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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手冊為教育部「各級學校網路成癮學生個案輔導作業流程及輔導資源手冊」之

大學版，旨在呈現大學層級學校處理網路成癮學生之三級輔導作業流程及可參考之相

關輔導資源。由於大學輔導工作之直接心理諮商服務人力以獲得執照之心理師為主，

本書即以此為主要之論述架構，以闡明大學如何進行網路成癮防治與輔導工作之整體

內涵與實務運作方式。本書之內容包含目錄、表次、圖次，以及共分五篇與十章之內

容，包括：第一篇、總論：第一章、網路成癮概論；第二章、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

次預防模式；第二篇、發展性輔導：第三章、健康促進，第四章、初級預防；第三

篇、介入性輔導：第五章、預警制度，第六章、次級預防；第四篇、處遇性輔導：第

七章、三級預防層次；第五篇、網路成癮相關輔導資源：第八章、相關專業資源，第

九章、專家資料庫，第十章、相關資訊。第一篇之內容旨在提供對學生網路成癮問題

處理之理論基礎，以及建基於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之學校網路成癮學生三級輔導作業

流程；第二篇至第四篇則分別就三級輔導作業流程：發展性、預防性與處遇性輔導之

處理重點一一加以敘明；第五篇則針對網路成癮相關輔導資源加以羅列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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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總論 

 

第一章、網路成癮概論 

  本章將就何謂網路成癮、網路成癮的現況，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節、何謂網路成癮 

根據國發會歷年「個人/家戶數位機會(落差)調查」報告， 我國 12 歲以上民眾的上網率，從 

95 年的 64.4%逐年成長至 105 年的 79.7%，十年來增加了 15.3 個百分點；無線或行動上網的普

及率也從 99 年的 37.6%增至 73.1%，六年增加 35.5 個百分點（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隨著

網路的使用普及，越來越多人使用網路，網路使用在生活中已成了普遍的常態。網路具有雙重的社

會特性，它不但是一種新的溝通媒介，也是一個活動場域，網路使用已經成為多數人日常生活中的

經驗或現象，而網路成癮則為網路使用普及後的負面影響。 

網路成癮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 Goldberg(1995)在網路上提出「網路成癮失調症」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DA)，認為過度的電腦網路使用，使得個人在網路使用的適應發

生問題，造成個人職業、學業、社交、工作、家庭生活、財務、心理與生理功能之負向影響。 

研究網路成癮的著名學者 Young(1996)則認為，網路成癮是無法控制使用網路的衝動，所表現

出來的一種網路使用失常行為。網路成癮除了被美國心理學會認定有學術上的研究價值(Schuman, 

1997)之外，其實更重要的是負面影響的實務因應之道。 

對於網路成癮的定義，學術研究上仍然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因為每個人使用網路的原因

各有不同，像是因課業或工作需求而需使用到網路、或者是純粹上網進行休閒娛樂，亦或者是透過

網路來購買商品等，因此要達到網路成癮的標準，除了需要瞭解使用者在使用網路的時間長短之

外，尚須考慮其使用的目的以及對生活各層面的造成的負面影響等因素。 

由於網路成癮問題在社會大眾、學術界與助人專業界持續關注與探討的情況下，此一問題的各

個面向也漸次被了解，網路成癮問題的類型依網路的使用內容加以區分，可分為五大類(Young, 

1999)：（一）網路之性成癮：深受網路上與性相關的網頁內容所吸引，或沉溺於基於網路所引發之

情色活動之中；（二）網路之關係成癮：沉溺於網路上的人際關係活動之中；（三）網路之強迫行

為：包括沉溺於網路遊戲、網路賭博、網路購物與交易等活動；（四）網路之資訊超載：沉溺於網

路資訊的搜索與收集之活動；與（五）網路之電腦成癮：沉溺於與網路有關之電腦操作與探求之活

動。五類成癮問題的強度不一，但以網路強迫行為的問題最為嚴重，其中更以網路遊戲成癮問題最

受到關切，而在實務經驗上也顯示，網路成癮當事人的成癮行為有可能會橫跨兩類以上（王智弘，

2009a）。 

網路成癮者通常會出現的核心症狀與負面影響包括（柯志鴻，2003；陳淑惠，2003；Goldberg, 

1996; Griffiths, 2000）：（一）強迫性：不能克制上網的衝動；（二）戒斷性：不能上網時出現

了身心症狀；（三）耐受性：上網的慾望越來越不能滿足，所需上網時間越來越長；（四）在相關

問題上也出現了狀況：比如在 1.人際問題；2.健康問題；與 3.時間管理問題上都受到負面的影響，

而造成人際孤立、身體受損、失學與失業等問題。當發現有上述的症狀與問題發生，可進一步運用

評量工具或診斷標準加以確認（王智弘，2009a），並尋求助人專業人員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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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研究與探討之後，網路成癮是否要被列為精神疾病的一種，一直是助人專業界討論而

未有共識的議題，直到 201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所發表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五版終於開始納入網路成癮

相關的症狀於診斷手冊的第三區(Section III)之中，也就是屬於新興的測量與模型，這一區所納入

的精神疾病尚未是正式病名，而被認為是仍需進一步研究加以確認的新興病名，網路成癮先是被成

為「網路使用疾患」（Internet Use Disorder, IUD）(APA, 2012)，後又改為「網路遊戲疾患」

（Internet Gaming Disorder, IGD），其定義為持續和反覆的使用網際網路，以經常與其他玩家

(other players)投入遊戲，導致臨床上重大的損傷或憂慮，在 12個月期間出現以下五項（或更

多）：(1)熱衷於網路遊戲；(2)當網路遊戲中斷時出現戒斷症狀，這些症狀典型的描述如：躁動

(irritablity)、焦慮(anxiety)或沮喪 (sadness)，但無藥理性戒斷的生理症狀；(3)耐受性

(tolerance)─花費更多的時間在網路遊戲上；(4)反覆努力想要控制或停止網路遊戲使用卻徒勞無

功；(5)因為網路遊戲的使用，失去過往的生活常規或休閒興趣；(6)明知過度使用網路遊戲會產生

心理社會問題(psychosocial problems)，仍然繼續使用。(7)對家人、治療師或其他人欺瞞自己 使

用網際網路遊戲的情況；(8)常使用網路遊戲來逃避或紓解低落的情緒；(9)因為網路遊戲的過度使

用而危及或失去重要人際關係、職業、學業或 生涯機會等（引自台灣精神醫學會，2013）。雖然美

國精神醫學會這樣的診斷命名，因為無法涵蓋除了網路遊戲成癮之外的其他網路成癮類型，因此被

視為過於保守與狹窄，但是，仍是可以達到提醒助人專業人員與社會大眾去重視網路成癮問題與其

可能危害的功能。也就是說網路成癮的問題不僅是已受到學術研究上的重視，更重要的是應該關注

其可能造成網路使用者在學習、工作、生活與健康等各層面的負面影響，並被視為可能是一種新型

的精神疾病。 

 

第二節、網路成癮的現況 

一般來說，各國網路成癮的人數比例，目前約在 6-17%之間（柯志鴻，2004，2005），就台灣校

園過去的研究調查資料來看，國中生曾測出為 7.5%（柯志鴻，2004），高職曾測出為 13.9%（李佳

蓁，2005），大學曾測出為 10.3%（林旻沛，2003）、15.3%（Lin, Ko, & Wu, 2011），但在教育

部官方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嚴文廷，2010）：國小四到六年級的網路成癮高危險群，佔 20.4%；

國中學生佔 23.7%；高中職佔 32.3%，成癮狀況比以往更加嚴重。就大陸的調查資料來看，青少年約

為 13%（岳曉東、應力、嚴飛，2006），但韓國漢陽大學接受政府經費支持的三年期調查研究卻指

出，韓國十八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中，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人有網路成癮的風險（The New York 

Times, 2007）。就由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王智弘與劉淑慧、台灣大學心理系陳淑惠、高雄

醫學大學柯志鴻、台中科技大學楊淳斐及博碩士班研究生所成立的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之

調查所得（王智弘等，2011，2012；施映竹，2011；陳慧苓，2011；楊淳斐，2014）：台灣的國小

三到六年級網路成癮者約佔 18.8%；七到十二年級的國、高中學生則約佔 20.2%(以上是以陳氏網路

成癮量表 64分為切分點)、大學生則約為 20.3%(以陳氏網路成癮量表 68分為切分點，若以 64為切

分點則為 29.6%)，由於調查工具與認定標準的不同，因此結果有所差異，但是都提醒我們，青少年

網路成癮問題確實不可加以小看或掉以輕心。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試圖突破研究技術的限制，以第三者評量技術，編製「陳氏網路

成癮量表」家長版，全球首次對國小低年級學童的主要照顧者進行測量：以推估出小學低年級可能

有網路成癮問題孩子的估計比率，小學一年級可能為 3.03％，小學二年級可能為 16.22%（林靑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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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林青穎、王智弘、陳淑惠、劉淑慧、柯志鴻，2015；張翠芬，2012）。因受第三者評量為間

接評量技術會有偏誤，且家長與主要照顧者可能有過份憂慮孩子問題而有高估現象，接受評量的研

究參與者亦僅為 164 位，是屬於初探性之研究，此等結果僅能供未來研究的參考，尚不能反應完整

的真實狀況。但是可以觀察到國小低年級學生的網路成癮已是該擔心的問題，小ㄧ升小二更是預防

網路成癮問題的關鍵時刻。 

在絕大部份的調查研究報告中都指出，男性學生的網路成癮情形較女性學生嚴重，無論在小學

（施映竹，2011；許仲毅，2007；劉文尚，2003）、國中（陳慧苓，2011；傅義婷，2007；鄭淳

憶，2005；廖思涵，2005）、高中職（李佳蓁，2005；陳慧苓，2011；盧麗卉，2002；韓佩凌，

2000）或大學（王智弘，2012；楊正誠，2003；楊淳斐，2014；蕭銘鈞，1997；Lin et al., 

2011）都是如此。而且自小學以至大學階段，似乎就學階段越高者其網路沈迷問題有越嚴重之傾向

（陳冠名，2004；嚴文廷，2010）。值得加以注意。 

由於網路成癮問題對各級學校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確實值得加以重視，而上述的相關研究結果

也指出網路成癮的問題需要學校與家長共同加以瞭解與因應，因此，面對學生網路成癮問題的輔

導，學校與家長是需要一起分工合作的重要角色，比如在學校層面，必須發揮發展性輔導、介入性

輔導與處遇性輔導的三級輔導功能，以進行健康促進層次的網路健康教育、初級預防層次的網路成

癮問題宣導、預警制度層次可能需要關注學生的通報，次級預防層次的輔導介入與三級預防層次的

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處遇等，透過教師、同學在班上的觀察、家長在家中的注意、學校所有各處室

的問題發現與關注，我們可以早期發現需要被協助的學生，而適時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協助。 

本手冊的功能即在提供對網路成癮的問題成因與輔導策略的認識與了解，並透過「網路成癮三

級輔導五層次工作模式」作業流程與分工內容的介紹，以說明學校如何善用社區的相關資源，並與

與家長合作以對學生網路成癮問題有適切的預防與因應之道。 

 

第三節、網路成癮的可能成因分析 

一、 造成網路成癮的網路基本社會特性 

網路成癮行為的造成有其網路環境的特性，由於網際網路有溝通媒介與活動場域的雙重社會特

性（王智弘，2004），人們可以透過網路來互相溝通，更可以透過網路來進行交友與進行各項具備

實質影響力的活動，因此，網路世界的溝通較實體世界增加了更豐富的多元風貌與較難預知的特

性；而其超越國界的網路聯結以及所具備的虛擬性特質，更使得要透過具體的倫理守則與法律規定

而對網路行為加以規範，遠較實體世界為困難（王智弘、楊淳斐，2001a）。因此，網路世界除了會

重現實體世界的問題之外，有新增新了許多前所未有而特屬於網路世界的問題，這也使得網路世界

的行為問題更顯得複雜而不易處理（王智弘，2005b），網路成癮問題即在此等社會場域中孕育而

生，而網路成癮行為的造成除與網路環境的社會特性有關之外，更與網路環境的心理特性有關。 

二、造成網路成癮的網路基本心理特性 

網路環境有其特殊的心理特性：匿名性、虛擬性、方便性與跳脫性等特性（王智弘，2004；李

偉斌、陳慶福、王智弘，2008），此等特性造就了網路上的特殊行為表現。而此等基本心理特質則

與網路成癮行為的養成有重要的關聯。 

就網路之匿名性而言，網路使用者可以隱藏自己身分與個人資料，而增加其表達自我的安全

性，因此願意有較高的自我揭露（李美枝，2001；吳姝蒨，1999），也就是說，有一些沒有告訴家

人與同學的私密內容卻反而會告訴網友；此外，由於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較低的緣故，

也就是面對面的直接互動性較為不足，較易於形成逆向的月暈效應，也就是與傳統由對生理特質的

觀察去推測心理特質的方向剛好相反，因為網路上以文字溝通並未見面，反而藉由互動的過程所感

受到的心理特質去推測其生理特質，這樣可能會易於美化或高估對方；也可能會因對方未見過真實

的自己，而有自覺因是匿名不需負責的安全感，因此降低了個人的責任感或自陳內容的真實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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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情感投射與幻想的可能性（王智弘，2005a；李美枝，2001）。匿名性亦有可能造成去社會化

（比較不禮貌）、去個人化（比較不負責）的溝通情境，而引發網路退回（internet regression, 

Holland, 1998，即在網路上表現出之心理退回現象或原始本性：包括具攻擊性、性的慾望呈現與過

分慷慨）或恣意行為（uninhibited behavior，吳筱玫，2003；Kiesler, Zubrow,Moses, & 

Geller,1985）－也就是行為較不自我約束（或稱為去抑制化）的可能性。因此，其結果就是，性與

暴力特別容易充斥在網路上。 

次就網路之虛擬性而言，網路的虛擬特質提供了當事人角色扮演的可能性，網路虛擬團體或虛

擬社群、以及網路線上遊戲等都是其中典型的形態之一。網路之虛擬性提供上網者擴大人際網絡的

可能性（吳姝蒨，1999），並由於能提供一種低社交焦慮的人際互動環境，而有利於上網者社交技

巧的發展（郭欣怡，1998），網路虛擬社群的參與所提供的社會支持機制，則有利於上網者多元自

我的建立與整合（林以正，2003），亦即網路虛擬特質的可能正向效應是提供了一個發展多元自我

與人際關係的場域。不過，網路之虛擬特質所帶來的負向效應亦不可等閒視之，由於過於投入與認

同網路上所扮演的角色，而造成網路角色扮演行為或網路角色扮演遊戲的代價是造成真實與虛擬間

的混淆或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問題的可能（吳筱玫，2003；曾懷瑩，2001；陳淑惠，

1998a，1998b，1999，2003；Suler, 1999; Young, 1996a; 1996b; Wallace, 1999）。  

就網路的方便性而言，網路使用的方便性包括了(李偉斌、王智弘、陳慶福，2002)：（一）上

網環境之方便性，家中、學校、公共場所、網咖、甚至無線通訊等皆可上網；（二）工具使用之方

便性，網路上有許多工具，以提供我們從事工作、學習、生活與娛樂等活動的方便性；（三）滿足

需求之方便性，網路很方便的滿足了上網者有關性、人際親和、成就感、自主與創造變異等方面的

需求（楊佳幸，2001）。網路的方便性使網路使用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戚國雄，1998）或

