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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為

此利用問卷調查，獲得量化資料數據，深入探討外在環境因素、個人

背景因素、消費動機因素與消費行為間的關係，以及男女青少年在網

路咖啡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的差異，最後並輔以訪談法，藉由質的分

析，深入瞭解受訪青少年個案在青少年各項發展任務上之狀況，最

後，並對照其問卷調查結果，試著瞭解網路咖啡消費行為與受訪網路

咖啡青少年個案發展任務相互影響的整體狀況。茲歸納本研究之主要

發現，做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作為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及第四章的資料分析結果，綜合歸納下列

結論。 

 

壹、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外在環境概況 

 

一、外在環境因素總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外在環境因素總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11分，表示整體而言，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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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二、網咖設備正向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網咖設備正向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63 分，表示外在環境

因素中的網咖設備正向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以單題來看，網咖設備正向因素中的「網咖的電腦配備較好」、「網咖

的電腦速度較快」、「網咖的電腦較穩定」、「網咖提供的軟體種類較

多」、「網咖的上網連線較快」與「網咖的上網連線較穩定」平均得分

高過中間值，表示這些網咖設備正向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

咖啡消費。 

三、網咖服務正向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未高過中間值 

網咖服務正向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2.84 分，表示外在環境

因素中的網咖服務正向因素，較不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

費。以單題來看，網咖服務正向因素中的「網咖營業時間長」、「網咖

提供飲食服務」與「網咖提供週邊產品服務」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表示這些網咖服務正向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四、其他外在環境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未高過中間值 

其他外在環境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2.86 分，表示外在環境

因素中的其他外在環境因素，較不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

費。以單題來看，其他外在環境因素中的「在家會受到父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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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家中會受到家人的干擾」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表示這些外在

環境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貳、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個人背景概況 

 

一、在家庭背景方面 

臺北市網路咖啡青少年大部份都有與父親、母親或兄弟姊妹同

住。而與同住親屬的感情上，超過五成的網咖青少年表示其與父親、

母親或兄弟姊妹的感情是屬於良好的。 

二、在人際關係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超過九成的臺北市網路咖啡青少年有知心朋友；而

在與同學的人際關係上，也有超過五成的網路咖啡青少年是屬於良好

的狀況。 

三、在學業背景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的臺北市網路咖啡青少年對課業感興

趣，但也有近四成的網路咖啡青少年對課業是不感興趣的。而不論其

對課業是否感興趣，大部份的網路咖啡青少年覺得自己的學業狀況是

屬於普通，只有近二成的網路咖啡青少年覺得自己的學業狀況是屬於

良好的；另外，也有一成多的網路咖啡青少年覺得自己的學業狀況是

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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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消費動機概況 

 

一、消費動機因素總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消費動機因素總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16 分，表示整體而言，消

費動機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二、好奇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好奇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17 分，表示消費動機因素

中的好奇動機，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以單題來看，

好奇動機因素中的「喜歡網路遊戲中的探索冒險」、「想嘗試家中沒有

的遊戲或軟體」、「較易得到遊戲秘技」、「體驗聲光新鮮臨場感」、「扮

演遊戲角色嘗試不同感覺」與「被網路遊戲豐富內容所吸引」平均得

分高過中間值，表示這些好奇動機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

啡消費。 

三、成就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成就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13 分，表示消費動機因素

中的成就動機，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以單題來看，

成就動機因素中的「想和同學較量一下實力」、「較易找到對手對戰」、

「可和同學討論增進技巧」、「可和朋友同學合作增加勝算」與「喜歡

網路遊戲對戰獲勝的感覺」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表示這些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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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四、親合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 

親合動機因素分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3.17 分，表示消費動機因素

中的親合動機，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以單題來看，

親合動機因素中的「無法拒絕朋友的邀約」、「喜歡與朋友一邊打電腦

一邊聊天分享心得的感覺」、「喜歡和朋友一起行動，有死黨感情很好

的感覺」、「有同伴互助的感覺很好」、「可和朋友分享快樂的感覺」與

「家中沒人可和我分享快樂感覺」平均得分高過中間值，表示這些親

合動機因素會影響臺北市青少年的網路咖啡消費。 

 

