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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隨著網路科技的發達，也浮現了許多與網路相關的社會事件與議題。

例如：「網路約會強暴」、「一夜情」、「援助交際」、「青少年沉迷線上

遊戲」、「網路成癮現象」、「網咖成為青少年犯罪的溫床」、「網路犯罪」

等，對於 E 世代的青少年正處人生發展、尋求認同及社會學習的關鍵

階段，如何使他們能善用網路而非迷失在茫茫網海中，經由相關調查

研究資料結果的呈現，提出政府應主導促使整個網際網路應用環境更

加成熟。由資訊法律的制定與宣導、網路倫理的深究與提昇、資訊教

育與成果的呈現、制定完善的網咖管理政策、推廣家長上網同步學

習、強化網路安全教育與查緝、推動網路輔導團及分級等措施；以具

體行動關心青少年網路文化的內涵與發展。 

 
 
 

壹、前言 

隨著網際網路（internet）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普及化，促使知識資訊全球化、

全民化的趨勢衝擊而來。可以說人類社會已進展到「網路社會」、「網路共同體」

的結果。許多學者認定這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後，另一波影響人類歷史發

展的科技革命。並且這種變革才方興未艾。網際網路不僅澈底改變人們生活方

式、顛覆人際交往途徑，而且轉移經濟產業發展的模式。這個新奇的世界也面臨

二十一世紀人類文明最大的挑戰；因為人們開始讚嘆接受網際網路帶來的優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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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卻也認識到在虛擬世界中產生的困擾；惟有在過程中逐步體認這個生活圈急

