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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現今科技快速變遷及網際網路蓬勃發展下，人類依賴網路完成生活中的大
小事。類比從前一句「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此刻改云「網路不
是萬能，但沒有網路是萬萬不能。」網路不僅提供學習、工作之便，且伴隨而生
的社群媒體也成為你我維繫感情、傳遞資訊的重要管道。
2017 年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學會（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調查 16-24
歲的青少年在常用社群媒體中，對其心理健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1)青少年
在社群發布內容時，會因為過度在乎同儕的眼光而產生焦慮：(2)花費過多時間
在社群媒體上，導致課業的退步與減少家人朋友的互動，甚至失去了許多睡眠時
間；(3)在使用社群媒體時，上傳的圖片通常會經過修飾、濾鏡，呈現完美的一
面，導致青少年過度擔心自己的臉蛋、身材不夠好，在身體意象造成偏差價值觀；
(4)社群媒體的匿名性，讓網路霸凌在社群上的發生時有所聞，除了影響青少年
身心健康，甚至可能讓青少年做出傷害自己生命的行為；(5)即使已經短暫離開
社群媒體，也會擔心這段時間是否錯過朋友的動態，或是錯過了那些原本可以參
加到的聚會，這種害怕錯過的狀態，也傷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 Young Health Movement, 2017）
。其中第五項所指「害怕錯過
的狀態」，便是近年來因為社群媒體的出現而被特別關注的一種「錯失恐懼症」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Przybylski et al, 2013）。

二、FoMO 現象及衍生問題
FoMO 也被翻譯為「錯失焦慮症」、「資訊遺漏恐懼感」、「恐懼錯過」、
「害怕錯過」或「擔心錯過」。近年來，生活周遭不乏看見許多人在搭乘交通工
具或吃飯時，常常低著頭不斷的快速滑動手機，亦或是邊走路甚至開車時使用，
比起自身安全更注重於社群媒體上的資訊，而這些人可能正在被錯失恐懼症所困
擾。其發生原因主要為個人透過社群媒體，即時的取得他人訊息，卻也不知不覺
養成了得知他人訊息的習慣，為了持續瞭解他人或社會狀況，從心理上保持與他
人或社會聯繫，因而不斷的提升使用社群媒體時間，反覆的查看社群媒體。換言
之，個體藉由強迫接收訊息以避免因害怕錯過而產生的焦慮及不安，即是當前青
少年普遍存在的 FoMO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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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FoMO 相關學術研究可追溯自 Przybylski 等人（2013）以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的觀點來探討錯失恐懼症的行為及相關因素，
包括：自主性（autonomy）、效能感（competence）及歸屬感（relatedness），並
發現高度 FoMO 傾向者，由於缺少能力（效能）、自主性（有意義的選擇）及
歸屬感（與他人的聯繫）的基本心理需求，會經常感到焦慮、自尊心低落以及自
覺不夠好，對於社交關係也比一般人敏感，因而出現高度的社交媒體參與行為，
期望藉以減少害怕失去無所不在聯繫的心理焦慮。
FoMO對於生活的各個層面皆會帶來相當程度的不利影響，尤在生理功能及
心理狀態上最為研究所重視，初步彙整過去發現分述如下：
(一) 易使生活失序：睡眠及飲食作息異常、學習及工作表現不佳
越是頻繁、持續性關注網路社群，且密集地刷新動態（如：為了確保自己參
與到朋友或同儕的各項活動及聚會）
，是 FoMO 普遍出現的行為（Przybylski et al.,,
2013）。嚴重者不僅會間接出現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及手機成癮症，亦因耗費大量
時間在社群媒體，導致睡眠時間大幅降低，睡眠品質隨之減損，因而產生失眠、
睡眠不足等症狀，且飲食方面也會同步出現障礙、失調等現象，進而影響其學習
表現或工作效率（Stead & Bibby, 2017）
。
(二) 形成負向自我概念：自我價值感低落、情緒及行為兩極化
FoMO 易使人產生沮喪、焦慮、不安等負向情感，且具有強烈的比較心態，
在一次次的比較當中，常常衍生出自尊心不足與自卑感（Stead & Bibby, 2017）。
由於深怕自己不被他人所需要，使其注意力大多放在自己是否與他人保持聯絡及
緊密關係（Oberst et al., 2017）
，情緒亦受到社群軟體的動態所牽引，因此 FoMO
者常會情緒化、神經質、過度敏感（Przybylski et al., 2013）
，致使行為也出現偏
差（如：酗酒、嘗試許多高危險性行為），進而將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
綜言之，過去研究一致指出，FoMO 對個人的情緒及生活滿意都帶來負面效
應。值得一提是，FoMO 對各年齡層所造成的影響程度皆不同，其中以對年輕世
代的青少年影響最為顯著（Oberst et al., 2017; Przybylski, 2013）
，亟須嚴加正視。

三、減少 FoMO 的可能策略
如前所述，社群媒體已成為青少年生活中重要一環，在每天使用社群媒體的
潛移默化中，對青少年的身心靈卻早已產生不利影響，是以如何減少此一現象的
發生，茲以 Przybylski 等人（2013）所提 FoMO 理論基礎，從自我決定觀點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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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可行對策，分述如下：
(一) 應用 APP 記錄觀察個人使用社群媒體情形
有鑑多數 FoMO 者為手機或網路成癮者，設計並提供一款 APP 協助個體自
主監控個人使用手機或社群媒體的情形，覺察 FoMO 可能造成的過度使用而衍
生出各種負面結果。採用科技方法了解自身問題，不僅符合青少年習性，亦可建
立合宜的使用習慣，藉以強化個人的自主性及效能感。
(二) 預留特定時段查看社群媒體，其餘時間則遠離
隨時注意社交媒體是 FoMO 的罪魁禍首，因此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時間越
少，便可逐步降低依賴性。因此，可以將一天中的某個時間空出來檢查所有社群
媒體，將此作為一天當中唯一的時間來涉入其中。另方面，亦可搭配運用協助時
間管理的 APP 功能並設定使用時間的限制，隨時提醒青少年自己才是人生主角，
低頭看手機或有必要，但更別忘了常常抬頭看看眼前的真實世界，藉以強化個人
的自主性及效態感。
(三) 協助發展及連結個人在現實社會的支持網絡
當個人能夠獲得來自現實社會的人際支持時，甚少會有 FoMO 現象，是以
奠基於人與人之間真實的互動和接觸，應是有效降低 FoMO 的不二法門。因此，
學校宜定期或不定期舉辦班級座談及心理衛生講座，協助青少年擁抱現實社會，
並教導如何獲得現實社會的人際支持，透過團體活動、參與討論等設計，協助青
少年體驗面對面交流的重要性，使其花費時間與周遭他人創造真實互動的經驗，
建立有效的人際支持網絡，在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之間取得平衡，藉以強化個人
的歸屬感。

四、結語
FoMO 並非一種新的現象，而是現今社會比以往擁有更多媒介，進而助長了
此種擔憂。隨著網路與行動裝置的普及率提升與進步，以及青少年對於社群媒體
的高度依賴下，FoMO 已然是一項值得關注的議題。已有許多研究證實，FoMO
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以如何有效協助及介入，乃是未來教育相關工作需
要更加努力的方向，避免 FoMO 對青少年所造成的可能危機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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