肆、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消費行為概況 

 

一、在消費次數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以「去過十次

以上」占最大比率，其次為「去過一、二次」，再其次為「去過三至

九次」；可見到網咖消費的青少年，老手的比例很高，新手的比例也

不少。 

二、在消費頻率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的頻率以「每月一次



 196

以下」占最大比率，其次為「每月二至四次」，再其次為「每月五次

以上」；若依向陽基金會的主張，將每週至少去三次以上視為「已有

沉迷傾向者」，則在本調查中有網咖沉迷傾向的青少年比例將高達

17.2 % 以上，比當初向陽基金會的數據要來得高。 

三、在消費時間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的平均時間以「一至

三小時」占最大比率，其次為「一小時以內」，再其次為「三小時以

上」。 

四、在消費金額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額以「低於 100

元」占最大比率，其次為「100 元至 200 元」，再其次為「高於 200

元」。 

五、在消費金錢來源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錢來源以「長輩

給的零用錢」占最大比率，其次為「長輩給的零用錢與自己打工賺的

錢皆有」，只有少數為「自己打工賺的錢」。 

六、在從事活動方面 

研究調查發現臺北市青少年到網路咖啡消費最常從事的活動已

「玩線上遊戲」占最大比率，其次為「上網聊天」，再其次為「上網



 197

查資料」。 

 

伍、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外在環境因素與消費行為

間的相關狀況 

 

一、「外在環境因素」與「消費行為」間有相關 

整體而言，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外在環境因素」與網

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金錢來源」

及「從事活動」都是有相關的。 

二、「網咖設備正向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有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外在環境因素中的「網咖設備正向因

素」與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

事活動」是有相關的；但與「金錢來源」並無相關。 

三、「網咖服務正向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無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外在環境因素中的「網咖服務正向因

素」只有與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頻率」有相關；但與「次數」、「時

間」、「金額」、「金錢來源」及「從事活動」並無相關。 

四、「其他外在環境因素」與「消費行為」間有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外在環境因素中的「其他外在環境因

素」與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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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來源」及「從事活動」都是有相關的。 

 

陸、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個人背景因素與消費行為

間的相關狀況 

 

一、在就學背景方面 

以國中及國中以上來劃分就學狀況，從研究調查中可發現「就學

狀況」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額」、「金錢來源」及「從事活動」

有相關；但與「次數」、「頻率」及「時間」並無相關。 

二、在家庭背景方面 

「與父親關係」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及「金錢來源」

有相關；但與「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無相關。 

「與母親關係」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頻率」、「時間」、「金

額」及「金錢來源」有相關；但與「次數」及「從事活動」無相關。 

「與兄弟姊妹關係」與青少年網路消費的「次數」、「頻率」、「時

間」、「金額」及「從事活動」有相關；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三、在人際關係背景方面 

「有否之心朋友」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頻率」、「時

間」、「金額」及「金錢來源」及「從事活動」皆無相關。 

「人際關係」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錢來源」有相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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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無相關。 

四、在課業背景方面 

「課業興趣」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頻率」、「時間」、

「金額」、「從事活動」有相關；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課業狀況」與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頻率」、「時間」

及「從事活動」有相關；但與「金額」及「金錢來源」無相關。 

 

柒、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間的相關狀

況 

 

一、「消費動機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有相關 

整體而言，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消費動機因素」與網

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

有相關；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二、「好奇動機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有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好奇動機因素」與網路咖啡消費

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有相關；

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三、「成就動機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有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成就動機因素」與網路咖啡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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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有相關；

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四、「親合動機因素」與「消費行為」間大部份有相關 

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的「親合動機因素」與網路咖啡消費

行為的「次數」、「頻率」、「時間」、「金額」及「從事活動」有相關；

但與「金錢來源無相關」。 

 

捌、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外在環境因素在性別上的差

異狀況 

 