速的變遷，累積其經驗認知，重新建構其行為模式，發展樹立應有的價值規範；

才能因應這個新世代的到臨。網路和電腦影響這個大社會的變動，無可諱言的，

對於不同文化族群都有顯著的衝擊。而對於正處人生轉折過程最劇變的青少年會

有如何的影響呢？有人認為青少年生機盎然、充滿活力，網際網路世界正可呼應

其特性，任新世代的發展一日千里；也有人認為青少年時期如惱人季節，現實短

視、庸俗逸樂、叛逆自我，他們一旦沉溺於虛擬世界，則人格發展更加令人擔憂。

不管對此看法之南轅北轍，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從現象中加以探討。 

貳、網際網路新世代的思辨 

我國經建會研究（引自張佳琪，民 89）1999 年全球上網人數約為兩億人左

右，直至 2000 年上網人數則增至二億五千人。台灣地區自民國 84 年開放網際網

路服務後，到目前上網人口已近七百萬。造成網際網路驚人成長的原因主要是

一、網路上資訊資源大量且豐富。二、資訊可以廉價、快速的、便捷的取得。三、

電子郵件、可從事買賣交易行為，及人際溝通多樣化的呈現縮短了事務處理的成

本、時間，消除了人際間的距離等。而在網路中大量承載的資訊可任意奔騰於虛

擬的空間時，人們的生活軌道被要求從依賴到自主，由封閉到開放，由單向到多

元化的需要；傳統的倫理規範已不敷所需，而各種逐步衍生的問題及亂象應運而

生，例如：多起男女交往感情生變事件，個人挾怨報復而在網路上散播私人信函

及寫真照，或在網路上散播謠言，損毀個人名譽；成大學生 MP3 著作權侵權事

件，網路上不法販售光牒、槍械、藥物以及駭客入侵機關組織竊取或破壞資料系

統等。而近一年來國內網路交友一夜情、少女網路交友失蹤、遭受性侵害；警方

破獲青少年男女網路援助交際案件頻繁，以及網路咖啡店如雨後春筍般林立，可

能成為犯罪溫床等，種種問題及脫序現象，不斷為媒體發布，引起社會極大的關

注。我們卻也不可避免的，必須因應它所帶來的負向反應。可以預見的是：隨著

上網人數的增加，這些相關性的問題若不加以深入理解，制定規範，提出因應策

略，這類脫序事件將來更是層出不窮。 

參、青少年身心發展特性 

青少年正處人生發展、尋求認同的關鍵階段，社會變遷往往成為青少年

問題的加重因素。此時期依青少年身心發展及生活適應之順暢與否，有三種

層面之問題需要面對： 
 

一、發展性的問題 
青少年的人格發展，是銜接孩童和成人的過渡期、重組期；不可避

免地會影響個人日常生活與表現，使身心呈現不平衡與不協調的狀態，

所以青少年往往在人際、兩性、家庭、學業、與人生觀等方面，會因其

身心快速變化，產生情緒波動與心理的擾動不安，形成青少年時期的發

 2



展性問題。因此青少年是不是能自我控制情緒以及接訥自我，和當時的

身心狀況、情緒干預有密切關係，心理的健康和適宜的環境，方能使青

少年平順走過自己情緒的困境與衝突。 
二、預防性的問題 

當青少年的需求未滿足與自我發展過程突遭挫折或失敗，一旦在無

法得到適當撫慰、鼓勵或疏導，便可能在心理上留下不良的陰影，這對

身處誘惑眾多的環境而自我又欠堅強的青少年來說，更容易會導致個人

的不適應或行為偏差問題，因此青少年心理困擾、犯罪行為及自殺行為

等，不僅反映出青少年個人的心理適應狀況，且也顯現出他們在追尋理

想歷程時的一般挫折反應。 
三、治療性的問題 

治療性問題多指青少年的偏差行為，這些行為不僅與社會期待不

同，甚至會造成對社會與青少年的危害，而這些行為上的偏差便可歸納

為六大類（吳伍典，民 67）： 
1. 外向性行為問題：這是一般所謂的違規犯過或反社會行為。 
2. 內向性行為問題：即通稱的情緒困擾或非社會行為。 
3. 學業適應問題：成績不理想，由非智力因素造成，往往間具有情緒上

的困擾與行為上的問題。 
4. 偏畸習癖：或稱為不良習慣，多與性格發展上不健全有關。 
5. 焦慮症候群：由過度焦慮引發的，有明顯身體不適症狀或強迫性行為，

通稱為精神官能症或神經質行為。 
6. 精神症：其行為明顯脫離現實，屬嚴重心理病態。 
當青少年要完成人生此重大成長任務，在面對自我認同、親情、友情與愛

情的調整，就學就業的挑戰以及在社會角色地位的自我期許下，網際網路世界

無疑的開啟一種對生活的冒險與探索，而在接觸大量似是而非的資訊，如百變

精靈的遨遊在虛擬人物中，欠缺人際溝通自然坦承的情趣表達與陶冶，以及不

可自拔於網路遊戲角色扮演下；無可置疑的，讓許多人憂慮青少年應更有成長

中的困頓與紛擾，除了衍生各項心理適應及行為問題外，也將會嚴重影響其人

格的塑造與價值觀的形成。 

肆、青少年是網路主要族群 

根據 84、85 年資策會一項網際網路應用調查結果：台灣地區網際網路使

用者年齡以 21－30 歲年輕人為主，約佔全部使用人口的 60﹪。這些網際網路

使用者的教育背景以大專程度為多，其中男性使用者佔 87﹪，高於女性的 13
﹪。但女性上網有增加趨勢。莊道明（2000 年）於 87 年 7-8 月對台灣學術網

路使用者調查顯示：以 21 歲至 25 歲最多，其次是 16 至 20 歲；另外台北市教

育局（1999）公佈台北市近七成的中小學家中有電腦，平均上網率約六成四；

此數字在 89 年電腦擁有者增加為八成七，使用網路的比率上升至八成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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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行為的動機以娛樂休閒資料查詢為主，但是其中約有一成左右的學生有以網

路為交友的管道。另外依據台北市政府主計處資料：市立中小學教室電腦比率

為 52，平均每十三名學生就有一部教學電腦；可見得以台北市學生來說接觸

網際網路的機會高，這個趨勢亦必快速的成長。另外中國時報（2000 年，九

月六日）我國 2000 年 5 月家庭上網率已達 19.1﹪，較 1999 年同期增加 4.6﹪，

網路使用者仍以青年為主，大專以上學歷仍佔多數，而十五歲以下、五十一歲

以上及高中以下學歷族群上網比例逐年增高，尤其國中以下上網者增長最多。

由以上相關的調查不難得知青少年是網路的愛好者、使用者，網路科技的發展

也滿足了他們的需求。 

伍、青少年網路應用行為的現況 

一、上網型態的分析 
吳嫦娥等（2000 年）對台北市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少年 1173 人所作的

