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師座談會 

資料手冊 

 

指 導 單 位 ： 教 育 部  
主 辦 單 位 ： 正 修 科 技 大 學 學 生 事 務 處  
活 動 時 間 ： 1 0 3 年 1 月 1 7 日 ( 五 )  
活 動 地 點 ： 行 政 大 樓 9 樓 0 3 A 0 9 0 2  



正修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 

導師座談會活動流程 

一、 依據：教育部核定 102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第 2-3-2-28項工作計

畫辦理。 

二、 活動目的：增加學務處與導師合作提昇輔導之成效，並強化導師對學校的

認識及向心力，並加強學校與導師連繫，發揮導師功能。 

三、 活動策略：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和諧

關係。 

四、 主辦單位：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五、 辦理方式： 

(一) 導師座談會 

1. 活動日期：103年 1月 17日(五) 上午 8:00-10:00 

2.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 9樓 03A0902專業藝術教室 

3. 參加對象：班級導師，約 80人 

4. 活動流程：  

時 間 主 題 

08:00-08:20 報到、領取資料 

08:20-08:30 長官致詞 

08:30-09:20 
學生輔導經驗分享 

「協助網路成癮的孩子走出虛擬世界」 

09:20-09:40 問答 Q & A 

09:40 散會   

六、 聯絡人：學生輔導中心劉文心小姐 07-7358800 #2217。 

七、 備註 1：主辦單位保留場地變更權益。 

備註 2：本活動提供輔導知能研習時數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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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鄭佩玉 諮商心理師 

學歷：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

士 

諮商心理師證照 

經歷： 

世新大學 約聘心理諮商師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諮商中心社區諮商組兼

任心理師 

高雄餐旅大學 諮商輔導組兼任輔導老師 

正修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兼任輔導老師 

高雄張老師基金會 特約心理師 

專長： 

精神疾患、家庭議題(家暴)、關係議題、情

緒議題、個別諮商、心理測驗 （servic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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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網路成癮的孩子走出虛擬世界

學生輔導中心 鄭佩玉心理師學生輔導中心 鄭佩玉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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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齡階段網路成癮比例各學齡階段網路成癮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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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網路生活概況大學生網路生活概況

網路遊戲 13 4%網路遊戲:13.4%

聊天室或 FB :48.1%

電子郵件：14.0%

下載檔案：8 8%下載檔案：8.8%

課業相關：7.9%

網路成癮的定義網路成癮的定義



網路成癮網路成癮

網路過度使用網路過度使用

網路使用

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

在過去三個月的其
間，出現一種適應不間，出現一種適應不
良的網路使用，造成
臨床上顯著的功能缺臨床上顯著的功能缺
損或壓力損或壓力



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

A：在以下九項中符合六項以上

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

A：在以下九項中符合六項以上

1. 整天想著網路上的活動

多次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2. 多次無法控制上網的衝動

3. 耐受性：需要更長的上網時間才耐受性 需要更長的上網時間才
能滿足

4 戒斷症狀：包含4. 戒斷症狀：包含

i 幾天沒有上網會出現情緒低落、
焦慮 焦躁不安 或無聊焦慮、焦躁不安、或無聊

ii 想辦法上網來解除上述的痛苦

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網路成癮疾患診斷準則

5. 使用網路的時間超過自己原先的期
待待

6. 持續的想要將網路活動停止或減
少，或有多次失敗的經驗少，或有多次失敗的經驗

7. 耗費大量的時間在網路的活動上或
離開網路上離開網路上

8. 竭盡所能來獲得上網的機會
9. 即使知道網路已對自己造成生理或
心理的問題，仍持續上網心理的問題 仍持續上網



B. 功能受損：至少符合下列一項

1 反覆的網路使用造成無法適當扮演1. 反覆的網路使用造成無法適當扮演
在工作、學校或家庭的角色

2 因網路使用放棄重要的社交或休閒2. 因網路使用放棄重要的社交或休閒
活動

網路行為造成反覆之法律問題3. 網路行為造成反覆之法律問題

C. 網路成癮之行為無法以其他精神疾
患、躁鬱症、衝動控制及患或性倒錯
做更佳之解釋做更佳之解釋

常見的共病精神疾患常見的共病精神疾患

憂鬱症

過動及注意力不足症候群過動及注意力不足症候群

社交畏懼

躁鬱症

人格違常人格違常



對網路沉迷者的分類對網路沉迷者的分類
網路網路關係沉迷關係沉迷 ：MSN、聊天室、FB網路網路關係沉迷關係沉迷 ：MSN 聊天室 FB

網路強迫行為網路強迫行為 ：網路購物或交易、網路強迫行為網路強迫行為 ：網路購物或交易、

網路賭博

網路網路性沉迷性沉迷 ：網路色情資訊

資訊過度資訊過度負荷沉迷負荷沉迷：逛網頁

電玩沉迷電玩沉迷 ：線上遊戲

上網目的VS成癮性上網目的VS成癮性

目的 獲取資料 社交型 忘憂增趣 解禁慾望
達成自我達成自我

成癮性 低 不高 高 很高



網路成癮之成因網路成癮之成因

成癮的過程成癮的過程

喜歡喜歡
興趣興趣
習慣習慣
失控失控
成癮



網路成癮的生理成因網路成癮的生理成因

記住滿足，快樂懸殊的經驗

→大腦生存經驗的制約

大腦分泌異常→衝動控制下降大腦分泌異常→衝動控制下降

刺激海馬迴(情緒中樞)