一、在外在環境因素方面無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之外在環境因素方面，整體來說，

無男、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 

二、網咖設備正向因素方面無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在外在環境因素中之「網咖設備正向因素」方面，無男、女不同

之性別差異存在。 

三、網咖服務正向因素方面無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在外在環境因素中之「網咖服務正向因素」方面，無男、女不同

之性別差異存在。 

四、其他外在環境因素方面無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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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在環境因素中之「其他外在環境因素」方面，無男、女不同

之性別差異存在。 

 

玖、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動機在性別上的差異狀況 

 

一、在消費動機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之消費動機方面，整體來說，有男、女

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生平均得分高於女生，表示男生在網路咖啡

的消費上有較強的動機，因此或可用來解釋為何男生上網咖的次數、

頻率、時間、金額較女生為多。 

二、在好奇動機因素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動機中之「好奇動機因素」方面，

有男、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生平均得分高於女生，表示男生網

路咖啡消費的好奇動機通常比女生強。 

三、在成就動機因素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動機中之「成就動機因素」方面，

有男、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生平均得分高於女生，表示男生網

路咖啡消費的成就動機通常比女生強。 

四、在親合動機因素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動機中之「親合動機因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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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生平均得分高於女生，表示男生網

路咖啡消費的成就動機通常比女生強。 

 

拾、臺北市青少年網路咖啡消費行為在性別上的差異狀況 

 

一、在網路咖啡消費的「次數」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次數」方面，有男、女不

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性青少年偏向次數較多之選項，女性青少年偏

向次數較少之選項。 

二、在網路咖啡消費的「頻率」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頻率」方面，有男、女不

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性青少年偏向頻率較高之選項，女性青少年偏

向頻率較低之選項。 

三、在網路咖啡消費的「時間」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時間」方面，有男、女不

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性青少年偏向時間較長之選項，女性青少年偏

向時間較短之選項。 

四、在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額」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金額」方面，有男、女不

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性青少年偏向金額較高之選項，女性青少年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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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金額較低之選項。 

五、在網路咖啡消費的「金錢來源」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金錢來源」方面，有男、

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 

六、在網路咖啡消費的「從事活動」方面有性別上的差異存在 

臺北市青少年在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從事活動」方面，有男、

女不同之性別差異存在；男性青少年偏向「玩線上遊戲」，女性偏向

「上網聊天」與「上網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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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歸納的結論，謹提出下列建議，以供青少年、家長、

學校、業者、政府部門及未來研究者參考。 

 

壹、對青少年的建議 

 

一、 慎選網路咖啡店與休閒場所 

雖然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已規定網路咖啡店內

應全面禁菸，但依研究生實地觀察，仍有部份業者未配合執行，對吸

菸之顧客並未給予任何之勸導與限制；此外，亦有部份網路咖啡店出

入分子複雜，並不適合青少年前往。因此建議青少年應謹慎選擇網路

咖啡店，以免健康受害或導致不必要的困擾。 

二、慎選友伴與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 

根據許多研究青少年犯罪成因的資料顯示，青少年犯罪除了來自

部份的家庭因素外，青少年經常出入不良場所，以及結交習性不良之

友伴更是直接導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議青少年在結交

友伴時，應注意其人品，並學習待人接物的正確方式，以便能培養良

好的人際互動，避免不必要的爭執與誤會，以達利人利己的目的。 

三、建立與父母師長的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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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師長是青少年身邊最適合提供建議與幫助的人選，但青少年

