為有越高的品質 （ Garvi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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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的影響在這裡代表著不同人對外界感知上的差異與不同感官需求。人的

視覺在其指揮系統－大腦支配下感受到顏色的同時，大腦會使問題複雜化使色彩的感

覺伴隨著一定生理、心理反應的產生，進而影響人的情緒和思想。 

一般說來黃色、橙色被用來刺激和吸引顧客的注意力，綠色和棕色則能引起自然

和清涼的感覺，而藍色則暗示著乾淨和寧靜或是精神上的穩定。 

（一） 介面（form of color） 

 在商業設計中，藍色給人極強的現代感，現在越來越多的高科技的展示會也會使

用藍色做背景，代表「高科技、高智慧」行業領域的習慣。暖色系的包裝、介面可強

化商品的份量和誇張程度。而冷色系在視覺上具有收縮、凝聚力，能集中視線關注力

以突出商品與眾不同的一面，也讓消費者較有「高貴、優越」的感覺。 

 以介面的色調來看，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設計出的介面色調將不相同，若以藍色、

綠色為版面主色調，可能較能讓人放鬆、精神穩定，使用時也可能會讓使用者產生一

種心理上較為成熟的感覺。反觀，若以紅、黃、橘等暖色系為主色調，可使介面較為

活潑，適合低年齡層使用者喜華麗、誇張設計的心理，並可能會讓使用者有更為愉快

的心情。 

 根據實驗心理學的研究，人隨著年齡上的變化，生理結構也發生變化，色彩所產

生的心理影響會跟著改變。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色彩喜好逐漸向複色過渡，向黑

色靠近。也就是說，年齡愈近成熟，所喜愛色彩愈傾向成熟。 

（二） 功能（function） 

 功能方面，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會得到較多使用者的肯定，其中不外乎「較

容易上手」、「功能符合使用族群需求」等要素。即時聊天以外的附加功能，絕對是使

用者的選擇因素之一，但若增加許多平常不會用到的功能，使介面更複雜，就較不易

為使用者所接受。另外，Pollster 波仕特線上市調提到，使用習慣也是影響因素之一，

假設一個介面的功能時常改變、更新，或是介面更新幅度過大，容易造成使用者的不

適應，而選擇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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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透過焦點團體訪談建立問題，將問題與相關文獻探討做連結，

再以問卷調查著手分析。 

一、焦點團體訪談 

在列問卷之前，先找五名大一新鮮人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企圖了解 Yahoo! 

Messenger 和 MSN 在這群八年級生的觀感和使用情況，表一是本次焦點團體訪談的名

單。 

 

表 1：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資料 

代號 性別 原居住地 有無住宿 何時接觸即時通訊軟體 1

甲 

 

男 台北市 無 小五 

乙 男 台北縣 無 小六 

丙 男 台北縣 無 國一 

丁 男 基隆市 無 國二 

戊 女 新竹縣 有 小六 

 

訪談內容大致分成「使用習慣」、「使用過程」與「使用形象」三個方向。以下將

以這三大部分簡述訪談內容：  

（一）使用習慣 

第一個部分著重在大家對於 MSN 的使用習性，問題包含「何時接觸 MSN」、「MSN

與 Yahoo! Messenger 的登入比例」和「朋友的重複性」。 

在「何時接觸 MSN」的問題中，只有甲是在國中時就有 MSN 帳號，其他四名皆

是在高中才接觸或有帳號。在得知 MSN 的途徑上，有四名訪問對象皆是透過年齡高

於自己的朋友或學長姐，只有丙是透過網路小說的情節敘述得知。 

在登入比例的調查中，只有丙和戊兩人目前是沒有在用 Yahoo! Messenger，其餘

                                                           
1
 最先接觸的即時通訊軟體均為 Yahoo! Messe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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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在開電腦時皆會同時登入。這兩名同學表示，再打一次帳號密碼過於麻煩，