近用（access，吳筱玫，2003）性增加，並且增強了民眾使用網路的動機，也增加了過度使用網路

的可能性，也就是方便造成了隨便，網路使用就難以節制。 

最後就有關網路的跳脫性而言，網路的跳脫性包括超文本（hypertext）的跳脫性與文字使用的

跳脫性（李偉斌、王智弘、陳慶福，2002），超文本的跳脫性使得網路資訊的連結非常容易，使得

網路上資訊的提供不受限於線性的結構，而能多元活潑的串聯與引用網路上的文字或多媒體的資

訊，提供給網友前所未有的豐富訊息，文字使用的跳脫性造就了俗稱火星文或注音文等網路文字型

式，使文字使用的多樣性表現是前所未有的局面(王智弘，2005c)。因此，網路溝通內容與型式的多

元性可說是現代生活的一種人際新風貌。不過，網路之跳脫性亦可能造成網友易生思考跳躍或不易

專注的現象，或者易於在網路上沉溺與迷失，多視窗的閱覽習慣，使網友在網網相連中可能越走越

遠，迷失了上網的目標，把現實生活中的工作與任務置之腦後，曠日費時，徒讓時間空流轉。 

三、造成網路成癮的個人心理因素（現實生活的推力） 

網路成癮問題的產生，除了與前述之網路基本心理特質有關，更涉及其他的心理因素，主要包

括兩個層面（王智弘，2005c）：一是個人心理層面，一是網路心理層面。 

造成網路成癮問題有其個人心理層面因素，包括（王智弘，2009a；白育甄，2003；邱聖玲，

2003；柯志鴻，2003，2004，2005；陳冠名，2004；陳淑惠，2003；黃一玲，2001；楊正誠，

2003；盧麗卉，2002；戴秀津，2002；顏如佑，2004；韓佩凌，2000；Ko, Yen, Yen, Lin, & Yang, 

2007; Yen, Ko, Yen, Wu, & Yang, 2007）：1.網路成為生活問題的避難所：網路可能成為逃避下

述生活問題的臨時避難所，包括：(1)缺乏自尊；(2)缺乏社會支持或情感寄託，或是人際衝突；(3)

家庭功能不佳；(4)課業或工作挫折；(5)生活無聊。亦即有此等問題的當事人是較可能成為網路成

癮的高危險群；2.其他的心理問題：有網路成癮問題的當事人亦可能合併有其他的心理問題，比如

不良的心理狀態：神經質、憂鬱與焦慮等情緒狀態，或是 3.甚至可能連帶有精神疾病的症狀：比如

躁鬱症、憂鬱症、過動及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社交恐懼症、精神分裂症與人格違常等。亦即現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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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問題的逃避、個人心理問題的合併發生，可能產生網路成癮行為背後的現實心理問題。此為造成

網路成癮的個人心理因素，也就是現實生活的推力。 

其中，所謂現實生活的推力正是造成學生網路成癮的重要心理因素，若不計精神疾病問題，這

些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稱之為網路成癮的心理危險因子（王智弘等，2010；Chan et al, 

2010），為研究此等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曾就台灣先前的網路成

癮研究透過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s)研究方法進行文獻分析，先收集國內已有之網路沉迷

與網路成癮研究共得 193 篇，次依第一階段篩選標準篩選出實徵研究 73 篇，再將研究中所納入的變

項依其特質之相近性加以歸為 16 類，再依第二階段篩選標準篩選出七個危險因子，包括低自尊、同

儕疏離、家庭功能不佳、課業壓力、神經質、憂鬱、社交焦慮等七個因子，再經網路成癮臨床與實

務專家之建議納入無聊感，至此共得八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王智弘等，2011；施映竹，2011；陳

慧苓，2011）： 1.缺乏自尊；2.同儕疏離；3.家庭功能不佳；4.課業壓力；5.無聊感；6.神經質；

7.憂鬱；8.社交焦慮等。其中的課業壓力因子，又特別會對學業低成就學生產生影響（陳慧苓，

2011），因此，以課業挫折稱之更為真確。造成網路成癮的心理危險因子除此八項之外，又增加 9.

敵意與 10.衝動控制不良兩項（王智弘，2016；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共十項（王智弘，2016；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使心理危險因子的涵蓋面更為完整 。            

四、增強網路成癮行為的網路心理因素（網路經驗的吸力） 

造成網路成癮的可能成因除個人心理因素之外，另有所謂的網路心理因素，有關網路成癮的網

路心理因素，主要是採用行為主義的觀點加以詮釋，相關因素包括（白育甄，2003；邱聖玲，

2003；柯志鴻，2003，2005；陳淑惠，2003）：（一）同步空間的立即回饋：隨時隨地上網幾乎都

可以得到網友的立即回應；（二）連續增強與間歇增強：上網的經驗可能得到立即的情緒需求滿足

而使上網行為得到增強，更包括有機會能夠名（角色與等級）利（金錢收入）雙收；（三）匿名化

身的挫折與喜悅：不同的角色扮演帶來多元而複雜的難忘經驗；（四）網路情色與暴力的致命吸引

力：其中特別是網路遊戲中的角色情節與影像聲光所引發的新鮮感與感官刺激尤為強烈，所引發的

強大吸引力；（五）網路滿足網友現實生活所不易獲得的心理期待：滿足成就感、掌控感、歸屬感

與虛擬名聲：網路提供了滿足其正向自我意象的可能性，特別是此可能是其在現實生活所不易獲得

的心理需求滿足感；整體而言，網友上網時所能感受的特殊經驗，包括上網時的網友立即回應、持

續性或間歇性得到行為增強的經驗、匿名與模糊情境的幻想空間、性與暴力的感官刺激經驗、以及

現實生活無法滿足的心理期待，是強化了網路成癮行為的重要心理機轉（王智弘，2005b），也就是

網路經驗的吸力，此為造成網路成癮的網路心理因素。 

而有關網絡成癮是否有大腦認知神經機轉的生理反應的問題，根據柯志鴻（2009）的研究顯

示，在網路遊戲圖片的誘發下，網路遊戲成癮大學生在功能性核磁造影的圖像顯示，腦部出現活化

反應的位置與物質依賴者誘發渴求之位置一致，顯示網路成癮可能具有與物質依賴類似之腦神經機

轉，而在線索誘發渴求（cue induced craving）或注意力偏誤（attention bias）上造成強烈的制

約反應而引發成癮的行為，但研究同時指出網路遊戲成癮大學生並未出現有物質依賴者所呈現的認

知能力(如決策分析或反應抑制)缺損的問題，因此，網路成癮者有可能出現衝動控制上的問題，但

未發現對認知能力有負面影響。雖此等研究結果有待後續研究加以跟進確認，但就此等結果而言，

可初步理解網路成癮問題在未造成網路成癮者認知缺陷之情況下，若要對網路成癮者提供教育與諮

商協助應是可發揮積極的正向功能的。而針對網路成癮若被視為一種行為成癮，那去探討造成網路

成癮的行為機轉則有相當的必要，我們可由此了解網路成癮的形成脈絡並由之探討協助當事人脫離

成癮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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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成癮的解釋模式與脫離成癮的原因 

為了解網路成癮的形成脈絡，不少學者提出有關網路成癮的解釋模式，較重要的說法包括（王

智弘，2009a）： 

（一）網路沉迷強化循環模式 

陳淑惠（2003）提出網路沉迷的強化循環模式，指出網路使用者遇挫折壓力或覺得心煩

時，若網路易於取得，則會選擇上網，一上網則不舒服的感覺暫時得到消退，進而得到放鬆

與愉悅的經驗，形成一種增強作用，促成再上網，但因上網而影響人際、課業或工作，則可

能產生罪惡感，而罪惡感可能導致壓力與心煩，若無其它解決之道，則又可能易於取得的網

路來減輕壓力，由此，形成了惡性的循環，假以時日，惡性循環將越來越自動化與穩固，而

不可自拔。此一病理模式可說明現實生活的推力與網路經驗的吸力如何形成網路成癮的病態

行為，至於如何能夠脫離成癮的原因則需進一步加以探討。 

（二）網路成癮三階段模式 

從實務經驗加以觀察，雖然一樣使用網路，有人會成癮有人卻能夠脫身，為此，

Grohol(2005)提出的解釋模式是：網路使用者在遭遇新的網路活動時會經歷三個階段：第一

個階段是著迷（Enchantment, Obesession）：投入大量時間以探索與適應新的網路活動；第

二個階段是醒悟（Disillusionment, Avoidance）：隨著熟悉與適應網路活動，使用量逐漸

降低；第三階段是平衡（Balance, Normal）：能夠以合宜與正常的時間使用網路活動，他認

為大多數的人可都可以發展到第三階段，而少數人則會停滯在第一階段而需要他人的協助。

此等模式可說明未必人人會成癮以及許多人在無外力協助下也能自行脫離成癮，可是卻不能

說明為何有不少人不能脫離成癮的原因，無法解釋為何許多已熟悉與適應網路活動之網路使

用者或網路遊戲玩家卻無法自行醒悟，進而發展至平衡的第三階段，於此，Grohol 所描述的

發展階段並未能就影響網路成癮的個人心理因素議題加以闡明，例如白育甄（2003）的訪談

研究指出，網路成癮者初期會經歷被網路吸引、中期會遭遇網路有成就感與歸屬感但現實生

活卻脫序的兩難情境，而後期則面臨已萌生退意卻無法割捨的掙扎，以終至最後在面對重大

生活改變的衝擊後回歸現實，其中之階段發展（或稱心路歷程）顯較 Grohol 所言者為複雜。 

可見針對網路成癮的解釋模式，不能忽視相關的心理因素（或影響力），包括現實生活

推力與網路經驗吸力之影響、及其間可能涉及的病理模式（陳淑惠，2003）等因素，均需納

入考慮，方能周全。亦即當遭遇到網路活動的吸引力（網路經驗的吸力）較小、情緒壓力

（現實生活的推力）較小且處理能力較佳的網路使用者，雖有機會接觸到網路活動，仍較能

夠發展至平衡的第三階段，反之則較為困難而易於成癮。 

（三）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 

從實徵研究觀之，網路成癮者自述能夠脫離成癮的原因包括：上網已不能再滿足需求(成

就感、賺錢、交友、新鮮刺激感與挑戰感等)、有外力介入(包括帳號被盜、被關、網路人際

衝突、遊戲規則改變)以及生涯壓力(升學考將至)等（邱聖玲，2003；鍾筑凡，2010）；或是

其遭遇發生重大事件或改變，其嚴重性足以轉移成癮者的注意力（白育甄，2003；鍾筑凡，

2010）等。亦即能夠脫離網路成癮的主要原因在於外在力量的變化，同時引發內在力量的調

整所致。將上述的相關研究與模式加以統整，並佐以實務經驗的考慮，可得網路成癮的可能

解釋模式與脫離成癮原因的脈絡如下（王智弘，2008e）： 

1.網路成癮的脈絡：遭遇生活問題的情緒壓力（現實生活的推力）→方便取得網路以接觸網

路活動（接觸網路的機會）→暫時得到情緒紓解與愉快經驗（網路經驗的吸力）→增強上

網行為→生活問題仍舊存在或惡化（同時可能引發逃避問題的罪惡感），情緒壓力再次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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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現實生活的推力）＋再次接觸網路活動的欲望（網路經驗的吸力）→方便取得網路以

接觸網路活動（接觸網路的機會）→持續重覆上網行為（著迷） 

2.脫離成癮的脈絡：持續降低上網行為（醒悟）←生活問題的情緒壓力（現實生活的推力）

降低＋情緒紓解與愉快經驗（網路經驗的吸力）降低＋自我的覺察力（自我調適的拉力）

＋現實生活情境的重大改變：不方便取得網路、替代性其他活動與生活上發生重大事件與

改變（現實生活的拉力）＋重要他人與專業人員的協助（他人協助的拉力） 

簡而言之，就前述「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而言，脫離網路成癮的關鍵因素即在降

低現實生活的推力與網路經驗的吸力，而增強自我調適的拉力、現實生活的拉力與他人協助的拉

力，可以圖一表示(王智弘，2016)，由圖一與上述的「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我們可

進一步由過去之實務經驗與相關實徵研究所得資料以推導出圖二之「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

圖」。 

 
圖一。網路成癮推力與吸力脈絡圖，上為現實生活的推力，下為網路經驗的吸力。 

 

 

 
圖二。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圖，脫離網路成癮的關鍵因素即在降低現實生活的推力與網路

經驗的吸力。引自陳慧苓（2011），青少年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初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

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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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成癮評估模組 

就上述「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圖」所示之現實生活的推力，主要就是網路成癮

心理危險因子，為評估此一危險因子，以期收到針對網路成癮當事人的問題狀況與成因加以

評估，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即嘗試透過「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尋求評估此

八大危險因子的適切方法，其經由選取可分別評量上述低自尊、同儕疏離、家庭功能不佳、

課業壓力、無聊感、神經質、憂鬱、社交焦慮等八種危險因子之八種心理評量工具，採用包

括「Rosenberg自尊量表」、「真實人際互動問卷」、「家庭關懷指數量表」、「壓力經驗與

感知量表」、「無聊傾向量表短版」、「性格自評量表」、「CES-D憂鬱量表」及「社交互動

焦慮量表」等，取其全量表、分量表或部份題項再加上「陳氏網路成癮量表」以組成「網路

成癮評估模組」（王智弘等，2010，2011；陳慧苓，2011；施映竹，2011；楊淳斐，

2014），就該團隊目前之研究結果觀之，在「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中所評估的八大危險因子

(除中學生在課業壓力危險因子之表現外)均直接與網路成癮顯著相關，課業壓力可能在連帶

有學業低成就時（也就是產生課業挫折時）較會與網路成癮發生顯著關聯，其與網路成癮的

關係較為迂迴。應用此一「網路成癮評估模組」有助於助人專業人員進行初步評估以快速找

出導致當事人網路成癮的可能原因，而有利於後續諮商輔導工作之進行。 

惟上述「網路成癮評估模組」因有九個分量表，共 114題，題數較多，量表取得授權也不

易，因此，考慮在實務使用時施測的方便性，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於是進一步研究

建構一個可方便使用，於實務上可具有快篩功能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王智弘，2016)。 

六、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在完成「網路成癮評估模組」的一系列研究之後，在考慮實務使

用的方便性上，進一步建構了一個具有快篩功能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可提供快速篩檢

與了解當事人網路成癮成因的功能，因此，研究團隊就上述「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中八個危險因子

分量表中，以台灣大學生網路成癮盛行率調查的資料（楊淳斐，2014），依「1.社交焦慮」、「2.