網路交友調查顯示：少年使用網路經驗以一至二年最多（29.32﹪），每日

上網以 30 分鐘至一小時最多（32.05﹪），超過三小時的也有 9.55﹪；上

網時段以晚上六時到九時為多，佔 30.28﹪，凌晨一時至三時也佔了 6.58
﹪。少年大多是在家中使用電腦網路，佔了 52.26﹪，在學校使用者佔了

35.67﹪；瀏覽的網站類型以生活休閒資訊最多（25.89﹪），聊天交友則佔

18.65﹪。有交友經驗者佔 59.43﹪，這是因想交新朋友、打發時間及好奇

心使然。大多數是化名交往（佔 77.62﹪）其次是假年齡（12.19﹪）、假

性別、假學歷。主動邀約網友見面的佔 35.﹪，被邀約者佔 68﹪；曾想和

網友發生性行為者有 7.9﹪，曾向網友提議發生性行為者佔 3.16﹪，網友

曾提議發生性行為者佔 17.24﹪，實際與網友發生性行為者佔 1.36﹪，認

為網路交友需要管理者有 79.26﹪。馬秀蘭（2001 年）對中部五專商科學

生使用網際網路的趨勢與態度探討亦有以下的結論：每次上網時間大概在

30 分鐘至 2 小時左右，網站內容是吸引學生的主因，並且覺得娛樂性的

網站使得男生受吸引及經常搜尋的是色情網佔。大多數中部五專商科學生

對網路的態度趨向正向，無論男女皆強烈認為從網路上可吸取許多新知。 
二、上網後遺症 

吳嫦娥等（2000 年）的研究亦指出：少年認為網路交友影響其生活

作息者有 26.77﹪，與家人發生爭執佔 25.66﹪，影響課業的佔 22.08﹪，

上色情網站的有 18.33﹪，購買大補帖有 12.11﹪，認識帶來麻煩朋友的則

佔 8.44﹪，其餘賭博、購買違禁藥物等百分比都不到 1﹪；但提出網路成

癮症的形成及可能造成生、心理的不適，是值得注意的現象。李逢堅（2001
年）認為中學生雖對網友持半信半疑的態度，但仍有認為網友較能無所顧

忌的聊天，及交往容易產生認同；在無法分辨是真是假下，容易被騙及沉

迷。並且對使用聊天室因過早接觸網路，無心學習程式設計等基礎課程、

網路經常使用次級用語，會影響國語文教育發展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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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的上網行為印證了網路資訊無時不在，也滿足了青少年追求新

知、尋求同儕認同以及追求異性交友的期待。上網的時間尚能自我控制，

但是對於仍有部分青少年在凌晨上網，必定影響作息；在網路上廣泛交友

卻對對方背景欠缺認識，造成很大的危險性；不少國中、小女同學受誘拐

而逃學、離家、被性侵害或失蹤不明，引起父母極大的焦慮或造成無可彌

補的傷害；使得對青少年的上網行為更需要予以關注。尤其青少年被色情

網站所吸引，而在目前網海無邊，網路未分級的狀況之下，更令人擔憂青

少年因此學習到錯誤的觀念與行為，因此而傷害自己產生犯罪的行為。 

陸、網路咖啡店興起的問題 

一、 網路咖啡店的崛起 
近半年來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網路咖啡店如雨後春筍般的林立，在台灣