以致於漸漸忘了要登入 Yahoo! Messenger。深究其原因，丙說：「即時通都國中的同學

阿，然後話題也不知道講什麼，簡單來說就是跟大學還有高中的同學比較有話聊。」

戊則說：「因為即時通上面的人 MSN 也有阿，所以就覺得沒有必要開即時通了。」 

（二）使用過程 

這部分針對受訪同學詢問兩種即時通訊軟體的差異，問題著重在內建的功能和使

用。 

在使用偏好上，五名大一新鮮人皆表示他們較喜歡使用 MSN 與同儕聊天，原因

除了介面漂亮外，MSN 的表情動畫和遊戲佔了相當重要的因素。進一步追問，五名受

訪者皆沒有玩過 Yahoo! Messenger 的遊戲，其中丁和戊認為並沒有達到社交的功能，

純粹是打發時間用途。在表情動畫方面，除了乙不常用表情動畫外，其餘四人皆喜歡

使用 MSN 的這個功能。至於為什麼較喜歡 MSN 而非 Yahoo! Messenger？甲說：「因

為雅虎即時通有一些噁心的會亂叫的，那個很吵，超吵的，MSN 的好多了。」 

由於有不少同學曾遇過帳號被盜，並且被當作病毒散布的窗口，所以也詢問受訪

者是否曾在這兩個軟體遇過類似事件。甲、乙、丁三人皆表示在Yahoo! Messenger較常

收到病毒訊息，但因為自己可判斷出來是病毒，所以並沒有中過毒。相反的，丙和戊

則認為MSN收到較多的病毒，戊也說：「有次有個病毒訊息跟我那個同學的口吻很像，

所以我就不小心點開了。」2

（三）使用形象 

 

這部分探討的問題著重在 Yahoo! Messenger 和 MSN 這兩個軟體予人的感覺，問

題涵蓋「軟體形象」以及「使用者形象」。 

前者除了詢問軟體形象，也比較了 Logo 和配色等問題。五名同學在這部分皆異口

同聲地表示 MSN 給人的形象較好，感覺清新俐落。Logo 的偏好上，甲、丁兩人較喜

歡 MSN 的小綠人，認為較國際化；乙認為 Yahoo! Messenger 的笑臉比較陽光；丙和

戊則覺得沒有差別。 

 在介面的配色上，五人皆喜歡 MSN 的配色，認為 MSN 較成熟且具有質感，Yahoo! 

Messenger 的配色較不好看。丙和丁甚至用大人和小孩比喻兩者，丙說：「Yahoo 比較

小學生，MSN 像大學生，感覺比較高級。」丁也說：「Yahoo 像國中生。」 

基於前面所述軟體形象差異，進一步追問是否會間接影響到使用者的印象。但相

                                                           
2 戊是在使用 MSN 的情形下碰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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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當在詢問是否因為「別人使用即時通而會產生較差的印象」時，五名同學皆認

為不會，他們認為這兩部分的形象是分開的。 

從訪談的結果發現，使用者多從使用 Yahoo! Messenger 轉而變成使用 MSN，和原

先所觀察到的相去不遠，多以高中到大學為分界。而此種轉變現象是否普遍在大一新

生身上發生，會再進一步從接下來的問卷中進行確認。 

二、 問卷調查 

 根據焦點團體訪談的結果並綜合接下來的文獻論述，製作成問卷，以期能

夠得到更多大一新生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與情形，來分析可能改變選擇即時通訊軟體的

因素。 

 問卷共計 29 題。主要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 Q1 到 Q8，詢問受試者相關基本

資料如性別、高中所在地、大學所在地、系級、使用習慣等資訊。看看是否可以從不

同類型的使用者身上看見不同的影響因素。 

 第二部分為 Q9 到 Q13，此部分在了解目前大一新生使用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

狀況，從這些題項中確認先前觀察到「大一新生使用者多半會從 Yahoo! Messenger 轉

而使用 MSN」的情形是否為真。並且在 Q13 設定一開放性問題，了解使用者選擇該

即時通訊軟體的原因。 

 第三部分為 Q14 到 Q29 題，此部分從焦點團體的訪談中擷取概念，比較 MSN 和

Yahoo! Messenger 的使用偏好，印證文獻中提到的可能因素。 

 我們採取網路問卷調查法，此方式節省問卷傳遞成本、縮短回收時間、降低因手

動輸入可能造成的錯誤（Solomon，2001；Shannon et al.，2002）。但此問卷並非隨機

抽樣，而是以滾雪球的方式和使用者自願填答的樣本來分析，此抽樣方法稍微影響了

樣本的代表性。 

肆、研究分析 

 網路問卷調查從 2009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止，共進行 12

天。回收 121 份問卷，120 份問卷為有效問卷，1 份問卷因有遺漏值，而為無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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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資料 

此問卷非隨機抽樣，滾雪球的方式和使用者自願填答造成樣本代表性有所不足。

但從中仍可發現一些現象，填答者多為女性，高達 68.6%，男女比例懸殊。根據蕃薯

藤最新十年網路趨勢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上網人口為女性，女多於男的結構已成趨

勢（陳一姍、彭漣漪，2009）。也從問卷自願填答的方式中，足見女性比起男性更喜愛

使用即時通訊，有較高的填答意願（古明泓，2004） 。 

 