憂鬱」、「3.無聊感」、「4.低自尊」、「5.神經質」、「6.課業或工作壓力」、「7.家庭關係不

佳」、「8.同儕關係不佳」各取出對網路成癮預測力最高的一題，共得八題，再基於過去研究與實

務的觀察，加上「9.敵意」與「10.衝動控制不良」兩項危險因子，並各撰擬一題，共得十題，是為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參見附錄），以此一「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十個題項與「陳

氏網路成癮量表」進行相關的研究，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陳淑惠教授進行全國性實徵調查（國家

發展委員會，2015），以台灣本島、金門、馬祖與澎湖等離島地區等22縣市為調查範圍，進行分層

隨機抽樣之電話訪問調查，成功訪問到2,077位受訪者，就其中年滿12歲以上且有上網經驗之民眾

1,614位進行統計考驗，證實十項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皆與網路成癮顯著相關，其Pearson相關係數依

高低分別為憂鬱（r﹦.48）、課業或工作壓力（r﹦.43）、無聊感（r﹦.43）、同儕關係不佳（r

﹦.40）、神經質（r﹦.38）、低自尊（r﹦.37）、社交焦慮（r﹦.36）、家庭功能不佳（r

﹦.35）、衝動控制不良（r﹦.35）、敵意（r﹦.30）。可見此等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確實與網路成

癮行為是有顯著關聯的，可初步確認此一檢核表的題項具有其效度，可考慮運用於網路成癮的初步

篩檢或可能成因的初探。     

就陳淑惠教授進行之全國性實徵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資料所得，若以CIAS得分67/68

為網路成癮診斷切分點（Ko, et al., 2005, 2009），那麼台灣地區12歲以上民眾，以所有電話受

訪者而言，有3.5%有網路成癮風險，以有上網經驗者（網路族）而言，則有4.6%。而具網路成癮風

險者在網路成癮危險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非網路成癮風險之網路族，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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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網路成癮風險者與非網路成癮風險網路族在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的平均得分差異，資料來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網路沉迷」研究報告，80頁 

 

可見，網路成癮心理危險因子的得分對網路成癮者與非網路成癮者具有辨別力，「網路成癮危

險因子檢核表」有可能可被作為預防網路成癮的早期偵測工具，以及對網路成癮者進行心理諮商與

心理治療時之輔助診斷工具(王智弘，2016)。在實務應用上，除可用於早期篩檢可能會網路成癮者

以進行早期預防之心理輔導之外，亦可搭配「陳氏網路成癮量表」加以使用，而發揮前述「網路成

癮評估模組」的功能，在評估當事人是否具有網路成癮的問題時，也能同時評估其造成網路成癮的

可能心理危險因子，從而初探其造成網路成癮的可能成因，以利於提出可能的介入或處遇輔導計

畫，為求謹慎，可就得分較高而值得注意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題項，進一步使用完整之

相關評估量表加以確認，並擬定適切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計畫。雖然在1.缺乏自尊；2.同儕疏

離；3.家庭功能不佳；4.課業壓力；5.無聊感；6.神經質；7.憂鬱；8.社交焦慮；9.敵意與10.衝動

控制不良等十項危險因子中個人因素的影響力大於環境因素，但是不能忽視環境因素造成的影響，

特別是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對高中以下學生的影響尤大，輔導中小學網路成癮學生宜特別注意對學

生家庭成員的協助。 

上述的研究使我們進一步了解有網路成癮風險者其實可能具有心理性的危險因子，也可說是其

心理層面的脆弱因子，當學生或當事人被發現有網路成癮的徵兆時，其實蘊含著其潛在心理問題的

被發現，因此，網路成癮問題可被視為冰山的一角，在其他潛伏的心理問題 (比如：自我傷害、傷

害他人、合法藥物使用、非法藥物使用、精神疾病、違法行為等) 未被發現時，當事人可能因網路

成癮問題的被發現而提早曝光，使網路成癮的徵兆變成是當事人求助的訊號，或是預警的訊號，讓

我們發現需要被幫助的學生或當事人，可以早期發現、早期協助，避免問題的惡化。所以，網路成

癮問題雖然令人痛，但是，並非沒有功能，危機即是轉機，誠非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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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 

 
  本章就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之內涵、具體作法及作業流程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節、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之內涵 

 
圖四。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圖，可依此由下而上以擬定不同階段的輔導策略。 

 

對身處就學階段的兒童與青少年網路成癮當事人之輔導策略而言，在校園中最好能建立以發展

性、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等三級輔導策略為主體，而包含健康促進與初級預防（發展性輔導策

略）、預警制度與次級預防（介入性輔導策略）以及三級預防（處遇性輔導策略）之網路成癮五層

次預防機制，才能將網路成癮的輔導與諮商策略有整體的規劃與整合，因為從實務經驗中發現，網

路成癮的問題處理，雖然心理輔導、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策略都可能會使用到，但是就整體策略

而言，教育重於輔導，輔導重於諮商、諮商重於治療（王智弘，2007b），若能在校園中建立網路成

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可使網路成癮問題有完整的因應機制，以發揮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 

心理衛生工作向來有所謂的三級預防模式，但是在學生輔導法（2014）施行之後，校園輔導工

作推動以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導三級輔導為主軸。因此，本手冊所謂之三級輔導五

層次預防模式即是在原有之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模式之外，於初級預防層次前加上健康促進層次以納

入發展性輔導，並在次級預防之前加上預警制度層次以納入介入性輔導，以心理衛生三級預防層次

納入介入性輔導。此等模式可涵蓋教育、輔導、諮商與心理治療等層面，並透過預警機制早期發現

網路成癮高危險群學生，強化學校輔導體制篩選與預警之功能。 

 

第二節、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作業流程 

  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的作業流程如下： 

處

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

介入性輔導

次級預防層次

預警制度層次

發展性輔導

初級預防層次

健康促進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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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性
輔
導 

介
入
性
輔
導 

 

初級預防層次 

1. 將有關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的知識融入於相關科目教學中。 

2. 提供學生人際關係訓練、學習輔導、情緒調適等主題之班級團體輔導，增加保護因子。 

3. 提供導師、家長與學生認識網路成癮之研習課程。 

4. 統整現有資源，提供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使用問題的發展性輔導策略。 

 

預
警
系
統
檢
核
表 

 

健康促進層次 

1. 設計健康上網，幸福學習等健康促進活動。 

2. 設計網路心理健康主題輔導活動，健全學生身心靈健康。 

3. 建立導師與學生良好溝通管道。 

 

評估階段 

1. 網路成癮評估：學校心理師運用陳淑惠教授所編製的「陳氏網路成癮量表」（CIAS）初步

評估個案狀況，若分數高於 64（高中以下）；高於 68分（大學），則可能為網路成癮。 

2. 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得分在 25 分以上者，可視為手機成癮的風險群。 

3.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評估：學校心理師運用王智弘教授所編製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

表」（CRIA），初步了解網路成癮之可能因素。十大危險因子包括社交焦慮、憂鬱、無聊

感、低自尊、神經質、課業壓力、家庭關係不佳、同儕關係不佳、敵意、衝動控制不良。 

學校心理師評估與追蹤 : 轉介處遇性輔導 

次級預防層次 

1. 學校心理師設計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輔導計劃進行輔導。 

2. 訂定網路成癮的輔導目標：「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實世

界、「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3. 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

處遇模式進行介入性輔導。 

4. 學校心理師提供導師與家長網路成癮諮詢，使他們更清楚網路成癮相關議題以協助輔導

之進行。 

個
案
狀
況
穩
定
結
案 

學務處 

建立缺曠課預警系統 

 

教務處 

建立學習檢視表現系統 

 

導師（任課老師、輔導股

長與其他同學、家長） 

透過導師的直接觀察，

或由任課老師、輔導股

長與其他同學、家長所

提供給導師資訊以判定

是否轉介。 

預警系統層次 

   透過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以便及

早轉介諮商中心： 

1. 當發現學生一回家(宿舍)或一有空時就守在電腦前上

網。 

2. 當發現學生不能上網時會有不安或憤怒的情緒。 

3. 當發現學生上網的時間越來越長，上床時間越來越

晚，叫他電腦關機，嘴巴說好卻遲遲不離開。 

4. 當發現學生越來越不想和同學出去從事其它休閒活

動，和班上同學的連絡越來越少，感情越來越不好。 

5. 當發現學生上課或平日的精神越來越差，身體狀況越

來越不好。 

6. 當發現學生功課越來越差、做作業越來越草率，上學

越來越拖拖拉拉。 

 

個
案
狀
況
穩
定
，
持
續
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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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作業流程圖，可依此圖所示流程，針對學生當事人的問題

與發展情況，結合不同的專業人員與相關資源以提供相應的協助策略。 

 

一、發展性輔導 

從上述之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之作業流程圖，即可發展性輔導工作包括了健康促

進層次與初級預防層次。健康促進層次與初級預防層次的功能在於傳遞正確知識、建立正確觀念以

期許導師、學生及家長能有足夠的網路心理健康資訊。因此透過心理健康資訊的傳播，能使導師及

家長及早發現是否有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或學生發現自己有上述之可能狀況而能及早轉介或自行

求助諮商中心予以專業協助，進入介入性輔導。 

（一）健康促進層次：在健康促進層次的具體作法包括：1.設計健康上網，幸福學習等健康促進活

動；2.設計網路心理健康主題輔導活動，健全學生身心靈健康；3.建立導師與學生良好溝通

管道等。此等健康促進層次的做法不只是可預防網路成癮問題的發生，而是更積極的運用網

路以提升全校師生與家長的心理健康。 

處
遇
性
輔
導 

三級預防層次 

1. 需求評估與轉介網路成癮治療專長人員 

2. 連結外在資源，結合當事人之支持系統開始進行處遇。 

3. 結合社區資源，調整不利網路健康使用之環境因素。 

4. 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

遇模式進行處遇性輔導。 

5. 對網路成癮學生之班級、朋友、任課老師及家長進行協助以利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 

6. 與社政、警察系統合作，以降低社區中誘發網路成癮之不利因素。 

7. 建立特約心理諮商、心理治療、精神醫療等網路成癮問題之轉介系統。 

轉介網路成癮治療專長醫療院所：結合精神醫療處遇、支持系統合作以協助處遇性輔導之進

行。 

轉介網路成癮治療專長社區機構：配合社區機構之處遇性輔導或心理治療策略，協助處遇性

輔導之進行。 

評估：情況良好則結案並持續追蹤/情況不佳則再次進行處遇性輔導 

結案 

追蹤 

學校心理師評估：情況良好則結案並持續追蹤/情況不佳則轉介處遇性輔導 

轉介/連結外在資源：當學校心理師提供介入性輔導後，經評估需轉介處遇性輔導共同協助 

 

介
入
性
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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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級預防層次：在初級預防層次的具體作法包括：1.將有關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的知識融入

於相關科目教學中；2.提供學生人際關係訓練、學習輔導、情緒調適等主題之班級團體輔

導，增加保護因子；3.提供導師、家長與學生認識網路成癮之研習課程；4.統整現有資源，

提供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使用問題的發展性輔導策略。此等初級預防層次的做法可提供

預防學生網路成癮的良好保護因子，以降低網路成癮心理性危險因子發生的機率。 

二、介入性輔導 

  介入性輔導又分為預警系統層次與次級預防層次。在預警系統層次中，學務處、教務處、導師

及家長等…可透過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以便及早轉介諮商中心，以供輔導教

師進入評估階段，視評估結果予以輔導或追蹤。若介入性輔導效果佳，學生狀況穩定予以定期追蹤

即可，若學生情況不佳則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進入處遇性輔導層級。 

（一）預警系統層次：在預警系統層次中可透過「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疑似網路成癮之

學生，以便及早轉介諮商中心以進行介入性輔導，需要預警的可能狀況包括：1.當發現學生

一回家(宿舍)或一有空時就守在電腦前上網；2.當發現學生不能上網時會有不安或憤怒的情

緒；3.當發現學生上網的時間越來越長，上床時間越來越晚，叫他電腦關機，嘴巴說好卻遲

遲不離開；4.當發現學生越來越不想和同學出去從事其它休閒活動，和班上同學的連絡越來

越少，感情越來越不好；5.當發現學生上課或平日的精神越來越差，身體狀況越來越不好；

6.當發現學生功課越來越差、做作業越來越草率，上學越來越拖拖拉拉。 

（二）次級預防層次：要進入次級預防層次先進行評估階段，在評估階段要進行兩種評估工作：1.

網路成癮評估：輔導教師可運用陳淑惠教授所編製的「陳氏網路沉迷量表」（CIAS）初步評

估個案狀況，若分數高於 64（高中以下）；高於 68 分（大學），則可能為網路成癮；2.網

路成癮危險因子評估：輔導教師可運用王智弘教授所編製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RIA），初步了解網路成癮之可能因素。十大危險因子包括社交焦慮、憂鬱、無聊感、低

自尊、神經質、課業壓力、家庭關係不佳、同儕關係不佳、敵意、衝動控制不良。經評估發

現學生應進行介入性心理輔導，則進行次級預防層次之介入性輔導計畫，主要工作包括：1.

輔導教師設計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輔導計劃，例如運用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進行輔導；

2.訂定網路成癮的輔導目標：「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實世

界、「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3.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

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進行介入性輔導；4.輔導教師提供導師與家長網

路成癮諮詢，使他們更清楚網路成癮相關議題以協助輔導之進行。若學生進行介入性輔導之

情況不佳則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進入處遇性輔導層級。 

三、處遇性輔導 

處遇性輔導，其透過校內輔導人員轉介於學生諮商中心或社區機構。其內涵為聯合外在資源，

結合當事人之系統進行處遇，以及結合社區資源，期許調整學生之不利網路健康使用之環境因素。

可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進

行介入性輔導。並對網路成癮學生之班級、朋友、任課老師及家長進行協助以利網路成癮學生之輔

導。與社政、警察系統合作，以降低社區中誘發網路成癮之不利因素。建立特約心理諮商、心理治

療、精神醫療等網路成癮問題之轉介系統。之後經由專業輔導人員評估，若處遇效果良好、學生狀

況穩定予以定期追蹤即可，並予以結案，以達輔導資源之有效利用。整體而言，處遇性輔導工作中

的三級預防層次的主要資源整合工作包括：1.連結外在資源，結合當事人之支持系統開始進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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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2.結合社區資源，調整不利網路健康使用之環境因素；3.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

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進行處遇性輔導；對網路成癮學生之班

級、朋友、任課老師及家長進行協助以利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4.與社政、警察系統合作，以降低

社區中誘發網路成癮之不利因素；5.建立特約心理諮商、心理治療、精神醫療等網路成癮問題之轉

介系統。就一般學校而言，處遇性輔導層次之主要工作在轉介網路成癮學生到具網路成癮治療專長

之社區治療機構，並配合社區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機構之處遇性輔導策略，協助學生心理諮商與心

理治療工作之進行。 

 

第三節、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防治小組組織 

 
圖六。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架構圖。 

以下將針對各處室可以提供的資源與服務來做講解與說明： 

一、校長篇 

校長身為學校領導者的角色，在學生網路成癮的危機中，須統籌調度各處室，積極推動防治工

作，重視網路成癮的嚴重性，以及動員全校甚至校外資源的必要性，校長的態度是校園內網路成癮

之防治是否能夠有效推行的關鍵。 

此外，組成危機處理小組亦為校長的職責，從自身做起，督促小組成員做好準備工作，並且落

實防治措施，以及演練狀況處理流程，也隨時注意小組成員的運作情形，不時給予其心理上的支

  

