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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對學校課業感到乏味而選擇離開學校

的一群青少年常是社會定義的「中輟生」。

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許多學生也因網路成癮

而未到學校，當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日

以上，則成為教育部認定的中途輟學生。不

論是對學校課業缺乏興趣而不想到學校上

課，或者因網路成癮而未到學校上課，這些

中輟生一直都是校園輔導的重要對象。本文

將針對對學業失去興趣且網路成癮之一名

中輟生的輔導經驗作為分享。 

二、青少年網路成癮原因之分析 

根據許舜賢（2015）的分析中輟原因可

以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四大層面分析，

個人主要因素在於生活作息不正常，家庭因素

為父母管教失當、學校因素對學校生活缺乏興

趣、社會因素為受到校外朋友之影響。整理起

來，學生的生活作息與學習興趣是推離孩子離

開學校的因素，父母管教失當以及校外朋友的

影響是將孩子拉進網路世界的力量。 

 

 

 

 

 
圖 1 網路成癮之中輟生心理模式 

 
研究發現使用網路來建立人際關

係是造網路成癮的主要因素 (Li & 
Chung, 2006)。Hassan與Bar-Tam(1987)
以 Erikson 發展八大階段為基礎，分析

了個發展階段的人際關係與需求特性

（如下表 1），可以發現青少年的人際

需求為親近與歸屬感。當網路上的夥

伴能夠提供青少年立即的親近感以及

群體歸屬感時，自然而然網路世界就

是滿足心理需求最重要的世界。 

表 1 人際親和需求的發展階段 
年齡階段 人際發展階段 人際需求 
嬰兒期 依附或退縮 反應 
學步期 安全或害怕遺棄 接納 
學齡前 

(幼稚園) 
互動或自我中心 關注 

學童 
(國小) 

社會關係或 
自我興趣 

讚許 

青少年 
(國高中) 

親近或排除 親近 

成年初期 
(大學) 

歸屬或疏離 歸屬 

青年 
(成家  
立業) 

親密 
或 
孤立 

親密 

中年 
(40-50 歲) 

互依或 
人際受限 

互惠 

老年 
人際接受或關係

痛苦 
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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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了解缺乏學業興趣以及生活

作息不正常是將孩子推離學校的推

力，而網路上的心理需求滿足則是拉

入網路世界的拉力；當孩子拉入了網

路世界，他的生活作息更加不正常，

又強化了遠離校園的推力，導致中輟

的危機。當中輟產生後，校園生活就

消失在他的生活脈絡中，僅存的網路

世界就是他滿足心理需求的重要來

源，因此又更加造就了網路成癮的危

機。因此，輔導方案需要先從心理需

求的滿足下手，先透過輔導關係中的

正向活動滿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然

後進一步調整生活作息和增加學習興

趣，以能夠回歸正常的校園生活，來

產生健康的發展。 

三、輔導理論基礎：自我決定理

論 

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認為能力（competence）、自主

（autonomy）與關係（relatedness）是

人類三大核心需求，並且在學習經驗

中這三大需求的滿足可以強化個體的

幸福感（well-being）；再進一步探討內

在動機產生了核心特質時，發現自主

與能力感是催化內在動機的核心元素

（Ryan & Deci, 2000）。Larson（2000）
分析了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中，發現最

能夠激起內在動機的活動是與朋友互

動，反之最不能激發內在動機的活動

是課室活動。回到中學教室的情境

中，許多青少年到校上課是因為他的

朋友們都一起去學校，由於同儕互動

是青少年最強的內在動機來源。反

觀，課室活動中，許多學習經驗是挫

敗時，青少年的能力感消失，加上課

室中的自主性也消失時，許多課業要

求為外在動機驅動時，對於課業表現

較不佳且同儕在網路世界中的青少年

而言，校園生活的學習缺乏內在動機

且無外在誘因，同時亦產生內在動機

的同儕經驗來自於網路時，一推一拉

的雙重影響，讓青少年更加沉溺網路

世界。因此，如何透過能力、自主與

關係三個心理需求元素，來讓青少年

對於一些正向心理活動產生內在動機

而持續地進行，甚至類化到他的學習

經驗，是輔導工作的主要任務。這次

輔導介入所採用的理論即是自我決定

理論，透過強化能力、自主與關係三

大心理需求來推動個案的學習內在動

機。 

四、生態系統觀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態系統

理論告訴我們的是，個體在發展中會

受到他所身處的環境脈絡所影響，換

句話說，一個網路成癮中輟生的成因

是由他的家庭（例如：教養功能不

佳）、學校（例如：適應不良）、居住

社區（例如：偏鄉農村）、鄉鎮文化（例

如：宮廟文化）、網際網路文化與國家

社會政策等系統與因素交織影響下的

結果。過去的個別心理諮商與治療，

主要著重於處理個人的內心議題，而

較不處理其他系統對個案的影響，但

現今的學校輔導工作著重於系統性的

合作以達到較佳的輔導效能（王麗

斐、李旻陽，羅明華，2013）。因此本

次輔導過程中，心理師在多次與學校

的接觸中，也與輔導老師和教師在教

學上與班級經營上可以做到什麼調整

進行討論與嘗試，在家庭中對於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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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與金錢管理上也提供建議與諮