目前的百業蕭條中成為一枝獨秀。資策會公佈（蕃薯騰新聞，2001 年 3
月 15 日）國內上網人口數達 626 萬，已有 75 萬人到網咖上網。上網者以

男性佔 75﹪，15 歲到 24 歲佔 70﹪，是網咖主要客源。其中上網玩線上

遊戲佔 79﹪，一般網頁瀏覽佔 72﹪，線上聊天交友以 62﹪居第三位。依

據財團法人向陽公益基金會對全國國中、高中職抽取 129 所學校回收 9305
份問卷的「e 世代青少年網咖經驗調查報告」結果：有 51﹪去過網路咖啡

店，男生涉入較女生多；城市較鄉村多，但差距不大，僅 5.6﹪。並由發

現 45.4﹪的在學青少年固定每週至少去網咖一次，推估已有 40 萬的人潮

出入網咖；而每週至少去三次的 671 人則佔 7.29﹪，由此數字估算全國有

青少年 12 萬 7 千人恐有沉迷的傾向；同時從其消費時間推估這些青少年

網咖消費總值約 79.6 億元。網咖活動以參與「玩線上遊戲」的人數最多，

有 64.6﹪，其次是上網聊天，有 56.2﹪，再其次是找資料。而最值得注意

的在學青少年在網咖已有偏差行為，其中以看色情網\站最多（7.7﹪），玩

援助交際（4.8﹪），玩賭博遊戲（4.5﹪），買搖頭丸等興奮劑（3.4﹪），

參與幫派活動（3.3﹪）等。至於有青少年不上網咖的理由依序是家中已

有電腦、認為網咖場所複雜及父母反對；並表示對網咖不好的印象是容易

讓人沉迷於線上遊戲、浪費金錢及交壞朋友。 
二、 對青少年不同層面的影響 

拜寬頻發展之賜，網路咖啡店的魅力正席捲台灣，蔚為一股流行風

潮。網咖帶給青少年集體遊戲、酣戰的快感，添加青少年獨享休閒世界的

愉悅。此種青少年休閒活動生態環境的改變，勢必影響青少年上網行為，

改變原來在家上網行為的較高比率。雖然目前無從比較青少年在網咖應用

網路行為是否較之在家庭或學校所產生的問題來得嚴重的；然而無疑的，

青少年若逗留網咖，本身缺少自我控制，再加上網咖之良莠不齊，勢必形

成嚴重的問題。網咖的管理如何避免是犯罪的溫床，戕害青少年身心的發

展；並使其積極導向成為青少年休閒的、學習的，以及可加以運用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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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目前正待立法審議。這個議題近來也因為政策訂定的需要，引起學