總督導 

校長 

執行秘書 

諮商中心主任 

教務處 學務處 諮商中心 

各領域課程

小組(系所) 

導師 

教官 

校安人員 

心理師 

社工師 

  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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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才能使成員感染校長之態度，亦積極正面去面對校園網路成癮問題，在這種互相信任以及支持

的環境中，將使得團隊發揮最大的力量。 

以下就內外部系統中，校長可以發揮的功能加以說明： 

（一）內部系統─校園內部防治 

1. 建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機制：由於網路成癮屬於輔導方面的專業，因此在進行因應措施之

前，應先與輔導處或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商討，以期能夠對學生產生最大幫助，也不會讓學校

陷入危機狀態當中。 

2. 成立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校長應成立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小組，統整各處室

與學校資源，落實校園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機制。此外，當小組開始運作之後，最

重要的是定期檢討，共同討論實施成效如何，個案狀況是否穩定，並且擬訂下次計畫，修正

後再繼續實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3. 提供關懷與支持：校長對於各處室須展現關懷與支持的態度，主導方向但不過度干涉其決

定，使之更有力量以及自主權去處理面對校園網路成癮事件。 

（二）外部系統─校園外部資源整合 

1. 整合校外諮商輔導資源：包括社區心理諮商機構與精神醫療機構。 

2. 整合校外社區相關資源：包括警政機構、社會福利機構與社區村里長、社區發展委員會等。 

3. 整合校友會資源：包括與學生家長與校友會等相關組織等。 

 

二、教務處篇 

 
圖七。教務處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架構圖。 

在學校當中，教務處所扮演的角色為擬定各項教學計畫、資訊教育、電腦設備與網路使用規範

以及關注學生成績進度等相關事宜。當學生開始接觸網路世界，並且因此而影響到課業、生活規

劃，甚至出席率時，教務處應有相對應之配套措施。除此之外，在課程安排上宜納入網路使用相關

訊息，同時在校務會議當中，須向校方提供建議，以執行改善計畫。 

以下說明教務處在處理網路成癮防治之工作內容。 

（一）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 

 
 

教務處 

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 
  1.營造優質網路使用環
境，訂定網路使用規範。 
  2.加強網路倫理教育 
  3.辦理網路心理健康講座 

初級預防層次： 
  1.透過課程發展小組或各
系所，將網路使用、網路心
理健康融入課程。 

處遇性輔導 

  配合處遇性輔導以提
供學生補救教學計畫。 

 

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 
建立成績追蹤制度，針對
成績明顯退步學生規劃預
警與補救措施。 

次級預防層次： 
  配合介入性輔導以提供
學生補救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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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校內網際網路權限使用的規範，例如網路分級制度，可以避免學生誤闖不合宜的網頁。 

2. 學校資訊人員在學校網頁佈告欄或是跑馬燈上放置網路使用相關資料，讓訊息傳播地更快

速。 

3. 學校資訊人員開放一網路空間給予各班設置班級網頁，並且可建議班級留有討論區，能夠提

供一個空間讓學生及老師之間有良好溝通互動。 

4. 制訂學生網路使用之行為規範、加強網路服務使用者的網路倫理教育（包含網路禮儀教

育），強化網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的法律觀念。 

5. 定期提供網路心理健康資訊、辦理網路心理健康講座，以使學生能適當使用網路。 

6. 舉行如何正確使用網路的相關比賽，例如作文比賽、演講比賽、繪畫比賽等。 

      初級預防層次： 

1. 透過各領域課程發展小組或各系所，將網路健康相關資訊融入教學中。 

2. 透過綜合活動領域，提供生涯規劃、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提升自尊、學習輔導、時間規

劃、休閒安排，壓力調適與自我監控等相關課程，以降低學生網路依賴之可能。另外提供學

生網路成癮、網路心理健康與網路安全之相關課程，幫助學生了解沉迷網路世界之危險性。 

（二）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建立成績追蹤制度，針對成績明顯退步學生規劃預警與補救教學措施。 

      次級預防層次：配合介入性輔導以提供學生補救教學計畫。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配合處遇性輔導以提供學生補救教學計畫。 

 

三、學務處篇 

 
圖八。學務處校園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架構圖。 

在各層級的學校工作當中，學務處執掌學生的生活教育相關事宜，即主管一切與學生常規有關

的事務。因此，「網路成癮」此一與學子們具有高度關係的議題，便成為學務系統中責無旁貸的要

項之一。除了可以消極的預防，例如：建立缺、曠課的預警系統，尚可以更積極的與警察單位聯

繫、取得家長配合或是加強推廣社團活動，茲分述如下： 

（一）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健康促進層次─推廣社團活動 

 
 

 

學務處 

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 
  1.建立缺、曠課狀
況預警系統 
  2.多加留意中輟學
生 

次級預防層次 

 1.聯合輔導與教務，

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 

 1.聯合輔導與教務，
共同建立處遇性輔導
計畫 

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 
推廣社團活動 
初級預防層次 
  1.加強與警察單
位聯繫 
  2.取得家長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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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生沉迷於網路之中，是由於他們往往將網路使用，當成是唯一排遣無聊或休閒

娛樂的管道，成天窩在電腦前，因此學校可於校內多加推廣社團活動、舉辦各種才藝競賽、

運動比賽等，以幫助學生走出戶外，強身健體，培養個人興趣；或是鼓勵學生擔任義工，將

時間重新分配運用，投入各式各樣的活動之中，盡情展現青春的熱情與活力，除了可以擴大

個人的生活經驗外，更能藉此拓展人際關係，開啟學習與休閒的其他管道，有助於減少學生

將空閒的時間全花費在網路上。 

初級預防層次： 

1. 加強與警察單位聯繫：請轄區警察單位協助清查學校附近網咖，加強網咖周邊安全管理，透

過校方與警察單位共同注意深夜仍待在網咖的學生，以掌握學生行蹤，並避免學生流連網

咖。 

2. 取得家長的配合：除了網咖之外，家中是孩子最常上網的地點，如果能取得家長的共識，共

同關心孩子使用網路的情形與內容，進而適時介入其不適當的網路使用行為，發揮監督與監

控的效應，將能更有效地抵抗網路成癮的魔咒。 

（二）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建立缺、曠課狀況預警系統 

 自從 iPhone問世以來，智慧型手機興起，學生上網場所也從網路咖啡店轉變為隨時隨地

能透過手機上網，增加了網路成癮的風險程度。而對於網路成癮高危險群學生而言，成績退

步與出席狀況(包含遲到）的變化是學校最能明顯注意到的兩大指標。因此學務處應針對出缺

席不正常或經常遲到之學生，了解其行為狀況，以能發揮早期預警之功能。 

次級預防層次：聯合輔導與教務，共同建立介入性輔導計畫：網路成癮高危險學生，通常伴

隨常規、出缺席、遲到早退、成績課業等問題，除了成績課業外，學務處在相關問題層面都

有著手之處。因此學務人員應納入次級、三級預防層次學生輔導計畫之一環，配合學生特質

進行相關處遇。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聯合輔導與教務，共同建立處遇性輔導計畫 。         

四、諮商中心篇 

在各級學校中，諮商中心扮演著增進校園內的心理健康的角色，因此從學生的生活輔導、生涯

輔導、學習輔導、性別教育…等，都在輔導處的業務範圍之內。因此，當校園內「網路成癮」此名

詞愈來愈被大家熟知之時，輔導處是站在第一線面對的單位，結合其他單位，根據各單位之職掌，

共同擬定計畫，落實網路成癮之防治。 

對於網路成癮，諮商中心應本著宣導、預防與治療的觀念，結合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分

別規劃與安排相關活動與制度，各階段處理重點如下。 

（一）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宣導與預防工作，在健康促進層次，在能從環境與制度面消弭造成網路成癮

的不利因素，建立健康上網的積極環境。因此積極增進全校師生的網路使用能力、提升網路

素養以及網路安全觀念，培養學生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以及自我控制能力，乃是本層次的

重要工作。因此諮商中心在本層次應與教務處密切合作，建構資訊安全與合理網路使用規範

的校園環境。並結合學務處，在多元校園活動上著力，讓學生有多元的興趣與成就來源，減

低學校環境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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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預防層次：宣導與預防工作，在初級預防層次，在於提升教師網路成癮辨識與輔導知

能，以及培養學生健全的生活、學習態度與能力。具體作法上，在教師方面，針對輔導教師

與一般教師辦理網路成癮主題式研習，提升網路成癮辨識能力與輔導能力。在學生方面，則

是落實通識教育或各系所課程，針對學習、人際、情感、生涯、生命、兩性等各項心理與學

習議題，培養其面對生活與學習困難的能力，降低因生活挫折而以網路作為逃避處所之機

會。另外，亦須針對學生設計網路相關校本課程，讓學生對網路使用、網路人際、各項網路

行為與網路成癮議題有清楚之認識。 

（二）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本諸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原則，預警制度是網路成癮預防工作的一項重

點。輔導處可建立一套網路成癮狀況之篩檢系統，例如固定於二年級上學期實施網路成癮量

表、學生，結合教務處成績預警機制以及學務處出缺席預警制度，導師回報、家長告知等多

重途徑，積極進行評估，篩檢網路成癮高風險學生，及時預防網路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 

次級預防層次：「宣導」、「預防」是健康促進層次、初即預防層次與預警制度層次的重

點，而「治療」概念則是指對網路成癮高風險群學生的直接處遇。在次級預防層次上，輔導

處應建立轉介、開案、分案的個管流程，針對網路成癮高風險學生訂定個別化輔導措施，結

合導師、教務處、學務處等校內系統資源，以及取得家長的合作，共同協助學生。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對於確認為網路成癮之學生，諮商中心除了訂定個別化輔導措施外，更應積

極評估學生狀況，引進校外輔導資源，包括各縣市學生諮商中心、社工、精神醫療等，從教

育、心理、醫療、社政等多層面來協助學生及其家庭。 

五、導師篇 

由於網路的便利性和普遍性，電腦的使用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網路成癮的現象也日益嚴

重，除了家長需關心小孩網路使用情況，在學校生活中，導師更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導師的言行

和教育會對小孩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學習生活中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觀念，進而達到預防網路成癮

現象的發生。若已成癮者，可在導師的輔導協助下合理的使用網路。以下就導師可給予學生的協助

加以分述： 

（一）發展性輔導： 

健康促進層次：導師具備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營造健康使用網路的氣氛在協助學生正確使

用網路之前，導師應具備正確的網路使用知識，參與研習課程以提升網路使用的專業知能，

並且加強網路專業倫理教育。另一方面，需了解網路成癮現象的成因和處理策略，對其有一

全貌的認識，透過研習課程、閱讀書籍等方式以強化對學生網路行為問題的處理與輔導工

作。從自身為出發點，成為學生仿效的對象。 

由於導師的個人言行舉止和師生互動的風格會營造出不同的班營氣氛，透過不斷地教導正確的

網路使用行為，培養學生健康的網路使用觀念、了解網路使用的規範，鼓勵學生瀏覽優質網站，而

營造良好的網路使用環境。 

初級預防層次： 

1.進行網路使用行為教育 

除課程的學習外，導師應於學生學習中灌輸正確使用網路的觀念，進行教育宣導，安排

有關網路成癮和網路安全的課程，使學生從生活中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並且注意網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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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以免落入陷阱中，同時也向學生說明網路成癮的嚴重性以及如何預防其發生的方法，使學

生能從中學習合理地控制自己的網路使用時間，安排生活。 

導師也應對家長進行宣導的工作，提醒家長留意小孩使用網路的時間及內容，以防有網

路成癮的可能性，並且陪同孩子上網，更能了解孩子內在心理的需求。 

2.提供有關人際關係、溝通技巧等課程 

網路成癮者可能因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人際支持或不知如何與他人溝通，轉而尋求網路

上的支持，因此導師若能提供有關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或提升自尊等課程，可使學生學習如何

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人相處，進而有人際的支持和陪伴，同儕的鼓勵可使網路成癮者更有力量從

虛構的網路世界走出來，減少空虛感以及孤獨感。 

（二）介入性輔導： 

預警制度層次：觀察學生在校表現：學生白天上學時間大多和同學及導師相處，因此導師可

觀察學生在校的表現情形。由於網路成癮者可能因花太多時間於網路上，造成其睡眠不足、

課業沒完成、進度落後等情形，導師可注意學生是否開始出現有異於往日的行為或身心狀

態，從中探索原因；學生間彼此會相互分享生活經驗，可從其分享的內容中得知學生的生

活，藉此了解網路使用情況。 

此外，網路成癮者其成癮原因可能為生活遭遇挫折或是現實生活中缺乏人際互動，轉而投入網

路世界尋求協助和支持，因此導師可與學生一同探索其成癮的原因，了解其真正的內外在需求，才

能提供有效的策略及幫助。 

次級預防層次： 

1.篩選網路成癮的學生 

當導師疑似學生有網路成癮的現象時，可透過陳淑惠所編製的「陳氏網路成癮量表」以

確認學生是否有網路成癮的情形，或者進一步透過電訪或家訪方式，與父母取得聯繫，了解

學生在家中使用網路的情況，早期發現可早期採取介入的策略，使學生獲得幫助。 

2.與家長一同合作 

若發現學生有網路成癮現象時，可告知家長，關心學生使用網路情形，並且一同合作，

進行輔導計畫，給予學生協助。同時也能對家長提供網路成癮的諮詢，使家長也能關注此現

象。 

3.與諮商中心一同合作 

當學生網路成癮的問題已很嚴重時，導師無法處理，可轉介諮商中心，與諮商中心相互

合作配合，一同關心學生，想辦法改善其網路成癮情形，在導師與輔導是良好的合作下，其

網路成癮會有很大的改善。 

（三）處遇性輔導： 

       三級預防層次：配合諮商中心與社區機構，協助推動處遇性輔導計畫。 

 

第二篇、發展性輔導 
 

教育部（2013）提出 WISER 模式以推動學校三級輔導工作，其中以全校性(Whole Principle)、

做得來與雙方得利(Workable and Mutual Beneficial Principle)、智慧性(Working Smart, not 

Working Hard)作為發展性輔導原則。本手冊亦認為家庭與學校是學生最重要的生活場域，因此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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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的發生，應思考如何在全校性輔導工作中推動與建立網路

成癮預防機制，由校長領導相關專業團隊並整合輔導資源，制定具體可行的輔導工作活動，以達到

預防學童發生網路成癮問題之目標。 

 
圖九。WISER學校輔導三級體制圖。 

本篇將以將以 WISER模式作為基礎，並以王智弘（2007）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作

為校園網路成癮防治架構，說明如何預防校園網路成癮。本篇所提到的發展性輔導分別涵蓋健康促

進層次與初級預防層次，其主要目的為傳遞正確的心理健康知識，協助學校老師、學生與家長學習

網路心理健康資訊，培養正向的網路使用態度，避免發生過度依賴網路的現象。 

 

 

 

 

 

 

 

 

 

 

 

 

為方便讀者閱讀及使用，本篇將搭配發展性輔導作業流程圖，輔以相關實務探討與方案設計為

要點，深入淺出說明如何具體實施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以收立竿見影之效。 

 