詢，而在其他層面上心理師也積極引

入不同的資源，如引入大學生與帶領

個案接觸較佳的醫療資源，以滿足個

案的基本需求。 

五、輔導目標與策略 

由於生活作息穩定與回歸校園生

活息息相關，因此穩定生活作息是治

療首要目標，當案主生活習慣日趨穩

定時，下個目標就是增加學習興趣,由
於長期中輟造成學業跟不上的問題，

這時需要引入課輔老師的協助，透過

一對一的課輔活動，來協助個案可以

慢慢跟上學業，並且重新提起學習興

趣。 

在臨床實務中，Frank(2007)所提

到 的 人 際 與 社 會 規 律 治 療

（ Interpersonal and Social Rhythm 
Therapy）是一套透過改善一個人的生

活作息模式以及增強學習行為的治療

模式，該治療透過設定好飲食、睡眠、

運動、人際互動以及學習的時間點，

來穩定一個人的作息；透過穩定生活

作息來進一步調節內在大腦功能的發

展。本次輔導及採用此模式，循序漸

進地穩定人際互動時間、晚餐時間、

運動時間、起床時間以及學習時間等

五個重要活動時間。搭配自我決定理

論之三大核心心理需求的滿足，期望

這五個重要活動時間點的設定與執行

從外在動機轉成內在動機，進而可以

順利地回校上課，恢復正常生活。 

 

六、輔導關係建立 

從表 1 可以了解青少年階段的人

際需求有兩個成分：親近與歸屬感，

目前流行的行話「8+9=17」這個概念

正好反映著青少年的人際需求，他希

望有義氣（17）的朋友可以陪她一起

（17）做一些有趣的事情。8+9（八家

將）這個群體正好反映著這樣的特

質，在輔導工作中不用陪他加入他的

族群，而是透過一起進行一些健康的

活動，讓他感覺到成熟的義氣，成為

關心他的八家將（8+9）。在輔導中輟

生時，關係的建立不是在於稱兄道

弟，而是讓他感受到心理師或輔導老

師對他的真實關心，以及有共同參與

某個活動的歸屬感。 

七、實例分析 

郭如玉老師（2017）針對帶領網

路成癮中輟生提出：1.重視家庭因素、

2.找到學習興趣、3.長期抗戰、4.服務

中找到價值、5.必要時的強制手段及

6.提早介入等六大方向幫助孩子走出

網路世界。顯現面對網路成癮之中輟

生需要有耐心且持續的多方位輔導，

以下就一個國二網路成癮之中輟生來

做為案例說明： 

因為學校課業與人際的種種挫折

與不順，在學校輔導老師的輔導與奶

奶的勸說之下，小藍仍舊選擇待在網

路遊戲的世界，經常在家中上網而不

上學，老師與社工人員進行家訪時，

他經常是隔著在房門與相關人員交

談，或是根本忘記有約定時間。這次

的輔導工作邀請心理師來協助家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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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透過固定的會談時間，來進行

校外心理輔導服務。心理師根據自我

決定理論透過強化個案的內在心理需

求而產生學習的內在動機，主要服務

內容如表 2，以下簡述重要事件: 