若與父母師長關係不良，常導致其遇到難以解決問題時，尋求同儕片

面或不成熟的意見，或鑽牛角間走向絕路；因此，建議青少年平時就

應積極主動與父母師長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以便隨時取得多方面的

建議與實質的幫助。 

四、提昇自身對時間的控制力 

在訪談中發現青少年通常花許多時間在上網咖或玩電腦上，許多

網路沉迷的研究也發現網路成癮的嚴重程度與上網玩電腦的時間長

短有著直接的關係，依本研究調查發現有 21.2 %青少年到網路咖啡平

均消費時間超過三小時，訪談中也發現青少年在家中上網或玩電腦的

時間也很長；因此，建議青少年若要上網咖或玩電腦，一定要加強自

己對時間的管控能力，並盡量依照父母師長的建議，勿過度使用或沉

迷，以免受役於物，造成親子疏離、學業退步及身心難以彌補的傷害。 

五、學習控制慾望與建立良好金錢觀 

現今臺灣社會受資本主義影響頗深，各種商業導向、鼓勵消費的

廣告與信息充斥整個大環境，造成崇尚流行、名牌的風氣瀰漫於整個

青少年生活圈，在訪談中發現青少年面對充分包裝的種種商品，常常

無法克制自己的慾望，只能一頭栽進打工賺錢、滿足慾望、花個精光

的反覆惡性循環當中。因此，建議青少年要多學習控制自己的物質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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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建立起一套良好的金錢觀，懂得存錢與花錢的進退分寸，避免未

來淪為身上充斥名牌奢侈品卻毫無積蓄的月光20族。 

六、學習生涯規劃與建立人生願景 

在訪談中發現許多青少年對未來毫無打算，以青少年應達成的發

展任務來看，處於一種不甚理想的狀態。建議青少年在學校生活中應

多加強學習生涯規劃方面的課程，並為自己建立一套人生的願景，雖

說未來的願望會因現實的不同而有所修正，但惟有理想才能更惕勵自

己要不斷的努力與突破，這就是「人因夢想而偉大的道理」。 

七、認識自我特質並肯定自己 

艾瑞克遜認為「建立自我統合」與「防止統合危機」是青少年時

期最重要的課題與發展任務，在訪談中發現少數青少年對自己缺乏信

心與肯定；因此，建議青少年在此階段最好能多傾聽別人對自己的看

法與意見，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接納自己的優缺點，在肯定自己的

基礎上適時修正自己，讓自己在各方面的發展都能更進步與更成熟。 

八、提昇情緒控制的能力與方法 

在訪談中發現許多青少年控制情緒的狀況並不十分理想，甚至認

為可藉由虛擬的玩電腦連線遊戲做一些現實不能做的事情來發洩，事

實上這並不是一種正確的發洩情緒方法，因為許多專家認為，人若在

                                                 
20 月光：現今社會流行語，指當月所賺的錢當月就花個精光，無法有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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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習於做一些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久而久之，會類化到現實

生活中來，造成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真的做出違反社會規範的事來。因

此，建議青少年仍應多學習正確的情緒控制方法，以提昇自己情緒控

制的能力，而不必依賴上網咖、玩電腦來逃避現實。 

九、建立一套健康積極的人生哲學 

正如艾瑞克遜所言，青少年時期若仍未建立出一套自己的人生哲

學，則生活會因欠缺重心而產生搖擺不定的情況，在訪談中發現許多

受訪青少年至今仍未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學；因此，建議青少年應及

早建立出一套健康積極的人生哲學，讓自己在面對求學課業辛苦或現

實生活難關時，知道這是人生必然要經歷的，而能勇敢面對不至於退

縮逃避或怨天尤人。 

 

貳、對家長的建議 

 

一、營造氣氛和諧溫暖的家 

家是倦鳥歸巢的窩，是人身心疲累時可以安心休憩的地方，但是

如果家庭氣氛欠缺和諧溫暖，甚至充滿緊張、對立、衝突時，青少年

往往會視回家為畏途，在放學後四處遊蕩或留連於網路咖啡店中，造

成晚歸、結交不良友伴，甚至翹家、逃家等情況的發生，在訪談中發

現個案七就是因為與母親感情不好，成天往外跑、往網咖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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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家長應盡力營造一個氣氛和諧溫暖的家，發揮家庭實質上的功

能。 

二、 培養良好親子關係 

從訪談中發現，親子關係不良，也是造成青少年留連網咖、遊蕩、

翹家或逃家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人都有想要與人建立親密互信的親

合動機，父母應是青少年從小最親密依賴的對象，但至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或因成長而自我意識太強、意見太多，造成叛逆的形象，使親