發
展
性
輔
導 

健康促進層次 

1.設計健康上網，幸福學習等健康促進活動。 

2.設計網路心理健康主題輔導活動，健全學生身心靈健康。 

3.建立導師與學生良好溝通管道。 

 

初級預防層次 

1.將有關網路使用與網路成癮的知識融入於相關科目教學中。 

2.提供學生人際關係訓練、學習輔導、情緒調適等主題之班級團體輔導，增加保護因子。 

3.提供導師、家長與學生認識網路成癮之研習課程。 

4.統整現有資源，提供預防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使用問題的發展性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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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健康促進 
 

依據教育部的訂定，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並且針對全校學

生，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教育部，2014）。總

論篇分析網路成癮成因與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說明增強網路使用的吸力，以及現實生活的推

力，如何使得學生沉迷於網路不復返。而在健康促進層次，強調提昇校內師生對網路成癮的概念與

知識，以達健康上網、幸福學習之目標，其具體做法為：辦理各項主題輔導活動，將網路使用經驗

與各項主題輔導做連結，諸如：親密關係、人際溝通、社團活動、休閒娛樂、生涯規劃、時間管

理…等，正視網路帶來的改變與新興的議題，喚起對各項主題的重視。 

茲將健康促進層次具體作法，分為以下五點加以論述： 

一、提昇健康使用網路的知能：提供如何在生理層面與心理層面均能以健康的方式與態度使用網路

的師生研習課程，例如：動手不動滑鼠實作、探索教育體驗、團隊競賽活動、真人圖書館，以真實

體驗取代虛擬滿足，探究如何在虛實之間取得平衡而不著迷。茲列舉表一課程供作參考： 

表一 

健康促進相關活動表 

類別 辦理方式 對象 目標：虛實轉換 

 

生涯規劃 

名人演講 

系友回娘家 

課程採訪報告 

學生 虛擬：YouTube 等影音平台 

真實：聆聽名人/系友現身說法，或真實採訪人物 

感受：比較透過螢幕觀賞與真實臨場感的差異，體

驗身體力行的成就感，增進主動求知行動力。 

 

人際溝通 

各系迎新宿營 

探索教育課程 

攀岩體驗 

學生 虛擬：社群網站、交友聊天軟體 

真實：人際溝通、問題解決與團隊合作 

感受：挑戰困難、突破自我設限 

 

 

休閒娛樂 

園藝治療 

DIY實作 

教職員 

學生 

虛擬：FB 網頁版開心農場、手機遊戲熊大農場 

真實：親手種植植物、DIY實作 

感受：虛擬遊戲與真實活動所獲得滿足與成就感之

差異，學習在虛實之間轉移注意力保持身心健康。 

 體育運動競賽 

校際比賽活動 

系學會活動 

教職員 

學生 

虛擬：LOL 電競遊戲、手機遊戲團隊合作 

真實：互動討論與合作以完成任務 

感受：比較兩者性質與互動模式上的差異，明辨網

路的方便性、侷限性與自身需求，做適當的選擇。 

以下進一步說明健康促進活動辦理方式，以期促進學生健康上網，幸福學習之目的。 

1.主題規劃：導師依據班級學生現況及需求，規劃生涯、人際、休閒等相關主題活動。 

2.辦理形式：專題演講、班級輔導、工作坊、課程作業、競賽活動、系學會活動。 

3.辦理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班級導師、學生會、系學會。 

4.預期成效：探討虛擬滿足與真實活動與人感受之差異，學習在虛實之間取得平衡。 

二、強化網路專業倫理（王智弘、楊淳斐，2001a）：加強網路服務提供者（網路設備、伺服器、資

料庫等網管人員）的專業倫理教育與法律教育、制訂網路服務提供者的專業倫理守則。 

三、強化網路行為規範（王智弘、楊淳斐，2001a）：制訂網路服務使用者之行為規範、加強網路服

務使用者的網路倫理教育（包含網路禮儀教育），設置校園網路倫理委員會（應納入網管人員、學

務人員、輔導人員與師生代表）以規範與處理網路倫理相關問題、強化網路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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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觀念。 

四、加強對學生網路行為問題的處理與心理輔導工作：依據校內學生的特質與需求，辦理相關講座

與班級輔導，增進心理健康。茲列舉五大類主題輔導活動供作參考(表二)： 

表二 

健康促進五大類主題輔導活動表 

類別 主題名稱 對象 健康促進層次預防目標 

生涯規劃 你對現況滿意嗎 

善用網路大躍進 

夢想這條路 

學生 1.反思對現況滿意度，確定目標以規劃未來 

2.如何因應大數據與物聯網時代來臨 

3.如何設定目標、追求所愛 

人際溝通 溝通面對面 

如果你也聽說 

好話連篇 

學生 1.關係的維繫與衝突處理方法 

2.網路流言的散播力及處理方式 

3.會說話、說好話增進人際關係 

親密關係 愛情公寓 

交網 VS.交往 

一網情深 

後來的我們 

學生 1.了解網路戀愛與一般戀愛的異同 

2.辨識危險的網路交友情境 

3.思索自身對愛情的期待與想像 

4.分手的處理與自我調適 

時間管理 忘了時間的鐘 

身體「例行」 

自我效能訓練 

學生 1.計算每天花在網路的時間，檢視做事效率 

2.培養好習慣，力行每天例行公事，增進效率 

3.簡單事情重複做，逐步精進效率、提昇效能 

自我探索 寂寞不痛 

百般「膩」愛」 

別給自己打分數 

學生 1.學習獨處，孤單卻不寂寞 

2.探討膩了的感受，適時轉移注意力遠離沉迷 

3.建立自信與口碑，喜歡自己 

以下進一步說明主題輔導活動辦理方式，探討上網的優與憂，健全學生身心靈健康。 

1.主題規劃：依據學生年級與發展階段(專科/大學/研究所/在職班)與需要，制定合適主題。 

2.辦理形式：專題演講、班級輔導、團體輔導、工作坊。 

3.辦理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班級導師。 

4.預期成效：探討上網潛在影響與自我管理，預防勝於治療。 

五、網路心理健康環境的維護：提供網路心理健康資訊、舉辦網路心理健康講座、推動健康網路環

境之塑造並進行定期性的追蹤評估。 

綜合上述，健康促進層次之網路成癮防治工作，需由上而下制定完善制度，並由導師及諮商中

心每學期依據班級學生需求，規劃合適健康促進相關活動與輔導主題，提昇網路心理健康知能，進

一步培養良好與正像的網路使用態度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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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初級預防 

 

初級預防的重點為透過發展性與預防性的網路心理健康措施，增進校內師生健康上網知能，避

免網路成癮與相關網路行為問題的發生。初級預防目的在統整全校資源，集結學務處、教務處等相

關單位之相關政策與教育目標，發展預防性輔導策略，建構健康上網幸福學習之學校環境，提升老

師、學生與家長對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之相關輔導知能，營造學校師生之間、學生同儕之

間以及學生與家人之間的良好互動關係，推動積極的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問題之預防策略，減少危

險因子，增加保護因子，以共同營造安全與健康的網路學習環境。 

綜上所述，可以如何進行初級的預防，像是：(1)對學校老師提供網路成癮、網路心理健康與網

路安全之輔導知能研習課程；(2)對學校老師提供有關網路科技衝擊下師生互動與親師互動之道的輔

導知能研習課程；(3)對學生提供有關生涯規劃、人際關係、溝通技巧、提升自尊、學習輔導、時間

規劃、休閒安排，壓力調適與自我監控等之團體輔導活動與研習課程；(4)對學生提供網路成癮、網

路心理健康與網路安全之網路心理健康課程：可透過團體輔導與班級座談的形式（羅士媛，

2005），或融入一般課程來加以實施。(5)對家長提供網路成癮、網路心理健康與網路安全之親職教

育與輔導知能研習課程。(6)對任課教師、導師、家長與學生提供有關網路成癮、網路心理健康與網

路安全相關知能之宣導文章。 

針對初級預防，實際上的作為包含： 

一、透過生涯規劃課程以發展其生涯與生活目標。 

二、透過人際關係、溝通技巧與提昇自尊等課程可協助當事人建力自信，擴展多元的人際互動關係

並學習人際溝通技巧，不僅可以防止他們過度依賴網路，也可教導他們藉由學習如何維繫與處

理衝突的方法，以避免在網路或現實的人際互動受到挫折或傷害（施香如，2001）。 

三、透過學習輔導課程可提昇其學習技巧、課業成就與自尊。 

四、透過時間規劃、休閒安排、壓力調適與自我監控課程可釐清其生活目標與學習時間規劃，當事

人過度使用網路有可能是自覺空閒時間過多，或將上網當作他們排除壓力的方式（施香如，

2001），因此時間規劃、休閒安排、壓力調適、壓力調適與自我監控，可強化其生活目標、有

意義使用時間。 
茲將初級預防層次內涵，列舉五大類主題輔導活動供作參考(表三)： 

表三：初級預防五大類主題輔導活動表 

類別 主題名稱 對象 初級預防層次預防目標 

生涯規劃 大學生了沒 

工作大未來 

 

工作業問 

大學生 

導師 

學生 

1.探討如何規劃大學生活及未來目標 

2.依據各校畢業生流向調查，提供相關數據，使在

校生正視生涯規劃，思索未來出路。 

3.邀請業界主管講授全球化影響下，大學生該如何

培養專業能力與工作態度 

人際溝通 網世知多少 

 

Line 上你和我 

Line 不掉的煩惱 

已讀不回症候群 

教職員 

學生 

1.討論網路世界語言/現象與快速變遷，對人際互

動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2.比較 Line 與真實互動如何滿足情感需求 

3.社交軟體帶給人的便與不便 

4.已讀不回帶給人的情緒困擾與因應方式 

學習輔導 課業學習輔導 

讀書策略技巧 

學生 1.推動課業輔導小老師制度，提昇學業成績 

2.辦理讀書策略講座，培養讀書興趣與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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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訓練 3.提昇專注力，改變不停滑手機習慣 

時間管理 壓力調適訓練 

時時刻刻 

斷捨離的智慧 

學生 1.將事情分成輕重緩急四部分，調整心情面對 

2.依自我效能與壓力調適，妥善分配時間處理事情 

3.明辨需求，培養斷捨離的智慧 

休閒娛樂 明網不迷惘 

虛擬人生 

學生 1.了解網路世界的結與解，避免沉迷其中 

2.確定人生目標，做有意義的事取代無聊/孤獨感 

以下進一步說明初級預防主題輔導活動辦理方式，分析網路的普及與匿名性、虛擬性、方便性

與跳脫性等特性，如何滲透及影響我們的生活，從而提出因應與解決策略。 

一、主題規劃：依據學生年級(專科/大學/研究所/在職班)與現況需要，制定合適主題。 

二、辦理形式：專題演講、班級輔導、團體輔導、工作坊。 

三、辦理單位：學務處、諮商中心、班級導師。 

四、預期成效：探討長期上網的影響與衍生問題，進行改善與自我管控。 

發展性輔導強調全面性的預防，以健康促進活動凸顯網路成癮議題的重要性，將網路心理健康

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初級預防活動探討過度使用網路帶來的影響及造成生活、學習、人際、生

涯等方面的變化，提醒學生善用網路避免沉迷。倘若學生在接受相關課程學習之後，仍出現過度使

用網路的情形，即需要啟動介入性輔導，我們將於下一篇進行說明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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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介入性輔導 
   

  教育部在 2014 年公佈的學生輔導法中指出介入性輔導是針對經前款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

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

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 ，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

導。亦即，一旦網路成癮所引發的問題行為愈發嚴重，超越了學校教師的輔導知能及能力範圍時，

必須將學生從發展性輔導提升至介入性輔導的層次。這時會由學校輔導老師進行個別輔導，依據學

生的需求提供個別化的輔導計劃。在 WISER的二級輔導概念當中則以 I個別化介入(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S系統合作輔導策略(System collaboration) 、E效能評估(Evaluation)作為輔

導的結構，也就是說輔導老師透過個別介入、系統整合及評估個案為重要理念，一旦網路成癮或其

他網路行為問題重複發生且不得解決，輔導的層次則必需提升為個別化的輔導措施。學校輔導老師

會根據專業的知識提供諮商資源例如：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再採用個案管理的概念為網路成癮

者建檔，持續追蹤學生的進度。另外，以系統整合為原則，學校在輔導工作上嘗試與各種不同的資

源結合，與家長及校內資源合作，包括教務、學務、諮商中心等，從家庭系統與學校系統緊密連

結，才能隨時掌握學生的情況，協助學生回歸正常生活。 

在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中，介入性輔導分別涵蓋預警系統層次、評估階段及次級

預防層次，本篇再次回顧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的作業流程圖，並說明如何在校園具體

實施介入性輔導，輔以提供測驗篩檢工具，協助教師、心理師及輔導人員評估學生有無網路成癮之

可能，以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之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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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入
性
輔
導 

 

學務處 

建立缺曠課預警系統 

 

教務處 

建立學習檢視表現系統 

 

預警系統層次 

透過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以便及早轉介諮商

中心： 

1.當發現學生一回家(宿舍)或一有空時就守在電腦前上網。 

2.當發現學生不能上網時會有不安或憤怒的情緒。 

3.當發現學生上網的時間越來越長，上床時間越來越晚，叫他電腦

關機，嘴巴說好卻遲遲不離開。 

4.當發現學生越來越不想和同學出去從事其它休閒活動，和班上同

學的連絡越來越少，感情越來越不好。 

5.當發現學生上課或平日的精神越來越差，身體狀況越來越不好。 

6.當發現學生功課越來越差、做作業越來越草率，上學越來越拖拖

拉拉。 

 

導師（任課老師、輔導股

長與其他同學、家長） 

透過導師的直接觀察，

或由任課老師、輔導股

長與其他同學、家長所

提供給導師資訊以判定

是否轉介。 

評估階段 

1.網路成癮評估：學校心理師運用陳淑惠教授所編製的「陳氏網路成癮量表」（CIAS）初步評

估個案狀況，若分數高於 64（高中以下）；高於 68 分（大學），則可能為網路成癮。 

2.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得分在 25分以上者，可視為手機成癮的風險群。 

3.網路成癮危險因子評估：學校心理師運用王智弘教授所編製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RIA），初步了解網路成癮之可能因素。十大危險因子包括社交焦慮、憂鬱、無聊感、低自

尊、神經質、課業壓力、家庭關係不佳、同儕關係不佳、敵意、衝動控制不良。 

學校心理師評估與追蹤 : 轉介處遇性輔導 

次級預防層次 

1.學校心理師設計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等輔導計劃進行輔導。 

2.訂定網路成癮的輔導目標：「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3.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

式進行介入性輔導。 

4.學校心理師提供導師與家長網路成癮諮詢，使他們更清楚網路成癮相關議題以協助輔導進行 

 

學校心理師評估：情況良好則結案並持續追蹤/情況不佳則轉介處遇性輔導 

轉介/連結外在資源：當學校心理師提供介入性輔導後，經評估需轉介處遇性輔導共同協助 

 

個
案
狀
況
穩
定
，
持
續
追
蹤 

個
案
狀
況
穩
定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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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預警制度 

 