表 2：問卷受試者背景資料 

問卷份數 121 份 

有效問卷 120 份 

性別 男：18 人 女：83 人 

高中所在地 
北部 

70 人 

中部 

15 人 

南部 

31 人 

東部 

1 人 

外島 

1 人 

其他 

2 人 

大學所在地 
北部 

117 人 

中部 

0 人 

南部 

0 人 

東部 

3 人 

外島 

0 人 

其他 

0 人 

開始使用電

腦年記 

幼稚園 

9 人 

國小 

103 人 

國中 

8 人 

高中 

0 人 

大學 

0 人 

使用電腦頻

率 

每天上 

99 人 

一週五次 

17 人 

一週三次 

4 人 

一週一次 

0 人 

一週一次以下 

0 人 

何時開始使

用 IM 

幼稚園 

0 人 

國小 

55 人 

國中 

54 人 

高中 

8 人 

大學 

3 人 

每天上網時

數 

十小時以上 

0 人 

五到十小時 

31 人 

三到五小時 

59 人 

三小時以內 

30 人 

 

 從使用電腦的習慣中可以發現，這群八年級生大多在國小就開始使用電腦且使用

頻率極高，也有很高的比例在國小就開始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可以說是在數位時代成

長和以網際網路為重心的 N 世代（Tapscott，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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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結果分析 

 在本問卷調查中，高達 93.39%的大一新生首次接觸的即時通訊軟體為

Yahoo! Messenger。有 89.26%的大一新生目前最常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為 MSN，其中

包含了 57.85%的大一新生是從大學開始最常使用 MSN，可以見得從高中到大學這個

階段，大一新生使用者多會從 Yahoo! Messenger 轉而使用 MSN。 

 而在「Q13 請問您改變最常使用之即時通訊軟體的原因為？」中我們發現，有 57

位受試者還是以「大家都在用」這樣的人情社交因素為由，且有 57.85%的大一新生兩

個即時通訊軟體上的好友清單不同，社群的轉變，讓這些使用者轉而使用 MSN。呼應

了魏碧梅（2004）研究發現，影響即時通訊使用的因素中，使用者大多處在以社會溝

通為主要目的之情境下，主觀規範沒有經過使用者太多心理層面的決策過程。 

 魏碧梅當時在研究中指出，各家即時通訊不相通，讓使用者必須重新建立連絡網

的論述。如今不互通的限制已消除，但多數大一新生使用者依舊趨向轉而使用 MSN，

是故我們仍試圖找出在此人情之外，其他可能影響大一新生選擇即時通訊軟體的因

素。 

 使用形象部分，MSN 和 Yahoo! Messenger 在使用者形象方面，結果都是沒有顯

著差異的，是故此因素可能對大一新生改變選擇的影響較小。 

 使用者針對的還是對即時通訊軟體本身的形象及介面和自身的關係，來選擇使用

何種即時通訊軟體。以下就從研究中觀察到的幾個方向分析之。 

（一） 內在因素 

1. 國際化 

訪談問卷中，有關國際化的題目有：「Q13 請問您改變最常使用之即時通訊軟體的

原因為？」此問題為開放性問題，其中有兩位改使用MSN的受試者指出，MSN較Yahoo! 

Messenger 國際化為其改變原因。 

 「Q22.我覺得 MSN 比 Yahoo! Messenger 國際化。」有 25.62%的人非常同意以及

49.59%的人同意，因此推論 MSN 感覺較為國際化是大一新生改變其所選擇之即時通

訊軟體的原因。 

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大一新生對於國際化程度的認知，在於接觸到外國人事物

的多寡。進入大學之後，大學生接觸國外的書籍、軟體等設備都明顯多於高中，出國

留學、遊學等想法也漸漸萌出，生活圈中的外國人也有漸漸增加之趨勢。 

 教育部統計，民國 97 年國際學生人數為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一人，相較起國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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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民國 96 年 6 月才由教育部修法全面開放招收外籍生。由此可見，大學中外籍生

人數應較高中多，且和外籍生之間有更多交流。大學生和國外的聯繫明顯高於高中生，

因此對於國際化也越來越重視。 

 教育部統計，民國 93 年之後高中生畢業繼續升學之升學率均破八成，近幾年來

甚至接近九成，工作對他們來講似乎有點遙遠。反觀大學生，《Cheers》雜誌公布之「2008

年大學調查」，各大學畢業生畢業三個月內投入職場比例達二至四成，其他尚有二成左

右延畢，因此可見大學生對於工作明顯比高中生接近。 

由於找工作的壓力漸漸逼近，大學生對於自身條件也開始重視，而國際化符合現

今企業徵才的要求，這也可以用以解釋大學生與高中生相較之下，更有對國際化的追

求。 

MSN 與 Yahoo! Messenger 比起來，光安裝程式就支援 48 種語言，而台灣的 Yahoo! 