子關係淪為緊張與對立。因此，建議家長應多包容青少年的不成熟，

用愛與關心來體諒青少年的想法與處境，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讓子

女在青少年時期仍能享有最珍貴親密的親子關係。 

三、 建立良好雙向溝通互動模式 

良好的溝通能有效減低不必要的衝突與誤會，在青少年時期，青

少年在外往往擁有要好的同儕團體或死黨，也會有屬於他們那個年齡

層的次級文化或想法，父母若希望能隨時掌握子女的觀念是否有偏

差，或希望適時提供良好的意見給子女，就應該與子女建立一套良好

的溝通互動管道。因此，建議家長平時就要與子女建立一套良好的雙

向溝通互動模式，隨時傾聽子女的心聲，並適時給予子女一些必要的

建議。 

四、 善盡為人父母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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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長認為孩子長大進入學校後，一切就是學校教育的事，或

是以工作很忙沒時間為藉口，拿錢給孩子自己解決早、午、晚餐，或

花錢讓孩子上安親班、補習班；在訪談中就發現許多受訪者會將父母

給的吃飯錢省下拿去網咖消費或作為其他用途，此種以金錢代替一

切，而推卸自己為人父母的職責，將造成孩子家庭教育與身心健康上

的傷害，因為，滿足子女基本生理需求需要的滿足，給予日積月累持

續不斷的家庭教育，以培養子女正確的人生觀、金錢觀與健康觀，是

為人父母責無旁貸的職責所在。因此，建議家長應善盡為人父母的職

責，以培育出身心健康的下一代。 

五、 以身作則遵守法律做子女的榜樣 

在社會上不難發現國人的守法觀念有待加強，舉凡家長接送子女

常騎機車不戴安全帽、三人共乘一部機車或亂穿越馬路等，不自覺地

傳達給子女可以鑽法律漏洞的觀念，使得法律的權威受損，造成現今

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雖有年齡時間的規定，但青少年

自然認為老闆不管又沒有人在抓時，可以無視於有關的限制。因此，

建議父母應以身作則遵守法律，做子女的好榜樣，如此尊重法律的觀

念，將會自然而然的潛移默化至子女的身上，不用擔心未來子女會有

誤觸法網的危險。 

六、 多陪伴關心子女 



 210

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雖有規定，除非有父母或監

護人陪同者以外，禁止未滿十五歲之人進入網路咖啡店；但研究生在

問卷預試時發現（預試問卷中第四部份第 8題，正式問卷中無此題），

許多未滿十五歲的青少年，都曾有在沒有父母陪伴下進入網路咖啡店

的經驗。研究生認為青少年在各方面都仍處在未成熟待加強的狀態，

雖然在此時期的青少年會有想要獨立自主的想法與衝動，但仍需父母

的陪伴與關心。因此，建議家長應多花一些時間陪伴子女，關心子女，

而未滿十五歲之子女若有上網咖的必要時，父母更應主動陪伴跟隨，

以便給予適時的建議與指導。 

七、 適當提供電腦軟硬體設備 

研究訪談中發現，許多原本花很多時間金錢在網路咖啡店的青少

年，會因家中電腦、上網設備的改善，而有減少到網咖的情況，如訪

談個案六再家中有電腦與網路後就較少去網咖。因此，建議不希望子

女常時間逗留網路咖啡店的家長，應在家中提供必要且方便的電腦軟

硬體設備，以便就近關心子女上網玩電腦的情況是否理想，並隨時分

享其玩電腦的快樂或給予適時的建議與協助。 

八、增進電腦資訊能力與興趣 

在訪談中也發現，就算子女希望父母陪伴一起去網咖，但父母對

電腦的不甚了解，將造成無興趣陪伴子女一同分享電腦與網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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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與美好，在焦點圖體會議的提示大綱八中，團體成員就表示父母

對電腦不太懂，跟著去會很無聊的。因此，建議家長要增進自身的電

腦資訊能力，藉由不斷地練習與接觸，培養對電腦資訊的實力與興

趣，以便融入孩子的世界，也避免被子女看輕，或被資訊更迭迅速的

知識經濟時代所淘汰。 

 