介入性輔導階段中，建立校園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是相當重要的環節。「預警」，顧名思義在於

問題行為惡化或帶來更大的負面影響之前，事先提出警告並及時予以專業介入與協助。因此，介入

性輔導中的預警系統層次，目的在於透過具體可觀察或可量化的檢核指標，協助師長辨識可能有網

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的學生，進一步做專業評估，了解其問題嚴重程度，適時轉介至次級或

三級預防工作，以提供專業輔導資源與處理網路成癮與其網路行為問題。 

建立全校師生之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之預警系統。目的在統整校內資源，以建立共同

發掘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行為問題的預警機制，以進行早期介入、避免危險，及早提供校內師生所

需之協助，可建立量化的預警指標（甚至是系統程式），依問題之輕重程度，即時連結到次級或三

級預防工作，以期早期發現與及時處理網路成癮與其他網路心理問題。 

茲將預警系統層次校內各單位權責說明如下： 

一、學務處/教務處 

當學生沉迷於網路時，常見的外顯行為包含開始出現缺曠課、學業成績落後、漸與班上同學疏

離…等。有鑑於此，學務處應建立缺曠課預警系統，及時反映學生課堂出席情形，讓導師及早介入

處理；教務處應建立學習檢視表現系統，即時呈現學生學業表現情形，提供導師及學生參考，落實

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第一階段「覺」之精神。 

二、導師 

導師長時間與班上學生相處，是學生輔導第一線人員。學生的行為表現，例如：學生上課出勤

狀況、學業成績、人際互動等行為，是評估是否有網路成癮最初的篩檢工具。導師可從學務處缺曠

課預警系統、教務處學習檢視表現系統，了解班上學生上課出缺席情形與學業表現狀況，或可建置

班級聯絡網絡與支持系統，透過同儕的力量發現有網路成癮可能的學生。 

家長/導師/同學/室友亦可透過「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檢核表」發現疑似網路成癮之學生，及早給

予適切協助。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檢核表包含： 

（一）當發現學生一回家(宿舍)或一有空時就守在電腦前上網。 

（二）當發現學生不能上網時會有不安或憤怒的情緒。 

（三）當發現學生上網的時間越來越長，上床時間越來越晚，叫他電腦關機，嘴巴說好卻遲遲不離

開。 

（四）當發現學生越來越不想和同學出去從事其它休閒活動，和班上同學的連絡越來越少，感情越

來越不好。 

（五）當發現學生上課或平日的精神越來越差，身體狀況越來越不好。 

（六）當發現學生功課越來越差、做作業越來越草率，上學越來越拖拖拉拉。 

此外，導師另可透過具有信效度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表四)瞭解學生目前處境，並

協助學生定制個別化的處遇方案，導師與學校資源也便可納入方案中成為有力的支持系統，幫助學

生回歸正常生活。當導師發現學生所面臨之問題已經超越了他的能力範圍時，系統內合作與轉介可

適切協助學生改善網路成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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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 

 

 

 

以下句子的描述與您目前的情況是否相像?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普

通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1.您和他人視線接觸有困難?      

 2.您作事時集中精神有困難?      

 3.您感到生活總是千篇一律或是無聊?      

 4.您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5.您感到悶悶不樂?      

 6.您覺得搞不懂您的課業內容或工作要求?      

 7.您不滿意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8.與朋友談話時，您沒有被關心的感覺?      

 9.覺得別人或這個世界惹您生氣?      

10.您覺得難以控制自己的衝動行為?      

測驗說明： 

第一題：社交焦慮    第四題：低自尊          第七題：家庭關係不佳 

第二題：憂鬱        第五題：神經質          第八題：同儕關係不佳 

第三題：無聊感      第六題：課業或工作壓力  第九題：敵意 

第十題：衝動控制不良 

分數說明：題項選擇 3以上者，需多加注意該行為。 

 

第六章、次級預防 
 

次級預防的重點針對全校師生網路成癮與相關心理健康問題加以處理，必要時運用校內外的轉

介機制以能充分心理健康專業人員，來處理已發現問題之網路成癮當事人。目的在針對已發生網路

成癮問題之學生加以協助，以期能早期發現、早期處理，應用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以協助其個人或家

庭，並能對全校師生之網路成癮與相關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及時的協助，避免問題之持續惡化。 

協助疑似網路成癮的學生，並非以嚴禁上網作為目標，而是視學生的需要及狀態訂定合理的輔

導目標，使其能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以及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以下將具體說明實施次級預防層次的輔導工作之步驟。 

 

一、個案篩選與評估 

目前大專校院實施新生普測制度，篩檢憂鬱傾向高關懷學生已行之有年，大部分均已建構完整

SOP輔導流程，具有良好信效度水準。因此，建議各校實施新生普測時，可加入陳淑惠教授 2015年

國家發展委員會「網路沉迷研究報告」中的「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或 2017 年國家發展委員

會「105 年個人/家戶數位機會調查報告」中的「網路使用習慣量表」（CIAS-10）作為評估工具。

兩個量表皆為 10題，都具有良好的測驗品質，可作為篩檢網路成癮高關懷學生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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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淑惠教授另有編制 26題「陳氏網路成癮量表」(CIAS)，了解受測者強迫性上網、網

路成癮戒斷反應、網路成癮耐受性、人際與健康問題、時間管理問題等面向，亦為良好篩檢工具。 

依據上述兩種測驗結果，各校可再分析憂鬱傾向高關懷學生與網路成癮高關懷學生關聯性檢

驗，對比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了解學生心理狀態後，再做進一步處遇。 

 

表五: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 

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 

施測說明：排除工作與學習使用，想請問您一般使用手機的情況，1分表示「非常不符合」，以此

類推，4分表示「非常符合」，請問這些情況跟您目前的使用情況符不符合。 

1.(  )雖然使用手機對您的日常人際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您仍未減少使用手機。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2.(  )使用手機所花的時間或金錢，常常超過您自己本來預定的程度。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3.(  )您曾常試過想花較少的時間在使用手機上，但卻無法做到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4.(  )您曾因長時間使用手機而眼睛酸澀，肌肉酸痛，或有其他身體不適。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5.(  )您習慣睡前使用手機，而且因此減少睡眠時間或睡眠品質變差。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6.(  )使用智慧型手機對您的學業或工作已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7.(  )如果手機突然被沒收，或是突然被限制不能用手機，您會覺得很難受。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8.(  )您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用手機，就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9.(  )您發現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越來越長。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10.(  )與三個月前比起來，平均而言您每週使用手機的時間比以前增加許多。 

(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非常符合 

 

本量表為台大心理系陳淑惠教授 2015年國發會研究報告，須經陳淑惠教授授權使用。 

測驗解釋：得分在 25分以上者，可視為手機成癮的風險群。實際上是否有手機成癮，需經專業醫師

臨床診斷為主，本測驗結果不宜過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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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陳氏網路成癮量表(CIAS-26) 

施測說明：下面是一些有關個人使用網路情況的描述，請評估您目前的實際情形是否與句中的描述

一致。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來勾選 。由 1至 4，數字越大，表示句中所描述的情形與目前您實際

的情形愈符合。 

非          極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曾經不只一次有人告訴我，我花了太多時間在網路上。        4   3   2   1 

2.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心理不舒服。          4   3   2   1 

3.我覺得自己上網時間越來越長。                            4   3   2   1 

4.網路斷線或是連不上時，我心裡會覺得煩躁不安。            4   3   2   1 

5.我不管有多累，上網時就覺得精神很好。                    4   3   2   1 

6.我雖然每次都只想上網待一下子，但經常一待就很久才下線。  4   3   2   1 

7.上網已經對我日常生活的人際關係造成了負面影響，但我      4   3   2   1 

仍然沒有減少上網。 

8.我曾不只一次因為上網的關係而睡不到四小時。              4   3   2   1 

9.就我的上網經驗來說，平均而言我現在每週上網的時間        4   3   2   1 

比以前增多許多。 

10.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情緒低落。                 4   3   2   1 

11.我很難控制自己想要上網的衝動。                         4   3   2   1 

12.我發現自己投入在網路上而減少和身邊朋友的互動。         4   3   2   1 

13.我曾因為上網而腰酸背痛，或是有其他身體不適。           4   3   2   1 

14.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要上網。                             4   3   2   1 

15.上網對我的學業及日常工作已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4   3   2   1 

16.我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就會覺得好像什麼事忘了做。   4   3   2   1 

17.因為上網的關係，我和家人或是朋友的互動減少了。         4   3   2   1 

18.因為上網的關係，我平常的休閒活動時間減少了。           4   3   2   1 

19.每次下網後，雖然有其他事情得做，但我會忍不住           4   3   2   1 

再次上網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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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沒有網路可上，我的生活就顯得毫無樂趣可言。              4   3   2   1 

21.上網對我的身體健康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例如眼睛、肩、背)  4   3   2   1 

22.我試過減少上網的時間，但卻沒有達成。                    4   3   2   1 

23.我常會減少睡眠時間來上網。                              4   3   2   1 

24.比起從前，我必須花更多時間上網才能感到滿足。            4   3   2   1 

25.我曾因為上網而沒有按時吃飯。                            4   3   2   1 

26.我會因為熬夜上網而使得白天精神不濟。                    4   3   2   1 

※測驗解釋：若分數高於 68 分(大學生)，可視為網路成癮風險群。 

 

表七 

網路使用習慣量表（CIAS-10） 

施測說明：下面是一些有關個人使用網路情況的描述，請評估您目前的實際情形是否與句中的描述

一致。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來勾選 。由 1至 4，數字越大，表示句中所描述的情形與目前您實際

的情形愈符合。 

非          極 

常      不  不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想上網而無法上網的時候，我就會感到坐立不安。                4   3   2   1 

2.只要有一段時間沒有上網，我就會覺得心裡不舒服。              4   3   2   1 

3.我只要超過一天沒上網玩，就會很難受。                        4   3   2   1 

4.我發現自己上網休閒的時間越來越長。                          4   3   2   1 

5.平均而言，我每週上網休閒的時間比以前增加許多。              4   3   2   1 

6.我實際上網所花的時間遠遠超過原來預期的時間。                4   3   2   1 

7.我習慣減少睡眠時間，以便能有更多時間上網休閒。              4   3   2   1 

8.我常因熬夜上網休閒，導致白天精神或體力很差。                4   3   2   1 

9.上網對我的學業或工作已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                  4   3   2   1 

10.上網已經很明顯地危害到我的生理或心理健康時間管理問題。     4   3   2   1 

※測驗解釋：12歲以上民眾；若分數高於 28分，可視為網路成癮風險群。本量表為台大心理

系陳淑惠教授編製，須經陳淑惠教授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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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教育部的「103 年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網路成癮量表 

1. 雖然沒在用網路，也經常想著上網的事，或想著什麼時候要去上網 

2. 當我想要減或停止用網路時，會感到煩躁、生氣、緊張或沮喪 

3. 為得到同樣的興奮感，花更多時間上網，或網路活動 

4. 家人師長說應該減使用網路的時間，卻無法減少 

5. 使用網路後，放棄或減和家人朋友相處、讀書或過去所喜愛活動 

6. 知道花太多時間在網路有很多壞處，但還是持續玩 

7. 曾向家人師長、朋友或其他人隱瞞實際花網路上的時間 

8. 透過用網路來忘掉個人問題、紓解不舒服的心情 

9. 過度使用網路，和家人朋友的關係、工作或學業變差 

※測驗解釋： 

符合該項敘述者，則計 1 分，合計滿分 9 分。若分數介於 0 至 2 分者，評斷為一般學生；計分

為 3 分者，表示可能有網路沉迷傾向， 需要關懷與預防；總分為 4 分者，屬於網路成癮高風險

群，除了需要關懷與即時幫忙，可找專業心理師的協助；而總分在 5 分以上者，為網路成癮的重風

險群，可能符合臨床上網路成癮的診斷標準，需要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的確認與協助。 

 

二、個別化輔導計畫 

當導師透過「網路成癮預警系統檢核表」或「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以及學務處缺曠課

預警系統及教務處學習檢視表現系統之數據，經評估學生有網路成癮可能時，應立即介入關懷了

解，及時給予協助。如發現學生所面臨問題超出其能力可及範圍時，可隨即轉介諮商中心，由專業

心理師進行個別諮商與擬定個別化輔導計畫。 

此外，學校心理師透過相關網路成癮測驗工具篩檢出高關懷學生時，應採取追蹤輔導與關懷，

並視問題嚴重性與導師進行合作。如需進行個別諮商，學校諮商中心應建立轉介、開案、分案的個

管流程，針對網路成癮高風險學生訂定個別化輔導措施，結合導師、教務處、學務處等校內系統資

源，以及取得家長的合作，共同協助學生。 

網路成癮的諮商可以透過「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加以治療(王智弘，2009a)：即「覺、

知、處、行、控、追」六步驟： 

(一)「覺」－覺察病識感：如何改變網路成癮的狀況，首先必須先覺察。學生需要先覺察網路成癮

的行為已經嚴重影響了自己，產生病視感。亦即，要讓青少年得知網路使用已經牽制了生活，

使他產生負向情感，進而產生改變的動機。然而動機的產生往往都是改變的動力。 

(二)「知」－認知潛在問題：網路成癮往往是因為潛在的心理問題而造成，因此協助青少年學生認

知到過度的網路使用是因為某種潛在心理問題的警訊導致需要依賴網路生活逃避所面對的困

難。 

(三)「處」－處理潛在問題：協助當事人面對心理的困難，讓他知道網路只是暫時的避難所而非能

夠永久的解決問題；必須先好好正視自己所面對的困難，尋找更好的解決之道，才能脫離網路

成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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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發展並執行改變計畫：擬定具體的改變計劃協助當事人脫離網路成癮；一旦發現且開

始面對心理的困擾，便可結合具體改變計劃。其計劃若能夠發展替代性正向活動代替網路使

用，並結合外在資源例如：重要他人的協助，便可事半功倍。 

(五）「控」－培養自我監控能力：以回歸正常生活與能夠自我監控為目標，培養對時間的敏銳度，

並能夠好好控制上網的時間。 

(六)「追」－後續的觀察與追蹤：由於網路成癮的再患率極高，為避免重蹈覆轍，長期的觀察與追

蹤變得非常重要，提供必要的支持與修正，以確保諮商效益穩定。 

 

茲以案例研討進一步解析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式進行步驟： 

※個案背景：阿偉、22歲、大二生 

1.家庭：單親家庭，家中排行老么，上有 2個姐姐 1個哥哥，均為公務人員。 

2.學業：阿偉曾因沉迷 LOL網路遊戲，一天玩超過 10小時，以致學業成績不及格而遭學校退學，

補習重考差 1分上國立大學，最後考取某校資訊工程學系。 

3.來源：阿偉第一學期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第二學期仍因曠課過多，母親收到學校曠課通知信

才知事態嚴重，擔心阿偉被二度退學而向學校諮商中心求助。 

處遇模式 諮商次數 內    容 

覺 
 

第 1 次 

1.心理師與阿偉及母親一起會談。阿偉表示已一個月沒去上課，除擔心被

二度退學，更不想再讓母親操心，故承諾定期諮商，並下定決心改變。 

2.阿偉母親晤談結束後，立刻將阿偉電腦抱走，斷絕成癮來源。 

 