Messenger 在安裝過程中並沒有可以更改語言的選項，而使用之後也沒有明確標示可以

更改語言處，因此我們認為台灣一般民眾平常所接觸到之 MSN 與 Yahoo! Messenger

相較起來，MSN 確實比 Yahoo! Messenger 較為國際化。 

MSN 有和 Facebook 等國際性交友平台結合，提供台灣學生與外國人交流機會，

相較之下和 Yahoo! Messenger 結合的無名小站就沒有這麼國際化。根據喜多村教授對

於國際化的定義，Facebook 提供本國大學生認識、接觸外國文化的機會，而此部分連

帶影響與其結合的 MSN 以及 Yahoo! Messenger 的國際化程度。  

使用外觀、感覺較為國際化的 MSN 會讓大一新鮮人感到較能與國際接軌，因此

我們認為，使用者對從高中到大學階段對國際化的認知與需求轉變後，是改變大一新

生從 Yahoo! Messenger 轉變到使用 MSN 的原因之一。 

2. 刻板印象 

焦點團體訪談中即出現 4 次「大學生就應該要用 MSN」，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對

「大學生就應該用 MSN」這個刻板印象應該也是即時通訊軟體使用者在上了大學之後，

從 Yahoo! Messenger 轉變到 MSN 的可能關連因素。 

在問卷之中，「Q13 請問您改變最常使用之即時通訊軟體的原因為？」此開放性問

題所回答的原因中，有 3 位受試者表示身為大學生就該使用 MSN，而在「Q25 我覺得

Yahoo! Messenger 是國中、國小生在用的，大學生應該要用 MSN。」這題中選擇非常

同意的即占 26.45%，同意的占 35.54%。 

因此推論有一部分大學生心中已經有一個刻板印象，即大學生就應該要使用 MSN

做為即時通訊軟體，其他都是小朋友在用的。 

而當這些受試者進入大學之後，由於自己也變成了刻板印象中的大學生，因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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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此刻板印象影響，進而開始使用 MSN。此現象呼應著身處環境與個人身分認同的

關係，環境改變，讓剛進入大學的新鮮人將使用 MSN 視為一種階段轉變的表徵，並

成為社會群體的身分認同，滿足在群體中的安全感。 

3. 質感 

如文獻探討中所說明的，在此將質感解釋為物品的品質帶給使用者的感覺，物品

品質越高，使用者的感覺就會越好，因而使用者就會覺得這個物品越有質感。而我們

所做問卷中有關質感的題目「Q23 我覺得 MSN 比 Yahoo! Messenger 有質感。」中有

31.4%的受試者表示非常同意，表示同意者也有 47.11%，由此我們推論質感亦是影響

使用者改變其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因素之一。 

高中生在上大學之前使用 MSN 的人普遍較少，所以無從比較。而在上了大學，

接觸 MSN 之後，由於感覺到質感好所以會更加深其使用 MSN 的動機，代替在大一新

生使用者心目中，相對來講質感較差的 Yahoo! Messenger。因此可以說，質感影響著

使用者選擇即時通訊軟體。當使用者使用了 MSN 之後，感覺到其質感比起 Yahoo! 

Messenger 較好，更加深其使用 MSN 之意願，所以質感主要是一個強化使用者使用動

機，以致改變即時通訊軟體選擇的效果。 

從大學生與高中生的生活型態來分析，Yahoo 奇摩民調中心於民國 95 年做的調查

之中發現，公立大學打工比例 40.6%、公立技職院校 28.6%、私立大學 34%、私立技

職院校 32%。而反觀高中生於民國 94 年做的統計高中職五專生打工比例只有 12.2%，

高中生只有 7.5%。 

由此點可見大學生比高中生有更多來自打工的收入，擁有更多自我運用金錢的空

間，這也間接影響大學生對於各類事物質感要求的提升，並延伸到生活中的各方面，

乃至於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 

根據 Erikson 提出的人格與社會發展階段論，十八歲約是青年期的結束，青年期的

特徵是容易迷失自我，不懂自己追求的是什麼。因此青年期的孩子會喜歡五花八門的

事物，喜歡新鮮感、多嘗試，同時也喜歡繽紛、華麗的感覺，且非常在意同儕對自己

的看法。 

 過了青年期後，從身分認同混淆的階段轉而開始有自我想法，會追求自我風格，

青年期的美感認知也會改變，改為喜歡有質感、高級的事物。 

 人格與社會發展階段論所指出的青年期到成年前期心理特徵發展，可以和下段中

所分析的外在因素加以連結，表明人在不同階段認知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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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在因素 