校、家長、青少年及業者激烈的討論。青少年的認知與教師、家長大大不

同。在台北市教育局的民調中（中國時報，2001 年 5 月 3 日，19 版）教

育行政人員、導師（佔 34﹪）及家長（佔 44﹪）反對設立網咖。都認為

應嚴格規範網咖。網咖設置地點應遠離學校，避免學生上下學期間趨之若

鶩，進出網咖的時間也應依不同年齡層加以規定，以避免青少年長時間逗

留而沉迷。他們也耽憂血腥暴力及色情的遊戲充斥，污染青少年身心，長

期以來，會扭曲青少年的價值觀、學習的態度、造成偏差行為。但同一份

報告中卻有近六成青少年贊成設立網咖，不贊成的只有 4﹪。且多認為不

必設限網咖地點，不必限制開放入內時段。業者更是認為網路遊戲具娛樂

功能，可紓解現代人生活壓力，情緒得到紓解。而青少年在團隊作戰遊戲

中，更可增進危機處理及與人溝通能力；網路遊戲可以視為「職籃」、「職

棒」的全民運動，不必看為怪獸或特種行業。這個看法的差異自是因立場

的差別，但恐怕也因網咖確實讓青少年容易沉迷、花費金錢，尤其若是業

者經營不善造成煙味重、空氣污濁、聲音吵雜及對青少年欠缺監督管理等

等因素，極可能造成諸多的生活困擾例如：學業退步、與父母產生衝突、

結交不好的朋友、影響健康或產生不良行為，甚至逃學、逃家、徹夜不歸

等事實現象。政府更被期許以應負責的、嚴謹的態度，制定相關政策。 

柒、其他相關的議題 

除了開放網咖的議題使有條件的合法化之外，幾個青少年網路話題與事件

成為近來關切青少年問題的重點： 
一、青少年在虛擬實境中發展 

網路隱密與虛擬的特性，可以使網路使用者運用假身分假資料，改變

現實世界中拙於表現的自我；真實社會中羞於呈現的形貌以及難以逃避的

疏離感。青少年在探索自我，急於追求自我表現的同時，這個虛擬實境無

疑的是一個可以自由揮灑的空間。雖有不確定性，極可能的危險性，卻也

充滿屬於青春期想要擁有的冒險與刺激；然而「真真假假」，是否在假作

真時真亦假，使青少年迷路了？是否反而找不著出路？開啟可能的活路？

沉浸在虛擬的人際互動，無法培養真誠的情感交流，反而自我隔離更遠，

性格孤僻而冷漠？這種種的思索及不可預知的未來，使教育工作者隱憂重

重。 
二、網路漾春情的兩性交往 

中國時報（1998 年 1 月 7 日）報導：一項性愛網路調查回收的 1352
份問卷結果：六成曾有性經驗，在所有性經驗的族群中，九成以上都有婚

前性行為。教育程度越高，對配偶是否為處男或處女越不介意。黃有志（民

89 年）針對高中職學生有關網路一夜情的調查顯示：有高達五成七的高

中職學生網路族，認同與網友發生一夜情；其中發生過一夜情的約佔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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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上網交友人數的四分之一。陳文卿（2001 年）經由瀏覽奇摩站檢索到