→多巴胺上升，專注力、興奮感上升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Maslow s Hierarchy of Needs

自我

實現實現

自尊自尊

歸屬感與愛歸屬感與愛

安全安全

生理需求生理需求



需求 滿足

成
功

挫
折功 折

學習與成長學習與成長
的方向

原始的基礎需求原始的基礎需求

新奇追求( l ki )新奇追求(novelty seeking)

感官刺激(sensory stimulation)感官刺激(sensory stimulation)

原始慾望滿足(性需求)

便利性與可近性優於其他媒體



安全的需求

環境的安全環境的安全

身份隱密的安全

高度的自主權

充分的自由充分的自由

安全的誤解

歸屬感與愛的追求

最快的愛情最快的愛情
最貼心的朋友最貼心的朋友
最講義氣的夥伴



網路人際關係之特點

現實缺點之修飾

主題選擇之認同

相互喜歡之循環相互喜歡之循環

沒有壓力下之相處

由內而外的認識方式

遊戲提供的凝聚力遊戲提供的凝聚力

薄紗舞台效應

自我實現自我實現

近乎真實的功成名就近乎真實的功成名就
昇華情操的真實呈現昇華情操的真實呈現
幾可亂真的存在價值



事件 挫折 適應

逃避逃避

網路 成癮網路 成癮

迷失

難以啟動改變的動力難以啟動改變的動力

「懶 卻可獲得快樂「懶」卻可獲得快樂

「改變」得先面對痛苦

「網路」隨手可得

「停止」不知道做什麼來讓自己覺得停止」不知道做什麼來讓自己覺得
有意義

「面對 要承受長期成癮的後果「面對」要承受長期成癮的後果

「想改也改不了」、「日復一日，有
時食之無味 卻無力改變時食之無味、卻無力改變」



現實生活中的推力現實生活中的推力
缺乏重心缺乏重心
沒有必要的任務
逃避責任逃避責任
大部分的錯誤或挫折似乎都難以處
理，都需要花相當的時間與努力才有理，都需要花相當的時間與努力才有
收穫

期中考

另一個極端
現實中的資源缺乏現實中的資源缺乏

無力克服現實中無奈的挫折

文化背景的支持文化背景的支持

最流行的休閒是什麼最流行的休閒是什麼？

媒體上最常看到的休閒是什麼？媒體上最常看到的休閒是什麼？

媒體賦予最正面的休閒是什麼？

廣告、明星、行銷、通路：網路
遊戲已無所不在遊戲已無所不在

「同學皆如此」：文化上得認同
減少反省與警覺的機會減少反省與警覺的機會



網路世界的存在價值網路世界的存在價值
作人要講義氣 很難丟下這「作人要講義氣」、「很難丟下這

些朋友」」

大多數成癮者不太願意深入討論網
路上的角色，但宛如另外一個自路上的角色，但宛如另外一個自
己，不易完全放棄

網路上得角色往往具有重要地位或
任務任務

生活中難以獲取相對的成就

八個網路成癮的危險因子八個網路成癮的危險因子

缺乏自尊缺乏自尊

人際挫折人際挫折

家庭功能不佳

課業挫折課業挫折

無聊感無聊感

神經質

焦慮

憂鬱憂鬱



長期成癮的結果長期成癮的結果

挫折忍受度變差

敵意變高

不願面對現實生活不願面對現實生活

成長落後

適應能力減弱

人際能力減弱人際能力減弱

網路成癮之輔導網路成癮之輔導



網路成癮的治療目標網路成癮的治療目標

協助個案了解自己網路使用的情形協助個案了解自己網路使用的情形

探索造成網路過度使用的原因探索造成網路過度使用的原因

討論如何解決目前的問題

協助個案恢復自己的能力(問題解
決、情緒控制、壓力因應及自我認決 情緒控制 壓力因應及自我認
同能力)

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及適應方法及建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及適應方法及建
立適當的生活模式。