參、對學校的建議 

 

一、 對教師的建議 

（一）加強教學設計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在研究中發現有近四成（38.8 %）的網咖青少年，其對課業較無

興趣，而轉向內容豐富刺激的虛擬世界，因此，建議教師加強教學設

計方面的創意，提供更豐富更廣泛的知識，以便引起學生更多的興

趣，使學生有意願與主動去深入學習與探索知識的奧妙，滿足其在好

奇動機方面的需求。 

（二）重視多元智慧肯定學生各方面的成就 

現今教育的潮流已不在侷限於狹義智商 IQ的開發，而是強調多

元智能，因此，建議教師應重視多元智能的價值，肯定學生各方面的

成就，以免學生在學校中的成就動機無法滿足，而轉向沉迷於虛擬世

界追求虛擬的分數、金錢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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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個別差異肯定學生的努力 

來自於不同父母的遺傳與不同的生活環境，造成了學生間迥然不

同的個別差異，因此，建議教師尊重學生們的個別差異，盡量因材施

教，適時地給予個別的指導與關心，不需計較學生進步的多寡，只要

有努力，就應該給予最真心的肯定與鼓勵。 

（四）營造和諧融洽的班級氣氛 

班級是學生在學校的家，導師就像是這個家的家長，因此，建議

身負重任的導師在帶班時，應該盡力營造和諧融洽的班級氣氛，提供

學生在親合動機需求上的滿足，以免學生在班上缺乏歸屬感，成天只

想上網與陌生人聊天或想結交外面的新朋友，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與困

擾。 

（五）主動關心學生家庭與平日生活狀況 

通常而言，學生若在家庭或平日生活中遇到問題或困難，通常未

必會主動告知老師，訪談中發現部份個案在生活中有困擾也不知如何

解決，因此，建議教師平日就應多主動關心學生家庭與生活狀況，並

注意一些有重要涵義的蛛絲馬跡，以防微杜漸之法，及時伸出援手，

來避免學生走偏或走向絕路。 

（六）增進自身資訊素養能力與興趣 

教師若欲深入瞭解學生在電腦或網咖中都從事哪些活動，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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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對網路世界如此沉迷，就應對電腦網路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因

此，建議教師要把握學校提供的資訊素養研習活動，努力提昇自身電

腦網路能力與興趣，避免淪為電腦網路文盲，跟不上年輕學生與時代

的腳步。 

二、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對網路咖啡要有正確的認識與瞭解 

許多學校行政單位至今對網路咖啡店仍有著很刻板與負面的印

象，將網路咖啡店與過去的電動玩具店畫上等號，並認為學生出入其

中一定會變壞。因此，建議學校行政單位對網路咖啡店應有更正確更

客觀的認識，並主動去瞭解學區中學生經常消費的網路咖啡店，是否

合乎目前法令的規定，若有違法則主動檢舉，以淘汰不良之網路咖啡

店，留下合法、乾淨、健康與正當經營的網路咖啡店。 

（二）加強綜合活動輔導課程的實施 

在訪談中發現學生在自我肯定、情緒管理、生涯規劃等方面都有

待加強，因此，建議學校行政單位應加強綜合活動輔導課程的實施，

聘用合格有能力的專業輔導老師，避免淪為配課與升學考試之用，而

損害到攸關學生一生幸福之發展任務的學習權利。 

（三）充分利用學校資訊設備 

以臺北市目前採行之學生班班有電腦、老師人人有電腦，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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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增設資訊組等措施來看，學校電腦資訊設備應很充足才是，但依研