一夜情網站，將留言版的一夜情交友留言予以分類整理：發現有情慾愛好

者的邀約、排遣寂寞者、好奇嚐試者、報復者、賺取金錢者及滿足同志身

心六種現象。從性態度開放與性經驗的氾濫，以致於一夜情的盛行，可以

預見現代社會兩性交往產生極大的變化；兩性交往年齡層下降，有少女網

路逃家案例暴增，讓不少父母焦急如焚的在暗夜中哭泣。「電子情書」好

萊塢式的浪漫愛情固然讓人憧憬，直至「胖妹」虛擬「俏妞」，高職生假

冒台大研究生勾引異性網友，在多人被騙財後，才使充滿私密色彩的網路

愛情暴露潛藏的危機。網路的隱密性將促使潛藏的情慾道德與罪惡感解

放，所應深究的，除了兩性倫理外，也是對他人與自我的尊重。 
三、盜版市場氾濫青少年輕忽法律 

數月前檢察官搜索成大學生宿舍，查扣載有 MP3 音樂檔案之電腦。

此事件引起各界議論紛紛。在相關的民調中（章忠信，2001 年）：有九成

網友坦承曾在網路下載 MP3，有八成以上網友不贊成此搜索行動，甚至

有七成的網友認為下載無版權問題；這個現象更突顯出：長久以來青少年

對「授權利用」及「使用者付費」觀念的淡薄與缺乏尊重。甚至在多起社

會新聞中提及（聯合新聞網，2001 年 3 月 12 日）黑道組織壟斷盜版市場，

大量僱用無知的未成年青少年販賣，企圖逃避法律制裁。這種種行徑不僅

侵害著作人權益，損失延及相關產業的就業機會，阻攔高科技產品的發展

等，都受到負面的影響。 
四、網路「黃」潮青少年難以抵擋 

不管在家中或網咖店青少年上色情網站的行為，都普遍發生。卓美玲

（2000 年）在其「網路安全問題的調查研究」也發現幾乎四分之一的青

少年上過色情網站。而全世界甚至台灣色情網站的數量不斷數倍的成長，

許多網站未有分級分類識別，青少年非常容易進入。有的內容色情暴力變

態不堪，對於尋求異性好奇及感光刺激而情緒不穩定的青少年，無形中灌

輸錯誤的性觀念及技術。對於青少年經常悠遊的網路世界，卻充塞著情色

誘惑的陷阱，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大家的關切。 
五、網路援交延燒查察難度高 

援助交際是少女以個體戶尋求異性伴侶，以兼差方式賺取金錢。他們

以學生身分顯示自己的清純，以「缺學費」、「開學在即」等為合理化藉口。

網路的匿名及快速性，使得這個現象不斷擴散發燒，他們利用聊天室、網

路論壇留下煽動性言詞，並進一步洽談交易；近月來警方破獲多起男性上

網尋求性交易，其所用言語更是十分赤裸，並公開定明價格，其手法越形

大膽。援助交際在青少年間颳起的旋風，顯見現今青少年價值觀的扭曲十

分令人擔憂。警方所偵處的也只是冰山之一角，這個問題警方在偵防技巧

上，也需要力求突破，在同時耗費大量警力的情形下，也備覺困擾。 

捌、幾個解決問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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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青少年與網路問題主要議題的整理中，我們知道科技擴展運用，以發

揮其使用功能，維護網路使用安全，並降低可能造成對他人的侵害；有幾項網路

發展的措施方向： 
一、資訊法律的制定與宣導 

匿名又匿性的網路環境自由而開放，為了預防成為墮落的世界。就應儘

速建構網路的法律規範。例如：攻擊謾罵詆毀他人，犯了毀損罪，年輕男女

的網路援交，則觸犯了妨害風化罪。在網路上販賣盜烤光碟則是違反著作權

法；銷售違法藥品，則觸犯毒品危害條例等。法律資訊教育經常運用案例，

強化青少年的守法觀念為有效的方法。而對於部分尚未有明確定論的法律，

例如資訊隱私權，其內涵為何等？對於網路任意蒐集、處理及利用個人資

料，衍生之法律責任及對社會大眾的影響，要由立法背景的了解，從法律上

解釋或透過修法途徑，訂出合理的準則。 
二、網路倫理的深究與提昇 

網際網路的普及，加速了資訊流通的便利，但同時引發新的網路倫理議

題。這些議題有時很難從法律的層面切入，但是對他人卻會造成一定程度的

影響。諸如駭客入侵、電腦病毒散播、匿名言論譭謗、網路資源浪費等，目

前少數對網路倫理的認知研究顯示（莫廣遠等，2000 年）：大多數的認知傾

向，與性別、教育程度、工作背景等因素都沒有關係，且相當分歧，因此如

何提昇網路使用者的榮譽心，注重網路使用安全、透過集體討論與輿論反

應，以形成共識；需要加以逐步發展。。 
三、資訊教育與成果的呈現 

從網咖的管理、網路行為的規範與輔導，都是以預防及問題解決的角

度，來看青少年與網路運用的關係，但就積極層面而言，政府應整體規劃網

路資訊教育，提昇資訊發展與資訊運用資質。內容可包括：資訊創作及推展

教師的培育，活絡校園資訊社團，經常舉辦不同學習階段學生校際間，各軟

硬體創作競賽交流與制定鼓勵辦法。如此則與國家資訊發展相結合，與民間

資源相依存，共創雙贏及永續經營的環境。 
四、制訂完善的網咖管理政策 

對網咖此新時代產物，在優良的連線品質及多樣化服務下，成為電腦玩

家流連的場所。同時在網路連線大賽推出巨額獎金下，成為青少年神往的天

堂。對於網咖的管理，應設定地點、分別普通或限制區、依不同年齡限制出

入時間、要求親職責任等；許多人都有要求嚴苛或寬鬆的不同期待。此案即

將會有一套管理辦法出爐。網咖必須有效管理已為社會各界的共識。期望透

過立法管理及輔導，業者也能發揮自治自律的精神，要求共同擔負起社會教

育的責任。 
五、推廣學校家庭網路安全機制 

網路色情暴力犯罪對青少年的影響無孔不入，就網路管理而言，應加強

技術防範及保護措施之安全機制。對於影響網路安全與自由之跡象，都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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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發現與控管。例如將已知的色情網站網址儲存下來，當被開啟時，遭到過

