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特殊教育學生網路成癮輔導研習 

一、 依據：教育部 109年 3月 4日臺教學（四）字第 1090012056B號函補助大學校院特殊教

育中心計畫。 

二、 研習目的： 

1.增加大專輔導人員對網路成癮所衍生相關問題現況與處遇之瞭解。

2.提升輔導人員輔導知能，協助擬訂具體問題之解決方案，改善學生因網路成癮所衍生

之學習與適應問題。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四、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五、 研習對象：（人數約 70人） 

1.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輔導人員（優先錄取）。

2.高雄市特教老師。

3.其他縣市特教老師。

六、 研習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行政大樓 10樓國際會議廳 

七、 研習時間：109年 9月 25日（星期五） 

八、 報名方式：一律上網報名（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大專特教研習網頁） 

http://special.moe.gov.tw/study.php?unit_type=2 

九、 報到時間：上午 08:40 

十、 報名截止時間：即日起至 9月 15日止，依報名情況將提早截止。 

十一、 聯絡人：莊筱珍、許純蓓   聯絡電話：07-7172930分機 1631、1634 

十二、 注意事項： 

1.研習當天請準時報到，超過報到截止時間 30分鐘以上，不予入場或減扣研習時數。

2.為響應環保，請研習老師自備環保杯及環保筷。

3.週一至週五本校不開放校內停車，請將車輛停至文化中心停車場或改搭其他大眾運輸

交通工具與會。

4.週末高師大校內停車收費標準一整天 120元，中午 12點後收費 60元。

5.考量未來不可控之因素(如:講師身體不適、地震、颱風&暴雨...等等)而導致研習需臨時

取消，故煩請學員們於活動前一天收取 E-mail(您留於通報網之電子信箱) 或至本中心

首頁「焦點新聞區」(http://ksped.nknu.edu.tw/index.php)詳閱最新訊息，以了解是否有

因突發事件而需臨時取消研習之訊息。

6.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俗稱武漢肺炎）防疫，本次研習將實施以下防疫措施，請大家

多加配合。

(1). 進入會場請配合體溫量測，額溫≧37.5，耳溫≧38，請回家休息。

(2). 進入會場請噴灑酒精消毒手部，並戴口罩。

(3). 如有出現發燒或身體不適情況，請在家休息避免外出。

(4). 簽到時，請填寫「參與大型室內活動者之健康聲明及健康管理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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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9/25 

(星期五) 

08：40-09：00 報到與開場 蔡明富主任 

09：00-10：30 網路成癮之成因與現象 柯志鴻主任 

10：30-10：40 休   息 

10：40-12：10 網路遊戲成癮之治療 柯志鴻主任 

12：10-13：00 午   餐 

13：00-14：30 網路使用管理輔導實務－介入篇   蔡彤寧臨床心理師 

14：30-14：40 休   息 

14：40-16：10 網路使用管理輔導實務－親職篇 蔡彤寧臨床心理師 

16：10 賦   歸 

十四、 講師介紹： 

（一） 柯志鴻醫師 

1.現任：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精神科主任、附設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2.專長：網路成癮症、一般精神醫學

（二） 蔡彤寧臨床心理師 

1.現任：欣寧心理治療所所長

2.專長：兒童青少年心理衡鑑、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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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輔導與實務 
2020年9月25日.   欣寧心理治療所  蔡彤寧臨床心理師

⌘學習大綱: 
大學生網路使用現狀 

您了解網路世界嗎︖ 

網路為何吸引人︖遊戲化引人入勝 

網路使用管理治療介入模式與實務 

⌘大學生網路使用現狀 
1.最熱衷於使⽤用網路路的族群是⼤大學⽣生
-⼤大學⽣生網路路成癮盛⾏行行率 20.3%（以陳⽒氏網路路成癮量量表68分為切截點）
2.網路路成癮的類別
-網路路性成癮、關係成癮、強迫⾏行行為、資訊超載、電腦成癮（Young,1999）
3.科技⾏行行為成癮核⼼心指標
-顯著性、⼼心情調整、耐受性、戒斷症狀狀、衝突、復發（Griffiths,1998）
4.網路路成癮危險因⼦子
-⽣生理理、基因、⼼心理理、社會環境、電腦與網路路活動
-⼼心理理危險因⼦子：⼈人際關係、⼈人格特質、憂鬱、無聊感、學習成就、社會⽀支持
-研究結果1:與⾃自尊、同儕互動、家庭功能答顯著負相關。

與課業壓⼒力力、無聊感、神經質、憂鬱、社交焦慮成正相關（楊淳斐,2014）
-研究結果2:憂鬱、功課壓⼒力力、衝動控制不佳、敵意、低⾃自尊、同儕關係不佳（施郁恆,2019）
5.國內網路路成癮診斷標準（柯志鴻等,2015）
-核⼼心症狀狀：想法、衝動、耐受性、戒斷症狀狀、時間管理理、⾏行行為控制等。
-功能受損：學校與家庭、⼈人際關係、法律律與校規等。
-排除其他精神疾病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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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解釋模式 
   ☆網路路病態使⽤用模式（Grohol,2012）
    -第⼀一階段：新鮮感、著迷、⼤大量量投入時間。成癮者多數停留留在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醒悟、使⽤用時間減少