 

知 

第 2 次 1.評估：了解個案過去成癮、戒癮、復發等經驗，尋找正向資源。 

2.認知問題：個案曠課已達 6週，除辦理請假手續外，開始正常上課，希

望能亡羊補牢。 

3.時間管理：阿偉沒有打工或參加社團，課餘時間多，因無聊感而沉迷網

路遊戲。心理師鼓勵阿偉參加諮商中心志工活動，排解生活無聊與拓展

社交圈，使生活更多采多姿。 

 

處 

 

第 3 次 

1.課業問題：釐清就讀科系是否感興趣，力挽狂瀾。 

2.人際關係：評估家庭、同儕可以給予人際支持的程度。 

3.替代行為：培養運動、閱讀…等好習慣，取代網路沉迷行為。 

4.復發探討：處理行為復發的挫折感，討論如何度過難關。 

 

行 

 

第 4 次 

第 5 次 

1.課業問題：期中考大部分科目通過，只有 1科較為危險。 

2.休閒娛樂：積極參加志工隊活動，與志工一起籌劃大型活動。 

3.運動習慣：個案自覺過重，發展減重計畫，養成固定運動習慣，以及調

整生活作息時間。 

4.心理測驗：施測網路成癮量表，評估改變效果。 

 

控 

 

第 5 次 

第 6 次 

第 4-5 次為兩週晤談一次，第 6次間隔 4個禮拜 

1.自我監控：阿偉過去曾有數次網路成癮復發行為，心理師與之討論自我

管理與監控方式，阿偉表示自己是個有規劃的人，只要清楚規劃每天的

行事曆，就不會過度沉迷，即使偶爾玩網路遊戲也能自我監控。 

 

追 

 

第 6 次 

後續追蹤 

1.效果評估：阿偉覺得已不再沉迷網路，且 2個月來都不再玩 LOL，原有

退學危機，經過一番努力，這學期課業應該都能過關。 

2.新的目標：原本有 1科較為危險，經過阿偉勤奮努力，任課老師發現他

的潛力，邀請他提早進入實驗室做專題，從而產生新的目標。 

3.後續追蹤：討論復發可能性，如自覺有復發徵兆，請立即回來找心理師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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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網路成癮諮商步驟示意圖。 

  而一次單元諮商模式可以有效協助網路成癮者處理網路成癮問題（王智弘，2009；張勻銘、王

智弘、陳彥如、楊淳斐，2012）。一次單元諮商模式是指助人專業人員在諮商服務過程中致力於以

一次諮商單元的成果為專業服務的努力目標，亦即單次的諮商單元必須是具有諮商效果的。形式則

以結構性諮商程序為基礎的諮商模式且把每一次都當作最後一次的諮商，強調改變的課題與當事人

的自我力量，促使諮商聚焦，朝向問題解決，透過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落實改變的動機與領悟，

達成問題改善與諮商成效（王智弘，2008d；王智弘、楊淳斐，2006a，2006b，2016）。 

  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的程序與重點在（王智弘，2008d；王智弘、楊淳斐，2006a，2006b，

2017）：1.展現良好的治療態度以建立治療關係；2.肯定當事人的求助行為與面對問題的勇氣；3.

強調改變的可能性與強化當事人對問題解決的信心；4.找出此次諮商焦點與選擇可解決的問題；5.

找出當事人的生命意義與力量；6.提出當事人可具體尋求改變的任務與演練可能的解決方案；7.肯

定諮商與當事人的努力成果；8.追蹤或進行下一單元諮商（可能進行或不進行），而運用一次單元

諮商模式以協助網路成癮當事人的具體作法如下（王智弘，2008d，2009a；王智弘、楊淳斐，

2006a，2006b，2016）： 

1.確認當事人是否為網路成癮：可透過陳淑惠所編製的「陳氏網路沉迷量表」或智慧型手機

成癮量-短版加以確認。 

2.訂定網路成癮的治療目標：「合理」上網、「控制」上網、「平衡」網路世界與真實世

界、「統整」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 

3.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模

式。 

諮商目標 六階段處遇模式 

1.展現良好的治療態度以建立治療關係  

2.肯定當事人的求助行為與面對問題的勇氣 ＋覺(覺察病識感) 

3.強調改變的可能性與強化當事人對問題解決的信心 ＋知(認知潛在問題) 

4.找出此次諮商焦點與選擇可解決的問題 ＋處(處理潛在問題) 

網路成癮傾向 

覺知外在行為(知) 

克制網路特性的吸力 

洞察內在狀態(知) 

克服現實生活的推力 

促其改變意願(覺) 

處理潛在問題(處) 

執行改變計畫(行) 

行為復發，自我監控(控) 

) 

持續改善與追蹤(追) 

重要他人影響

（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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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找出當事人的生命意義與力量  

6.提出當事人可具體尋求改變的任務 

與演練可能的解決方案 

＋行(發展並執行改變計畫) 

7.肯定諮商與當事人的努力成果 ＋控(培養自我監控能力) 

8.追蹤或進行下一單元諮商 ＋追(後續的觀察與追蹤) 

圖三。「一次單元網路成癮處遇模式」圖。 

 

三、 團體諮商 

團體諮商也是治療網路成癮的輔導策略之一（王智弘、楊淳斐、林雅涵，2008；林雅涵，

2011；Finn, 1996），透過團體的形式成員可以藉此找到與自己生活經驗相似的人互相分享及支

持，經過領導者的引導與催化產生治療效益，降低問題行為。以網路成癮：評估與治療指引手冊為

參考，瞭解團體過程應有的治療目標與策略。 

（一）團體初期：建立 

在團體的初期與成員建立同盟關係是極為重要，成員們都是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選擇逃

避到網路世界中，若在團體的初期無法建立信任的關係，成員們容易感覺被質疑或嫌棄因而

拒絕參與團體。在此階段可以和成員討論網路的便利性，從團體的初期讓成員知道領導者並

沒有因為網路成癮而質疑他們，並肯定他們雖然虛擬的生活形式讓他們上癮，但卻是另一種

處理壓力和困難的形式，讓他們信任團體。與此同時，讓成員開始揭露自己，例如：身邊重

要他人對於這種行為感到困擾，讓成員之間形成凝聚力，不再覺得自己是孤獨的，增加支

持。在各種凝聚力與支持的情況下，成員會開始在逃避行為與上網間找到連結，發現因為各

種失敗的因應措施導致最後選擇上網避開所有，這也是動機的產生。 

（二）團體中後期：改變 

團體中期的主要目標是將所有成員的情境問題深入分析後，找到相對的因應策略。當團

體擁有了足夠的支持與凝聚力，便是開始邁向團體之工作期。團體的目標是為了改善失能性

的行為，團體成員要求完成一份生活日誌，特別記錄不滿足的生活但最終卻可以在上網得以

解決的情境。透過詳細的記錄瞭解所有成員的生活，亦可將之當作教材，提供妥善的應對方

式。以角色扮演的形式進行，協助他們認知重建。 另外，為成員們建立安全性的環境，讓他

們可以放心揭露自己亦是關鍵的因素，對網路成癮者而言，網路並非真正導致他們上癮，反

而是失敗的因應措施及具挑戰性的生活情況才是讓他們選擇上癮的主要關鍵，領導者應將焦

點關注在成員的困難才能真正減緩他們的症狀。 

一般而言，網路成癮者都處於人際關係疏離，他們可能因無法適應學校生活或上課表現不佳而

導致與導師或同儕關係疏離，因此協助他們建立新的人際網絡也是團體的主要目標之一。在團體的

過程中，家人或是重要他人變成了重要的支持，所以他們可能需要參與治療過程而且也促進親子關

係。領導者與其他專業人員可以每階段與家長開會進行討論，每次會議都先告知家長治療目標然後

再實施修訂的過程。家長的介入有助於學生的改變，成為學生的生活中重要的支持，才能脫離網路

成癮的生活。 

一直以來，我們所了解的團體形式是傳統的、面對面的團體，但隨著時代的進步，人與人之間

的接觸也越愈來愈多，而接觸的方式也愈來愈多，團體的進行也漸漸地有所改變。我們可以透過面

對面的方式進行諮商，亦可透過網路團體進行諮商。一次單元模式團體諮商也證明可有效協助改善

網路成癮問題（王智弘等，2008；林雅涵，2011）。 

1.網路團體諮商：網路支持性團體是一種可行的策略，以流行社交軟體為交流的形式，透過

BBC、留言版、討論區、信件群組、聊天室等方式進行網路成癮團體，可聚集網路成癮的當事

人，亦可變成一種支持，成為一種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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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對面諮商團體：針對網路成癮的問題，國內助人工作者分別以不同的理論取向如：現實主義

取向、人際導向等進行面對面諮商團體，其諮商效益都得到顯著的改善。可見面對面諮商團體

亦有其諮商效益，是可行之策略之一。藍菊梅（2005）曾提出以多重模式理論取向為架構，設

計了兩階段的網路沉迷矯治團體方案；第一階段為情緒支持與自我成長團體、第二階段為人際

壓力管理團體。每ㄧ階段進行八週、每週兩小時的團體諮商，並同時結合個別諮商與預防網路

成癮課程的方案設計，可說是具可行性與多元性的網路成癮防治與處理策略。 

  在討論網路成癮的諮商策略時，學校可視能夠提供的資源進行處理，但最終主要目標為協助學

生能夠覺察網路成癮所帶給他的困擾、處理其行為背後說潛在的心理問題、建立正向的替代性行

為，以便讓他能夠回歸正常的生活。因網路的普及，網路成癮者人數量漸多，當中亦包含青少年學

生，只有透過各個系統間的合作，才能將網路成癮降至最低。減緩網路成癮行為的心理治療方法愈

來愈多，輔導老師可依據學校能提供的資源，設計一套完善的輔導計劃，協助學生回歸正常生活。 

 

四、輔導成效評估與轉介 

(一)輔導成效評估 

輔導成效評估是輔導過程中重要環節，評估的目的是為了檢測當前輔導策略是否有效幫助

學生，緩解問題行為。由於改變並非一時，介入性輔導成效需從多面向指標進行評估與成效追

蹤，方能確立輔導成效。以下提供評估改變指標項目供做參考： 

1.網路問題行為有所減緩: 例如使用網路的時間變短、情緒也較為穩定 

2.學生的合作與正向行為增加 : 更能揭露自己或能夠有替代性行為代替網路 

3.學生感受到生態系統中重要他人正面的改變 : 與同儕關係有所進展、與導師關係改善。 

4.重要他人改變與支持 : 朋友或是重要他人的支持增加。 

(二)轉回或追蹤輔導 

一旦學生網路成癮情況有所改善，便可以回歸初級預防及輔導，心理師定期追蹤學生適應

情況，並請導師或班級幹部多加關心個案狀況。學生網路成癮改善情形如下所示:  

1.網路成癮行為有所調整與改善 

2.網路成癮行為減少、正向行為增加 

3.開始有未來感，對生涯有所概念與努力的衝動 

4.學生的情緒困擾降低，有能力面對新生活 

5.導師能接手學生，並進一步表示沒有輔導的必要 

轉回初級輔導並不代表一切都安好，為了輔導成效的穩定，輔導老師還需要追蹤學生的狀

況，以維持輔導成效。 

(三)轉介 

若經由輔導老師提供輔導並整合學校資源後，網路成癮問題並未有所改善仍擔心有惡化之

虞，就必須轉介具網路成癮治療專長之校外機構，進入處遇性輔導並尋求外在的協助，例如：

各縣市心理衛生中心、精神醫療機構。從介入性輔導轉介至處遇性輔導的流程如下： 

1了解社區機構的服務是否有提供網路成癮的服務項目。 

2.評估校外資源之優勢與限制，並決定是否進行轉介。 

3.與家長溝通，告知轉介的目的與學生所得到的幫助必要時並取得同意書。 

4.提供輔導記錄（從初級至二級）以讓專業人員準確掌握學生的進度。 

當上述次級預防層次的輔導措施介入一段時間之後，諮商中心可再視輔導成效再度召開個案會

議，評估個案的網路成癮問題是否有改善，若有改善則可回到預警系統中列入關懷與追蹤，倘若仍

未改善則需討論是否轉介到三級輔導，予以處遇性輔導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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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處遇性輔導 

 

處遇性輔導的介入時機，在於當校方積極提供發展性輔導及介入性輔導之後仍無法有效協助改

善學生網路成癮的問題。依循 WISER 模式中的 R（resources integration）作為處遇性輔導原則，

透過整合校內外不同的專業資源，以學生的需求為前提，由諮商中心進行評估、規劃、聯結與整

合，為學生安排適切的專業資源，以協助學生網路成癮的問題能獲得改善。 

在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中，處遇性輔導的重點在於實施三級預防層次與成效評估

追蹤，本篇再次回顧網路成癮三級輔導五層次預防模式的作業流程圖，並說明如何在校園具體實施

處遇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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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預防層次 

1.需求評估與轉介 

2.連結外在資源，結合當事人之支持系統開始進行處遇。 

3.結合社區資源，調整不利網路健康使用之環境因素。 

4.結合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等諮商程序與「覺、知、處、行、控、追」網路成癮六階段處遇

模式進行處遇性輔導。 

5.對網路成癮學生之班級、朋友、任課老師及家長進行協助以利網路成癮學生之輔導。 

6.與社政、警察系統合作，以降低社區中誘發網路成癮之不利因素。 

7.建立特約心理諮商、心理治療、精神醫療等網路成癮問題之轉介系統。 

轉介具網路成癮治療專長之醫療院所：結合精神醫療處遇、支持系統合作以協助處遇性輔導之

進行。 

轉介具網路成癮治療專長之社區機構：配合社區機構之處遇性輔導或心理治療策略，協助處

遇性輔導之進行。 

評估：情況良好則結案並持續追蹤/情況不佳則再次進行處遇性輔導 

結案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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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三級預防層次 

第一節、需求評估 

 諮商中心在介入性輔導階段已進行初次評估，了解個案網路成癮問題的嚴重程度、影響個案

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透過個別或團體輔導處理潛在的心理問題，並於輔導過程中進行成效評估，

如情況良好則結案並持續追蹤，如情況不佳則轉介處遇性輔導。 

在處遇性輔導三級預防層次，首先需針對個案狀況進行需求評估，了解個案網路成癮問題對生

活、課業、人際、家庭、身心健康的影響及嚴重程度，並邀集校內長官與專家學者召開學生輔導委

員會進行討論，以利協商專業分工。 

        茲列舉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章程以供參酌： 

XX大學學生輔導委員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1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與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及協助學生生活、學業及就業，以提升本校輔導效能，特

設立學生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名，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之；其餘委員為學務長、教務長、研發長、

總務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院長、教官室主任、諮商中心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擔任

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學務長兼任之；執行秘書由諮商中心主任兼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職掌下列事項： 

        一、輔導政策與制定。 

        二、輔導計畫與執行 

        三、輔導進度與考核 

        四、特殊個案研討 

        五、相關輔導事項 

第五條  本委員會會議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會議，督導輔導計畫，執行秘書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有關業務。 

第七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召開學生輔導委員會進行個案研討，其目的在於讓不同的專業資源能共同討論與評估個案目前