濾則無法呈現；或是區分成人與兒童青少年網路帳號申請，不同的帳號經過

特殊設計，具有過濾與拒絕色情網站功能，即可有效防止兒童青少年接觸不

良網路資訊。 
六、推廣家長上網同步學習 

許多家長不懂網路或是不知如何上網，從少輔會的研究中（吳嫦娥等，

2000 年）對於子女上網交友知情者，只有 54.96﹪。家長對於子女使用電腦，

出現兩個極端：不是以為孩子懂得現代科技甚覺欣慰，但不知網路行為狀

況；就是因為媒體對青少年網路事件的誇大性、問題性報導而嚴禁使用。過

與不及的態度都不能解決實際問題。政府應積極提出家長上網同步學習措

施，一方面使作父母的了解網路世界的特性，認識青少年與網路的互動需

求，同時認識網路可能的危害，將可確實幫助自己的子女，享有網路資訊的

好處。 
七、強化網路安全教育與查緝 

網路安全教育應包括資訊法律、網路倫理以及網路自我保護知識等網路

安全的觀念。應推廣至教師家長與社會大眾。不僅鼓勵、檢舉與查緝不良網

站，同時推薦與表揚優質網站。在網路教育宣導中，尤其要青少年知道不輕

易暴露身分、不洩漏姓名、電話號碼、身分證字號、不私下與網友或陌生人

見面等。 
八、成立網路輔導團 

網路輔導團係有計畫的藉由網路上的青少年接觸，加強輔導的功能，以

幫助青少年發展性、預防性及治療性問題的處理。在做法上，應結合民間組

織、輔導機構、學校老師及志工共同規劃執行。一方面活絡班級網站、學校

網站的活動，以吸引青少年參與，同時由輔導單位強化網路輔導，熟悉青少

年相關的網路行為，適時給予必要的協助。 
九、推動網路分級 

網路分級就如同電影分級制度的實施，以達到網路內容的適當提供，避

免對心智未成熟的青少年造成影響。以美國 ESRB 業者組成遊戲軟體分級委

員會（中時電子報，2001 年）為例，雖不具強制力，但顯示業者自律精神，

也提供了家長和消費者購買時的依據。對於網路遊戲情色內涵，應設立主管

機關依法管理，並透過與業者的溝通合作，推進網路軟體的良性發展。 
十、增進良好親子關係與管教方法 

正逢青春期的青少年總是帶著新奇、渴望探索、期望獨立的心理面對社

會。為能讓其適性、順性發展，也必須隨機教育，以符合社會化的過程。家

長尤其宜理解他們在發展上的特質，避免威權的管教；用開放的態度與尊重

的立場，較易贏得青少年的信服與贊同。良好的親子關係，能不加批判的接

納孩子的情境，與孩子共遊網路世界；共有網咖休閒。則是最自然理想的親

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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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提倡多元化的休閒活動 
         青少年上網，都是瀏覽休閒娛樂活動或是聊天，男性少年又以玩網路

遊戲，為進入網咖的主要理由。我們必須認同青少年有強烈休閒的需求，適

當的休閒，可獲得技能的培養、情緒的紓解、增加生活的情趣，提昇自我成

就感。但是青少年若是自我覺知不足，控制力低，也可能沉迷網路虛擬世界

的情境中。因此惟有政府單位、學校老師及家長多規劃、帶動各項休閒活動

型式，教導休閒活動智能，均衡生活內涵，方為正確的途徑。 

玖、結語 

    網際網路所帶來的網路世界，已展現人類多元化生活與溝通的面貌與趨勢。

它無遠弗屆的功能，令年輕人為之嚮往。在當今的生活中，青少年學子上網是十

分普遍的行為，但在使用網際網路時的認知態度為何？形形色色的網站青少年如

何抉擇？對他們學習成長會帶來哪些變化？如何去了解網路世界形塑的青少年

價值觀？網路世界形成的青少年副文化我們如何洞悉其脈絡？網路成癮症的嚴

重性及預防是如何等；上述的問題，有待我們對青少年網路行為與生活，持續提

出學術與實證上的探討。為培育青少年健康生活所必須的知識、技能與態度，政

府應促使整個網際網路應用環境更加成熟，擴大網際網路教育訓練，尤其協助教

師家長與少年同步齊趨，以具體行動關心青少年網路文化的內涵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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