如何發現有危險的學生如何發現有危險的學生

自填量表的篩檢:中文網路
成癮量表成癮量表

線上篩檢

學業危機的學生

人際疏離的學生人際疏離的學生

常常缺席的學生

導師會談時可加以注意



校園處理的困難校園處理的困難

難以發現個案
網路成癮提供強烈的滿足
網路總是可以持續的使用
個案的否認個案的否認
生活中無事可做，缺乏其他興趣
合併諸多問題合併諸多問題
常常缺乏資源
往往不想改變 整個人似乎已經往往不想改變，整個人似乎已經
定型
沒有人可以要求青少年改變

否認
拒絕拒絕
敷衍敷衍
敵意敵意
逃避



了解個案的網路生活了解個案的網路生活

暸解個案上網型態

了解個案最感興趣的網路活動

最常上網的時間最常上網的時間

最想上網的時候

在網路上的互動模式

網路成癮者之評估網路成癮者之評估

上網型態

人格特質人格特質

合併身心疾患

目前生活危機

網路對生活之影響網路對生活之影響

與校園環境之接觸與校園環境之接觸

家庭評估



網路對生活之影響網路對生活之影響

睡眠時間影響

課業之影響課業之影響

人際活動或運動之剝奪人際活動或運動之剝奪

工作之影響

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

開始對其他事情失去興趣開始對其他事情失去興趣

共同和個案面對生活的問題共同和個案面對生活的問題

時間的規劃時間的規劃

家庭的衝突家庭的衝突

人際的問題

學習的困難

提供方法 資源(最好是人或-提供方法、資源(最好是人或
明確的作法)、希望)

激發對未來的期待

經由互動增加個案的自我認同



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尋求同儕加入協助

了解個案的優點、專長與興趣了解個案的優點 專長與興趣

誘發適當的興趣、提供機會、稱讚、鼓勵能
力的學習 增加個案對學校活動的參與 有力的學習、增加個案對學校活動的參與，有
時需主動邀請

製造人際互動的機會製造人際互動的機會

尋找重要的議題—尋找重要的議題

什麼是讓你最擔心?你最期待什麼?

如果沒有上網你會想做哪些事情？如果沒有上網你會想做哪些事情？
什麼事是你一直想做卻沒時間做的？

調整個案網路之使用時間調整個案網路之使用時間

避免隨時可上網

避免隨處可上網

創造無法上網的時間創造無法上網的時間

自我實現

創造自我實現的機會創造自我實現的機會

討論工作或打工的可能性

鼓勵自食其力

提供義工或志工的機會提供義工或志工的機會

創造校園參與與表現自我的機會



讚賞與鼓勵個案之改變讚賞與鼓勵個案之改變

建立自尊與促進自我實現

加強改變的動機，尋找適當適應

協助處理改變之痛苦和適應方式

協助面對現實問題，討論原因和出路

面對網路的影響，誘發改變動機

協助面對現實問題，討論原因和出路

了解現實問題，形成治療聯盟

深度同理，減少否認與組抗

建立關係，避免被拒絕焦慮

Dr Young初期治療方法Dr. Young初期治療方法
(1）逆向操作法（practicing  the opposite）

例如本來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收發E-mail，然後再盥洗和吃早餐，我們可建議病人先盥洗和
吃早餐再收發E-mail，以減低對網路的依賴。

(2）外來停止器（external  stoppers)
例如利用鬧鐘或電腦定時提醒程式提醒自己該離開網路及遠離電腦。

(3）設定時間限制（setting  time limits）
例如設定一週使用網路幾小時後即不再使用，或設定每日固定的上網時段，以避免上網時例如設定一週使用網路幾小時後即不再使用 或設定每日固定的上網時段 以避免上網時
間無限延長。

(4）列出事情的優先順序（setting task priorities)
因為上網時間有限制 因此先列出必須透過網路處理事務的優先順序因為上網時間有限制，因此先列出必須透過網路處理事務的優先順序。

(5）使用提示卡（reminder  cards）
把網路成癮所造成的問題，列出幾項寫在卡片上，戒除網路成癮的好處也寫在卡片上，然後把網路成癮所造成的問題 列出幾項寫在卡片上 戒除網路成癮的好處也寫在卡片上 然後
貼在電腦旁，以便隨時提醒。

(6）個人活動行程表（personal    inventory）
沉迷於網路中，常會忘記或取消一些日常活動，像打籃球，逛街；故可以建議病人寫下個沉迷於網路中，常會忘記或取消一些日常活動，像打籃球，逛街；故可以建議病人寫下個
人活動行程表，並標明重要性，以提醒自己不要因為上網而忽略它。



網路上癮的諮商

「覺」－覺察病識感：

網路上癮的諮商
(王智弘，2005)