第一次碰面時為晚餐時間，小藍

把自己關在房間內，心理師在門口邀

請小藍一起吃晚餐並請他決定吃飯地

點。在客廳等候了約莫 20 分鐘，小藍

出了房門帶大家去鄰近的火鍋店吃小

火鍋，在其中的過程中，小藍很驕傲

地介紹該社區好吃的火鍋、飲料以及

美食等等。在這次的破冰中，主要讓

小藍的自主性產生（決定吃飯時間與

地點）、能力發揮（分享美食經驗）以

及與心理師有正向的人際關聯性（耐

心等待與關懷)。另外，由於穩定飲食

對於發育以及生活作息的重要性，也

在這次介入中來穩定小藍的晚餐時

間。 

在過程中，有一個重大的危機事

件，個案小藍在家中受傷開刀，再回

診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小藍對於傷口

照顧上缺乏有效的認知，期待母親定

期帶他去就診。這是一個改善親子關

係的好機會，但也擔心潛在的自我傷

害問題。因此，在傷口嚴重時，還是

鼓勵家人陪同回診，當傷口較為穩定

時，則轉由個案學習自我照顧傷口。 

在傷勢穩定後，協助的老師開始

鼓勵小藍外出運動，由協同的心理師

與大學生定時陪同小藍外出打球或散

步等戶外活動的強化。在學科學習上

（將學習引入網路世界），邀請大學生

作為課業輔導老師，透過網路遊戲與

小藍成為戰友，先建立夥伴關係後，

利用時間協助小藍將原來的學業追上

與補強。漸漸地，網路遊戲變成課業

學習後的增強活動。學習活動透過長

期的補強與增強，漸漸產生學習之自

我效能感。經過半年的輔導工作後，

小藍回到國中就學，並且順利進入高

中就讀，朝向他有興趣的餐飲科來學

習。 

統整整個治療歷程，可以根據主

題分成四大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穩

定生活已先能按時吃正餐為出發點，

在此時心理師已陪伴為主來啟動案主

的自主性與穩定生活的能力，此時最

需要的就是耐心，陪伴與等待是輔導

人員最大的挑戰。當案主願意出門一

起吃晚餐後，就可以開始協助其穩定

其他生活層面，包含睡眠時間與運動

時間等等。 

案主受傷開刀為治療的第二階

段，面對這次的意外事件，心理師扮

演著協助者的腳色，協助案主在醫療

系統中的醫療資源，包含與醫院社工

及醫護人員的合作，透過心理師與醫

療人員的合作，提供案主一個適合他

的外傷照護計畫。此時，案主學習自

我照顧、適時求助以及增加外傷處理

能力。 

第三階段為強化身體機能的時

期，在一段時間的外傷養護期間，案

主較少外出活動，大多悶在家中上網

看電視等。所以此階段開始協助案主

外出活動，培養運動習慣。透過心理

師安排的大哥哥們來陪案主一同去打

球，讓案主與大哥哥們產生一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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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的團隊歸屬感，這是青少年個案

內心最大的心理需求之一。透過定期

打球與聚會，案主與協助的大哥哥們

的關係漸漸穩定。 

接下來為第四階段，也是回歸學

校的重要階段，要開始協助案主課業

的複習，讓他能夠追上落後的課業，

以免入學時因為課業跟不上而產生挫

折感，然後又出現了拒學問題。此階

段透過大哥哥們閒暇時，與案主一起

上網玩 lol 時，同時討論一下他當天的

學習狀況與進度，如果有需要教學的

部分，則會約在運動時間來教導他。

透過這四個介入策略，心理師陪伴著

案主從網路世界的人際脈絡進入現實

生活中的人際網絡中，透過關係的經

驗以及人際網絡的重建，案主將更有

信心進入充滿壓力的校園生活。 

表 2 主要介入模式 

主要

介入 
自主 能力 關係 

心理

師的

態度 
穩定

用餐 
決定

出門 
決定

美食 
陪伴 耐心

等待 
處理

傷口 
自我

照顧 
換藥

策略 
正向

協助 
專業

協助 
外出

運動 
決定

運動 
展現

優勢 
歸屬

感 
一起

活動 
上網

教學 
自主

學習 
展現

能力 
協助

學習 
引入

資源 
  
 
 
 
 
 

八、結語 

在學校系統中，中輟生的輔導工

作涉及導師、學務處、教育處以及輔

導室等四個單位分掌職責（趙心瑜，

2015），這次的輔導工作為該校輔導室

情商校外心理師來進行到宅輔導工

作，透過外部資源的連結，來提供網

路成癮等臨床心理之相關專業服務，

特別採用適合青少年的自我決定理論

以及可以調整生活作息的人際與社會

規律治療治療策略，透過一起活動的

輔導關係建立來進行輔導工作（圖

2）。 

系統性的介入為未來學校輔導工

作之趨勢，也較個別處遇更為有效（王

麗斐等，2013）。臨床心理師為輔導室

延攬之外部協助資源，扮演著學生與

學校間的聯繫樞紐，除了處理學生的

心理與行為困擾以外，同時與校方合

作進行資源之連結，讓孩子可以順利

地回歸校園生活。因此，心理師除了

定期的家訪輔導外，還會與校方定期

地開會討論回歸校園之相關方案與措

施。透過心-師-親-生四方的長期之系

統性合作，以達到更加的輔導效能。 

 
圖 2 透過一起（17）活動來強化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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