 問卷結果顯示，「Q15我覺得使用MSN和別人聊天比使用Yahoo! Messenger好。」

有 54.5％的使用者認為用 MSN 聊天比用 Yahoo! Messenger 方便，且「Q18 和 Yahoo! 

Messenger 比起來，我比較喜歡 MSN 上的表情符號以及動畫快遞。」有 61.9%的使用

者較喜歡 MSN 上的符號和動畫功能。 

1. 介面 

從二者的介面色調比較，MSN 以藍色、綠色為主，圖案較有立體感且去除表情，

雖然顯得較不生活化，但如同文獻分析所述，MSN 是較為沉穩內斂的，也讓使用者有

高貴、國際化的印象。 

另外根據焦點團體訪談所得，使用者認為 MSN 有較多外國使用者，因而對 MSN

有較為國際化的印象，也可能因此增加使用時的優越感。 

而 Yahoo! Messenger 以黃、紅色調為介面配色，並且是平面的笑臉圖形，雖讓人

感覺較親近、活潑外放，但也有不夠精緻的感覺，因此使用族群可能集中在高中以下

年齡層。 

這種使用者年齡層的分布，呼應前面實驗心理學所述，越高年齡層對顏色的喜好

從華麗的複色，轉而越往黑色靠近的成熟色彩。 

2. 功能 

 功能方面，「Q19 我覺得傳送訊息以外的功能 MSN 優於 Yahoo! Messenger。」有

53.7%的使用者認為傳送訊息以外的功能 MSN 是勝過 Yahoo! Messenger 的。 

 而根據訪談結果，大學生的使用族群除了傳送訊息外，使用最多的功能是視訊和

傳送檔案，多餘的功能對使用者並不會有加分效果，反而會影響使用的方便程度。 

 另外，如前面焦點團體中提到，有使用者認為Yahoo! Messenger的功能過於幼稚，

且可能因為使用者在國中時的使用行為，影響了他們的使用意願。 

 MSN 的介面色調讓人感覺較成熟，功能也走商務化、國際化路線，這些要素都

可能影響或改變他們的使用意願。 

 相較於高中，大學生的學習模式有更多合作的報告與討論，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

需求從原先情感導向往功能導向移動（魏碧梅，2004），而 MSN 提供的商務與國際化

的使用經驗，也就成為大學生轉而使用 MSN 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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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分析發現應屆大一新生，確實有從 Yahoo! Messenger 轉移到 MSN 的現象。在進

行相關因素的探討與分析後，歸納出兩大方向： 

其一，大學生使用者更偏重於功能取向，使用 MSN 的功能時，較不像高中時期

著重於聊天之用，有更多的時間是使用 MSN 來進行大學生活中各樣的會議討論、課

業與工作。他們認為 MSN 易於和國際接軌的介面與功能，較符合他們心目中所需要

的應用。 

其二，大學生在使用 MSN 後產生口碑效果，影響大一新生轉而使用。雖力圖排

除人情因素，但進大學後使用者口耳相傳，仍深深影響大一新生轉變使用。進一步觀

察，發現以下四點認知轉變，讓 MSN 的口碑對大一新生有影響： 

從高中到大學的階段後，對國際化的認知與需求有別於以往，這也連結到前面所

提的功能取向，此一心理認知層次轉變讓大一新生轉而選擇使用 MSN。 

「大學生就該用 MSN」的印象深植人心，此一刻板印象在每屆進入大學的新鮮人

身上不斷複製形成身分認同，使得大學生轉而使用 MSN。 

使用者對於質感的追求，在進入大學後使用者因為接觸 MSN 的機會變多，可和

Yahoo! Messenger 兩相對照，漸漸因此使用他們心中質感較好的 MSN。 

介面顏色不同，不同年齡使用者有不同的選擇偏好，而高中到大學算是成長的一

個轉捩點，藍綠色為主調的 MSN 因而成為大學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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