覺」 覺察病識感
當事人認知到自己已過度使用網路了：換言之，使當事人對自己的上網行為有「病識感」，

或者覺察自己的行為失當，比如，知道自己已「超時」上網了

「知 認知潛在問題：「知」－認知潛在問題：
當事人認知到導致其過度上網行為的潛在心理問題：網路上癮行為的背後其實是有理由的，

過度上網的行為是潛在心理問題導致其逃離正常生活的結果

「處 處理潛在問題「處」－處理潛在問題：
當事人去面對現實，處理潛在的心理問題而非沉迷網路以逃避問題：讓當事人深切了解到逃

避問題祇是使問題更加惡化而已，並非解決問題之道

「行」－發展並執行改變計畫：
當事人發展出改善過度使用網路行為的行動計畫並加以執行，此等行動計畫若能提供當事人

從事其他替代性正向活動的吸引力，並結合重要他人的協助以塑造有利情境，則成功率將
大增：配合第三步驟的潛在心理問題的處理，應協助當事人提出具體改善網路上癮行為的
行動計畫 並身體力行以逐步改變上網行為行動計畫，並身體力行以逐步改變上網行為

「控」－培養自我監控能力：
逐步降低上網時間培養出對時間的敏感度與對自我的監控能力：以期在達成諮商目標回歸正常與和諧的生活逐步降低上網時間培養出對時間的敏感度與對自我的監控能力：以期在達成諮商目標回歸正常與和諧的生活

之後，能自我監控以持續維持戰果。

學術自由VS網路生活管理學術自由VS網路生活管理

大學需重視學生的自主管理 學生亦大學需重視學生的自主管理，學生亦
應為自主管理的結果負責

大學是否可進行最低限度的網路管理

模範宿舍 活力早餐 夜間流量控制模範宿舍；活力早餐；夜間流量控制；
AM1:00-2:00斷線；IP位址監測



針對所有學生針對所有學生

篩檢

衛教-如何有效率的說服衛教 如何有效率的說服

提醒危險的界線

暑假的提醒

休閒活動的鼓勵與促進休閒活動的鼓勵與促進

價值建立的技術-效法網路遊戲

生活中存在價值的建立

預防勝於治療預防勝於治療

網路成癮不只是網路的問題

高危險群的預防

篩檢與處預篩檢與處預

網路教育

高危險群的預防治療 團體處預高危險群的預防治療-團體處預

建構青少年良好的自我認同和挫折建構青少年良好的自我認同和挫折
忍受度



Q&AQ&A
是否學校的課程必須學會如何使用智慧型Q１：是否學校的課程必須學會如何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操作，而養成的習慣呢!

網路安全課程(隱私權 網路霸凌 法律)→網路安全課程(隱私權、網路霸凌、法律)

Q２：學生晚上熬夜玩線上遊戲，早上賴床，造
成上午的課程常常缺曠，該如何輔導和幫助？成上午的課程常常缺曠，該如何輔導和幫助？

→找回現實感，激發動機

Q３：有個學生平時不太跟班上同學講話互動Q３：有個學生平時不太跟班上同學講話互動，
但是在臉書FB上很活躍，常常貼文章或按讚，
上課也常看到他拿手機出來翻看，是否就是網上課也常看到他拿手機出來翻看 是否就是網
路成癮？

→成癮定義：無法控制、耐受性、戒斷症狀

Q&AQ&A
Q４：如何減少使用手機、電腦和網路？現在上網Q４：如何減少使用手機 電腦和網路？現在上網
太容易，網路有趣的東西太多，要學生控制使用
時間很困難。

→不封鎖而是聰明上網

Q５：青少年會沉迷網路可能有很多原因，對課業
沒興趣表現不好、住宿舍家裡管不到，等…，學
校老師可以怎麼協助？

→了解入門原因、沉迷原因、戒不了的原因

Q６：如何判斷成癮症，而不是大人的焦慮症? 萬
一是老師們有成癮症 或者是反方面的恐懼症一是老師們有成癮症，或者是反方面的恐懼症，
請問如何處理? 例如，我現在很怕接到學校的電
子郵件。子郵件。

→保有覺察，釐清自己的狀態，示範的效果



 

 

社區資源： 

CAP 白絲帶關懷協會： 

提供家庭網安諮詢熱線。 

(02) 3393-1885  

http://www.cyberangel.org.tw/tw/  

 

台灣展翅協會 Web885： 

提供網路匿名諮詢。 

http://www.web885.org.tw  

 

台南市網路成癮防制中心： 

諮詢專線(06)252-5553 

位於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中亞聯大網路成癮防治中心 

http://iaptc.asia.edu.tw/  

 

http://www.cyberangel.org.tw/tw/�
http://www.web885.org.tw/�
http://iaptc.asia.edu.tw/�


 

 

 

醫療資源：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精神科主任 

柯志鴻 醫師 

 

 

網路輔導資源：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 

彰師大輔導與諮商系教授 王智弘 

http://iad.heart.net.tw/  

 

 

 

http://iad.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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