的狀態，以利協商專業分工。其具體做法如下： 

一、前置作業 

（一）諮商中心個案管理者統整介入性輔導期間已進行的輔導措施歷程，以及統整校內(導師、學

務、教務)等多方的觀察評估，摘要成個案報告。 

（二）由諮商中心安排與規劃會議時間地點，並邀請有關人員及專家學者出席。 

二、會議流程 

(一)由校長主持會議，說明會議目的及欲討論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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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諮商中心進行個案報告，並說明目前的輔導計畫及困境。 

（三）由專家學者回應，說明對個案網路成癮的看法並提供校方專業建議。 

（四）討論處遇目標，並進行專業分工。 

三、將會議決議與相關建議，轉知相關人員並實施。 

 

第二節、資源連結與轉介 

考量到網路成癮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議題，因此在轉介校外專業資源時，需對個案進行整理評

估，以決定申請哪些專業資源。各大專校院應與鄰近醫療院所或心理諮商所合作，簽訂特約診所或

單位，系統性合作，以協助個案取得相關資源及協助。 

 

第三節、成效評估與追蹤 

一、諮商中心進行個案追蹤 

當處遇性輔導持續一段時間，由諮商中心個案管理者主動追蹤各單位專業分工的進度與情形，

以掌握學生網路成癮的問題是否有產生變化。當學生在接受處遇性輔導的歷程中，不論正向或負向

的轉變，皆須適時與各單位保持聯繫，以利專業資源能及時調整並獲得充分運用。 

此外，諮商中心須適時召開個案會議，讓各單位能共同討論其介入情形，介入過程中可能遇到

哪些阻礙與困難，進行跨專業合作的討論，或是實施哪些策略已產生正面的效果，以作為評估與修

正輔導計畫的參考。而校方亦可彙整學生在這段期間的網路使用情形、學習表現、出缺席情形、情

緒狀態及人際互動等資料，作為成效評估的依據。 

當學生的潛在心理問題獲得協助與改善，且已能合理使用網路，恢復原本正常的生活作息，即

可考慮結案並持續追蹤；倘若學生的狀態仍不穩定且仍持續受到網路世界的影響，則須持續進行處

遇性輔導。 

二、諮商專業人員的處遇作為 

當具網路成癮治療專長之當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醫療院所或機構）接到學校轉介之網路成癮

個案，須了解自己身為校外資源，且具備諮商心理專業，對學校而言，乃是兼具處遇者與專家角色

之心理專業人員。在三級輔導的架構下，心理諮商專業人員肩負有統整初級、次級輔導資源，進行

系統整合，提供心理處遇的重要工作。對於心理專業人員來說，此時的工作重點在於依據網路成癮

學生之特性，提出適當之諮商介入與系統整合計畫，因此對網路成癮學生適當的個案概念化是需要

的，以能形成後續的個別輔導計畫。 

網路成癮學生通常遭受的是學校生活的失敗（e.g.學業、人際）、親子關係的疏離或是家庭功

能的失能，在此脈絡下，能對網路成癮學生做多重脈絡的探索，以了解其獨特的生活世界，並形成

適當的個案概念化是三級處遇作為成功的關鍵，以下提供相關問題作為專業人員探索之參考： 

1.學校生活帶給你(妳)怎樣的生活負擔，你對自己的期待為何?現在的你又是如何?你不能忍受的

是什麼? 

2.在學校妳過著怎樣的生活，那些是你想逃脫的? 

3.學校的生活帶給你什麼?有何意義(或為何無意義)?學校生活所帶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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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如何看待現在的你以及你的生活? 

5.上網帶給你的好處為何?帶來的壞處又為何?自己的看法與他人的看法是否有差距? 

6.你與學校中的他人(如教師、行政人員、同學、朋友)關係為何?學校中有你在意或覺得重要的事

情嗎? 

7.你的家庭生活如何?如何看待家庭中的其他家人? 

8.你會如何描述你的家庭? 

9.你覺得家人如何看待你? 

 

 

上述問題可以評估網路成癮學生對學校及家庭生活的感受與相關生活型態，在個別化輔導計畫

的制定前，要先對學生有適當的晤談與評估。而在完成上述評估後，即應著手開始個別化輔導計畫

的擬定。 

個別化輔導計畫是依據每個網路成癮學生不同的狀況，給予不同的介入與處遇。以網路成癮學

生而言，應該是幫助學生重新建立與學校和家庭的連結，在學習、人際、家庭、成就感上給予個別

化的協助。此時諮商心理師的角色是處遇者、領導者與合作者，諮商心理師除了直接進行心理處遇

外，更要能透過行政機制整合校內資源，領導包含導師、任課教師、教務處與學務處在內的校內資

源，透過不斷的溝通取得上述人員的理解與合作，以能共同為學生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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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網路成癮相關資源 

 
第八章、相關專業資源 

 

第一節、相關醫療資源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柯志鴻醫師網路成癮門診 

http://www.kmuh.org.tw/www/psychia/ns/maine.html 

昱捷診所 陳震宇醫師 林朝誠醫師網路成癮門診 

http://yujieclinic.com.tw/ 

欣漾自然診所張立人醫師網路成癮門診 

http://www.xylife.com.tw 

草屯療養院於草屯社區心理衛生大樓 

由吳孟寰醫師開辦「青少年網路成癮特別門診」 

南投縣衛生局(夜間網路成癮門診) 

http://www.ntshb.gov.tw/ 

南投縣衛生局結合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於 

南投市衛生所開辦「網路成癮門診」  

馬偕醫院精神科 臧汝芬 醫師心理諮詢門診兒童網路成癮門診  

 

各大醫院身心科、精神科 

 

各地衛生局 

 

各地心理諮商所與心理治療所 

 

 

第二節、相關社區資源 

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http://www.heart.net.tw/） 

此網站為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資訊服務團隊所製作，網站對於網路

現象、網路問題和網路諮商等主題有相關的資料加以探討，網友並且可透過此網站相互討論和尋

求線上協助。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http://iad.heart.net.tw/） 

此網站針對網路成癮之輔導有深入探討，包括相關文獻、相關網站以及求助留言版等資源，以提

供家長、教師與學校甚至網路成癮者有關網路成癮的因應之道。 

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http://iaptc.asia.edu.tw/tw/home） 

此中心之成立重點為：(1)網路成癮的診斷、成因與後果以及預防與治療方案的研究發展；(2)為

網路成癮之預防教育與醫療專業人員培訓的教材，提供做為網路成癮之預防教育。 

教育部教師網路素養與認知（http://eteacher.edu.tw/） 

為因應網路對青少年所帶來的各種影響與現象，本網站提供了「家長 Q&A、網路禮儀、網路交友、

網咖現象、網路沈迷 、網路遊戲、網路安全、網路交易、網路法律」等主題文章與設計教案，以

幫助家長、老師和孩子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http://www.ncc.gov.tw/kidsafety/default.asp） 

http://www.kmuh.org.tw/www/psychia/ns/maine.html
http://yujieclinic.com.tw/
http://www.ntshb.gov.tw/
http://www.heart.net.tw/
http://iad.heart.net.tw/
http://iaptc.asia.edu.tw/tw/home
http://eteacher.edu.tw/
http://www.ncc.gov.tw/kidsafety/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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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對網路分級的認識、安全上網指南以及過濾軟體下載等介紹，以建立安全的網路環境   

iWin 網路內容防治機構（https://i.win.org.tw/） 

此機構致力於透過預防教育、通報守護、諮詢關懷等服務益提升網路的正向功能，可透過此網站

檢舉不當的網站內容和垃圾信件。 

白絲帶關懷協會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capfans/） 

此協會長期關懷網路安全與關懷兒少上網安全 

陽明高中友善校園網路成癮輔導部落格（http://tea.ymsh.tp.edu.tw/blog/354） 

此網站包含許多與網路成癮相關的文章，並且提供處遇的方式以及教學的教材參考資料等 

嘉義縣友善校園網路諮詢站（http://www.ptjhs.cyc.edu.tw/life） 

此網站用以整合嘉義縣各校友善校園教育資源，以因應網路成癮、網路交友安全與中輟輔導之相

關輔導議題，以提供一友善的校園環境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http://www.children.org.tw/） 

此協會主要致力於兒童福利工作的推展，提供兒童福利的服務，關心兒童的生活，兒童網路成癮

亦為協會所關心之事 

台灣展翅協會（http://www.ecpat.org.tw/）此協會之目標主要為終止童妓、關懷兒童為目標，

其中亦關心兒童網路成癮問題，提供協助以及研習課程訊息。 

該協會還成立網路幫幫我諮詢熱線 http://www.web885.org.tw/web885new/ 

台灣網路成癮防治協會（http://iapta.ezwebidea.com/tw/home） 

此協會之目標主要為推動網路成癮之相關研究、推動網路成癮三級預防工作、提供專業人才與志

工培訓以及推動相關立法與政策 

台南市網路成癮防制中心（http://sbesweb.dcs.tn.edu.tw/muse2015e/） 

網站上有相關網路成癮相關影片、防治宣導資料，網路成癮課程教案與學習單等資訊 

Cente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Recovery（http://www.netaddiction.com/） 

網站是由 Dr. Kimberly Young 所成立的網站，有提供網路成癮相關測驗線上自我檢測，相關書籍

與收費線上學習課程的介紹 

The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Addiction（http://www.virtual-addiction.com/）

網站是由 Dr. Dave Greenfield 所成立的網站，有提供網路成癮相關測驗線上自我檢測，相關書

籍與相關文章 

 

  

https://i.win.org.tw/
https://www.facebook.com/capfans/
http://tea.ymsh.tp.edu.tw/blog/354
http://www.ptjhs.cyc.edu.tw/life
http://www.children.org.tw/
http://iapta.ezwebidea.com/tw/home
http://sbesweb.dcs.tn.edu.tw/muse2015e/
http://www.netaddiction.com/
http://www.virtual-addi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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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網路成癮評量工具 

表十:網路成癮評量工具表 

網路成癮評估工具 適用對象與用途 參考資料 

陳氏網路成癮量表（大學生

版）(CIAS-26) 

大學生，中小學生；大學生診

斷切分點為 68分；中小學生

診斷切分點為 64分 

陳淑惠、翁儷禎、蘇逸人、吳

和懋、楊品鳳（2003）；Ko, 

Yen, Yen, Chen, Yen, & 

Chen (2005); Ko, Yen, 

Chen, Yang, Lin, & Yen 

(2009) 

網路使用習慣量表（CIAS-

10，短版量表） 

12歲以上；診斷切分點為 28 

分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陳氏網路成癮量表（中學生

版） 

中學生；診斷切分點為 64分 陳慧苓（2011） 

陳氏網路成癮量表（小學生

版） 

小學生；診斷切分點為 64分 林青穎、王智弘、陳淑惠、劉

淑慧、柯志鴻（2015） 

網路成癮評估模組 大學生，中小學生；評估八項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與診斷網路

成癮 

陳慧苓（2011）；施映竹

（2011）；楊淳斐（2014）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RIA) 

成人、大學生、中小學生；可

評估十項網路成癮心理性危險

因子：1.缺乏自尊；2.同儕疏

離；3.家庭功能不佳；4.課業

壓力；5.無聊感；6.神經質；

7.憂鬱；8.社交焦慮；9.敵

意；10.衝動控制不良 

王智弘（2016）；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5）；楊淳斐

（2014） 

智慧型手機成癮量表-短版 

 

大學生、中小學生；得分在 25

分以上者，可視為手機成癮的

風險群。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 

教育部的「103 年學生網路使

用情形調查」網路成癮量表 

大學生、中小學生；計分為 3 

分者，表示可能有網路沉迷傾

向；總分為 4 分者，屬於網

路成癮高風險群；而總分在 5 

分以上者，為網路成癮的重風

險群 

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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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專家資料庫 

 

表十一：網路成癮專家資料庫一覽表 (以姓氏筆劃序排列) 

專家姓名 專家簡介 

王作仁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主治醫師兼副院長 

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教授兼研

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江信男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林若涵 台北市立南港國小輔導教師 

林旻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助理教授 

林美芳 蓮花手心理治療所院長 

林朝誠 昱捷診所主治醫師 

林煜軒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主治醫師兼

助研究員 

柯志鴻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兼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

神科主任、小港醫院精神科主任 

柯慧貞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施映竹 國立埔里高工輔導教師 

施香如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系教授 

連廷嘉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系教授兼主任 

張立人 台大醫院／台大兒童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張勻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本土諮商心理

學研究發展中心研究員 

陳彥如 新竹縣立五峰國中輔導教授 

陳淑惠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兼副系主任 

陳震宇 昱捷診所主治醫師兼院長 

陳慧苓 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葉怡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助理教授 

蔡易辰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 

楊淳斐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兼圖書

館讀者服務組組長 

劉淑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所)教授兼華

人生涯研究中心主任 

盧怡任 台南市立復興國中輔導教師 

鍾宇星 台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輔導教師 

鍾筑凡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輔導教師 

顏正芳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兼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

神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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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相關資訊 

第一節、相關中文書籍 
王智弘（2009）。網路諮商、網路成癮與網路心理健康。臺北：學富文化。 

王智弘、林雅涵、施映竹、陳彥如、陳慧苓、張勻銘、黃健峰、盧怡任（2008）。網事知多 

        少：網路成癮輔導防治人員培訓手冊。嘉義：嘉義市政府。 

王智弘、楊淳斐（2016）。一次的力量：含攝華人文化觀點的一次單元諮商模式。臺北：張老師文

化。 

林子堯、謝詠基（2017）。網開醫面：網路成癮、遊戲成癮、手機成癮。臺北：大笑文化。 

林朝誠總校閱（2013）。網路成癮：評估及治療指引手冊。臺北：心理出版社。 

張立人（2013）。上網不上癮：給網路族的心靈處方。臺北：心靈工坊。 

 

第二節、相關影音資訊 

1.迷網年代 慈濟大愛第二台 2012/07/20《今夜說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EVnSSk9Ao 

2.臉書力量大  慈濟大愛第二台 2012/10/05《今夜說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f7U3WEnITU 

3.電玩奪冠後？ 慈濟大愛第二台 2012/10/31《今夜說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zTBTkYG04 

4.網路成癮：情緒依賴 人際關係冷落  (慈濟大愛台 2012/12/17「喜出網外」專題報導第一集)  

http://www.daai.tv/daai-web/news/topic.php?id=21052 

5.欠缺友情 成就感低 易致網路成癮  (慈濟大愛台 2012/12/18「喜出網外」專題報導第二集)    

http://www.daai.tv/daai-web/news/topic.php?id=21084 

6.戒掉網癮首要之務：培養其他興趣  (慈濟大愛台 2012/12/19「喜出網外」專題報導第三集)    

http://www.daai.tv/daai-web/news/topic.php?id=21115 

7.走出虛擬世界 現實生活找到重心  (慈濟大愛台 2012/12/20「喜出網外」專題報導第四集)  

http://www.daai.tv/daai-web/news/topic.php?id=21145 

8.精神戒治法 身心靈同步療癒  (慈濟大愛台 2012/12/21「喜出網外」專題報導第五集) 

http://www.daai.tv/daai-web/news/topic.php?id=2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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