     -第三階段：回復正常狀狀態

  ☆強化循環模式(陳淑惠,2003)
    -1.青少年年受挫⼼心煩時+取得上網機會便便利利=>選擇上網⽽而紓解⼼心情=>增強上網⾏行行為。

    -2.上網耽誤課業產⽣生罪惡惡感與⼼心煩=>再度上網逃避=>惡惡性循環=>⾃自動化網路路成癮強化循

        環模式。

    -⼈人們因為網路路⽽而暫時遠離責任與痛苦，不斷強化下個⼈人⾃自然地進入惡惡性循環模式。

☆網路路成癮的脈絡與脫離成癮的脈絡(王智弘,2009)
     -個⼈人遭遇⽣生活壓⼒力力（限現實⽣生活推⼒力力），若若接觸網路路的機會與便便利利度⾼高，⼜又能從中獲得

      情緒紓解與愉快經驗（網路路經驗吸⼒力力）=>增強上網⾏行行為。

     -當⽣生活問題未獲得解決或情狀狀惡惡化，情緒壓⼒力力上升，為再度燃起上網慾望，將重複選擇

      ⽅方便便的上網活動來來舒壓=>重複增強。

     -脫離模式：降低⽣生活壓⼒力力、降低網路路經驗（吸⼒力力）、提升⾃自我調適（拉⼒力力）、產⽣生現實

      ⽣生活情境的重⼤大改變、重要他⼈人或專業⼈人員的協助。

     -同時治標與治本。

⌘您了解網路世界嗎︖ 

 ☆當空氣中充滿了了WiFI.....

 ☆當孩⼦子/學⽣生上網的⾏行行為已跟呼吸⼀一樣⾃自然......

☆當不少⼈人把電⼦子產品當作保⺟母使⽤用......

☆當我們在煩惱學⽣生/孩⼦子們網路路使⽤用管理理能⼒力力，您真的了了解網路路世界的影響嗎？您知道學

     ⽣生/孩⼦子們為何如此著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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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作賽
1.不能使⽤⼿機與電腦，僅能相互合作討論
2.限時五分鐘計分賽！！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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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為何吸引人︖（資料引自高雄醫學大學顏正芳教授） 

1.網路能滿足人的基本需求

-感官刺刺激、新奇事物、原始慾望（如：性需求）

2.尋求安全

-網路路世界的安全感、⾝身份隱匿的安全感、⾼高度⾃自主權、充分的⾃自由（易易誤解真正的⾃自由）

3.追求歸屬感與愛

-網路路世界裡快速的愛情？貼⼼心的朋友？義氣的夥伴？ 

4.滿足人際互動需求

-網路路世界裡的⼈人際關係 VS 現實世界裡的⼈人際關係

-網路路世界修飾了了現實世界的缺點、選擇相同網路路活動⽽而產⽣生的認同感、相處時的壓⼒力力較

 ⼩小、遊戲模式會形成特殊凝聚⼒力力(如：遊戲公會、粉絲團)。

5.自尊獲得滿足

-排名、成就標記、粉絲、公會、被重視與被看⾒見見。

6.自我實現的滿足

-近乎真實的功成名就、幾可亂真的存在價值。

⌘體驗遊戲化的引人入勝 

請觀察，遊戲化⽤用了了什什麼原理理，讓⼈人會不⾃自主想要投入其中？

您觀察到

1.

2.

3.

4.

5.

6.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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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確的網路路使⽤用規則：應該從⼩小開始建立

連連看⼤大挑戰：不同的年年齡層，因應與引導⽅方式不同喲！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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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治療介入模式與實務 

☆認知⾏行行為治療模式（Young,1999）
    -認知適應不良:過度歸納、緊張恐慌、負⾯面核⼼心信念念、認知扭曲與不當合理理化。

     -逆向操作法:將⽣生活事務重新排列列整理理，增加現實⽣生活作息來來縮減網路路使⽤用時間，⽬目標為

      藉由打破導致成癮的上網⽣生活習慣。包括:改變上網⾏行行為的先後順序、使⽤用地點、使⽤用時

      段改變。

     -外部阻斷法:使⽤用具體且必要的事務，令個案停⽌止使⽤用，如：利利⽤用上班/上學的必要性與

      強制性來來壓縮上網時間，並使⽤用鬧鐘來來作為提醒⼯工具。

     -設定明確⽬目標： 許多⼈人想要解除網癮，但因為⽬目標設定過於模糊或標準過⾼高⽽而容易易失

      敗。⽅方式:

1.先設定減少的合理理時數，並記錄使⽤用順序與使⽤用時間。

2.建議少量量多餐的⽅方式進⾏行行，避免對網路路的渴望過度累積

3.逐步練習控制與處理理結束使⽤用的時間。

4.以認知⾏行行為治療引導個案學習因應強迫性網路路使⽤用⾏行行為新⽅方法，並監控⾃自⾝身思考歷程

4-1先進⾏行行⾏行行為矯治，協助個案回到未成癮前的⽣生活型態，並針對⼈人際、社會、⼯工作/

學習效能的恢復為⾸首要⽬目標。不是去節制不⽤用，⽽而是適度使⽤用，學習⾃自我控制。

         4-2再進⾏行行認知與價值觀扭曲的引導與重建。

☆以需求為出發點的治療理理論（Suler,2004） 
  -網路路能提供的刺刺激與需求多樣，但仍有限制（如：肢體接觸），只能局限於幻想與虛擬

       世界，如果能陪同/引導個案看到這個限制，會因無法滿⾜足期待⽽而失望，開始減少使⽤用

      -引導藉由經驗累積理理解網路路事件的規則脈絡，學習預測結果⽽而降低期待，使需求減少。

      -引導覺察⾃自⾝身的需求。

      -將網路路虛擬世界『現實化』， 如:與家⼈人/朋友/同學討論網路路發⽣生的事情，與網友實際⾒見見

       ⾯面使互動現實化＝>將網路路變成平常的聯聯絡⼯工具⽽而非獨立的世界，減少網路路對現實⽣生活

       造成的孤立、壓縮與分裂。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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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治療模式介入 

 1.短期焦點解決諮商（SFBC）

     -不著重於討論事件發⽣生的原因

     -以積極肯定的⽅方式朝向未來來的⽬目標導向的解決觀點

-探討個案的內在資源、外在資源，從過往經驗中找出信⼼心，透過引導討論找出解決⽅方法

     -⾸首先找出困擾的問題與癥結，找出⽅方法來來解決利利⽤用網路路抒發情緒或逃避的⾏行行為。

     -國內也有相關研究，⾼高中職學⽣生接受治療後，較能控制上網衝動，耐受度、戒癮程度、

      ⽣生活功能皆有顯著成效。

2.認知⼈人際治療團體（林林雅莉,2000）

     -依據網路路成癮現象、認知治療與⼈人際治療模式所設計

活動名稱 單元⽬目標

第⼀一堂： 
認識你真好

1.增進團體凝聚⼒力力 
2.認識認知⼈人際治療四要素：健康、想法、⾏行行為、情緒

第⼆二堂： 
定⾃自⼰己的⼈人⽣生⽅方向

1.協助成員設定⼈人際⾏行行為的⾃自我改變⽬目標 
2.了了解⽬目標的表現⽅方式與本質

第三堂： 
熟悉⼈人際收⾳音機頻率

1.確認⾃自⼰己常⽤用的思考模式，了了解⾃自⼰己常⽤用的⼈人際互動⽅方式 
2.學習將想法與情緒量量化

第四堂： 
想法⼤大挑戰

1.學習挑戰⾃自動化思考，協助改變對與⼈人際的⾃自動化思考脈絡 
2.了了解改變需要花上⼀一段時間

第五堂： 
為⽣生活增添⾊色彩

1.了了解快樂事件與⼈人際的關係，協助其體會⽣生活中的⼈人際快樂事件 
2.學習如何將可⾏行行的⼈人際事件引進⽇日常⽣生活

第六堂： 
暫停轉不停的錄⾳音帶

1.認識⾃自我的⾃自動化思考，了了解何種情境下會出現⾃自動化思考 
2.學習中斷⾃自動化思考

第七堂：
⼈人際你我他

1.了了解有益於⾃自⼰己的⼈人際⾏行行為模式，⿎鼓勵彼此回饋與分享以了了解別
⼈人對我們的看法
2.了了解與運⽤用對⾃自⼰己有益於⼈人際關係的特質

第八堂：
祝福滿⾏行行囊

1.回饋團體歷程，檢視⾃自我成長。 
2.溫馨、⽀支持性的結束儀式。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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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路使⽤用管理理訓練團體（長庚與⾼高醫合作之青少年年模式）

節次 團體內容

「你知道嗎？」 •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的原理理
•孩⼦子常使⽤用的活動和⽬目的
•過度使⽤用的先驅徵兆和症狀狀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理論

「你有何感覺？」 •⾃自⼰己在⾯面對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時的感受
•⾃自⼰己在⾯面對孩⼦子出現不配合⾏行行為的感受和接續的
應•對⾏行行為轉換立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探索孩⼦子常常使⽤用的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類型
「跨出溝通的⼀一步」 •討論：過去單向的說理理或要求孩⼦子改變和控制網路路

和智慧型⼿手機使⽤用是否有成效？
•動機式晤談

「解決各⽅方⾯面的問題」 •辨認孩⼦子過度使⽤用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的問題，並討
論可採取的協助策略略

「⽀支援在哪裡？」 •思考存在哪些可能協助孩⼦子改變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
使⽤用的資源，並協助如何提出邀請

「共同⽣生活」 •有效邀請孩⼦子與他⼈人進⾏行行共同活動，藉此提升孩⼦子
的⼈人際互動，並降低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使⽤用的時間

「我的新⽣生活」 •學習管理理孩⼦子網路路和智慧型⼿手機技巧和新溝通模式
的成效進⾏行行⾃自我評估

欣寧⼼心理理治療所 蔡彤寧臨臨床⼼心理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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