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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想了解電腦中介傳播情境中兩人關係發展的過程，並且進一步探討

線上關係如何發展，以及出現哪些阻礙。 目前為止鮮少見過以人際回饋的

角度探討線上關係發展的研究。本文利用持續回饋的傳播原理，結合線上

關係發展過程，歸納出線上回饋的定義以及線上回饋的策略與線上關係回

饋對於線上關係發展過程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交友網站使用者上網交友

動機主要有四：第一，好奇。第二，希望跟網友見面。第三，被線下朋友

拉到線上。第四，在網路上的自我呈現獲得網友肯定。關於線上回饋的樣

貌，本文發現當奇摩交友的個人網頁編輯完成，就代表網路上的自我呈現

完成。而線上關係的回饋，就出現在被他人觀看與觀看他人的自我呈現之

間。不過自我呈現完成後到接受到回饋的時間長短，則因各自的自我呈現

而不同。本研究從二十五位完成線上自我呈現的使用者中，整理出八種回

饋策略，分別是第一，禮貌性的回饋。第二，讚美性的回饋。第三，支持

性的回饋。第四，疑問性的回饋。第五，幫助性的回饋。第六，意見性的

回饋。第七，懲罰性的回饋。第八，不回饋。前六個策略能夠增進發展關

係﹔第一、第六、第七、和第八個策略可降低關係發展（禮貌性的回饋策

略與意見性的回饋策略可增進或降低關係發展）。至於線上回饋所形塑出

的線上關係發展階段可分為五種時期，並且相互交替出現：第一，自我呈

現﹔第二，搜尋或被搜尋﹔第三，疏離互動﹔第四，密集互動﹔第五，停

滯互動。  

摘

要

(英) 

This study aims to know how two people develop a relationship i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and what barriers are. It’s infrequent to find 

an on-line relationship study with an interpersonal feedback perspective, so far. 

Feedback as a principle of continued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onlin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for the definition, strategies, and effect of online 

relationship feedback. This study reveals four considerations people making friends 

online. They are curiousness, the desire of meeting friends, offline-friends inviting, 

and good self-presentation. Online relationship feedback needs two steps. First of all, 

users need to complete his/her own YAHOO! PERSONALS, and when the self-

presentation accomplished, users can browse other’s YAHOO! PERSONALS, and 

be browsed. T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online relationship feedback. But how long will 

users receive other’s feedback? That depends on the differences of individual self-

presentation. There are eight feedback strategies online. They are politeness, 

admiration, support, doubt, help, comment, correction, and no response. First six 

strategies can raise each other’s relationship, and the first, sixth, seventh, eighth 

strategy can decrease a relationship. Online relationship feedback can form five 

stages of online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They are self-presentation, browsing and 

browsed, coldly interactivity, frequent interactivity, and hold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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