究生觀察發現，校園中有許多電腦仍未被充分利用，追究其原因往往

是教師的資訊能力不足、或習於用講述法上課、或管理不易怕學生弄

壞或亂用而乾脆禁止學生使用班級電腦。研究生認為充分利用與管理

電腦網路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但若一味逃避，則失去了當初提供電

腦資訊設備的美意，因此，建議學校行政單位應提供更方便可行的配

套措施，方便學校師生充分利用學校電腦網路等資訊設備，作為教

育、學習與休閒之用。 

（四）辦理多元社團與營隊活動 

青少年的體力充沛、創意十足，一般學校制式化的課程安排是無

法滿足其需要的，因此，建議學校在平日應辦理多元化的社團，提供

學生自我發現與成長的機會，並在寒暑假舉辦各式各樣的體驗營隊，

以滿足學生在好奇動機、成就動機、親合動機，甚至自我實現動機的

需求。 

（五）提供各種休閒活動內容與機會 

為避免學生花太多時間於電腦或網路咖啡中，建議學校行政單位

在平日或校外教學中，應儘量提供各種新鮮的休閒活動內容與機會，

例如：露營、漆彈、攀岩等許多健康且富有挑戰力的休閒活動，都非

常適合推薦給青少年；如此，藉由各種戶外休閒活動的啟發，將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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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少年從室內的電腦前，拉至室外的陽光下，避免其他所謂網路咖

啡症候群或網路成癮的發生機會。 

 

肆、對網路咖啡業者的建議 

 

一、提供優質的設備與環境 

從問卷調查中可以發現，網路咖啡電腦與上網的速度與穩定是吸

引青少年淺往消費的重要外在環境因素之一，此外，研究生在焦點團

體會議中也發現大部份的青少年都會選擇有禁菸的網路咖啡店去消

費，因此，建議網路咖啡業者應提供優質的電腦網路軟硬體設備，方

便青少年與消費大眾的使用，並提供乾淨健康無菸害的環境，保護青

少年與一般消費者免於菸害。 

二、確實配合法令做好管制 

為保護青少年及一般消費者的權利，臺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

自治條例當中條列了許多軟體分級上的限制、年齡上的限制、使用時

間的限制、禁菸的限制及音量分貝上的限制等規定。建議網路咖啡業

者應確實配合法令做好管制，能夠自清自律不僅能讓人有正派經營的

感覺，更可讓前往消費的青少年父母師長放心，以化解不必要的誤會

與敵意。 

三、朝向社區資訊教室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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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充足的電腦網路軟硬體設備的網路咖啡業，不應該只以賺錢

為唯一經營目的，建議網路咖啡業者應善加利用自身方便的資訊設備

與專業能力，以朝向社區資訊教室的自我期許邁進，充分提供資訊教

育服務，達到取之於社區用之於社區的境界，如此可重新建立網路咖

啡業的公益企業形象，避免社會輿論不必要的誤解與打壓。 

四、協助提振國內資訊產業 

目前國內線上遊戲軟體到處充斥著韓國風，電腦硬體也逐漸感受

到大陸強勁的競爭壓力，建議國內的網路咖啡業者可多與國內軟硬體

上游廠商簽訂互惠的合作約定，一方面讓自身在市場上有軟硬體廠商

做後援而更具競爭力，一方面也可提振國內資訊產業的發展，帶動經

濟的成長與發展。 

 

伍、對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對教育部門的建議 

（一）落實青少年發展任務之輔導 

雖然九年一貫強調領域與統整的學習，但社會上傳統升學主義導

向的觀念依然存在，部分學校仍只重視學科知能之發展，將輔導活動

或藝能學科作為陪襯配課之用，忽略了其對青少年發展任務之助益等

真正的價值與功能，因此，建議教育部門應落實能幫助青少年發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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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成長之相關輔導與綜合課程，避免學校短視近利地私自挪為他用，

損害學生學習的權益。 

（二）鼓勵家長多充實親職教育知能 

隨著社會快速的變遷與物質文明的迅速進展，作為家長的若不加

緊充實自己，則與子女間將產生難以交流的代溝，此外，若再加上管

教方法不適宜的話，則會影響親子間的感情與關係，造成青少年行為

的偏差，以及社會的問題。因此，建議教育部門應鼓勵家長多充實親

職教育知能，利用傳播媒體與社會教育的力量，增進親職效用與能力。 

（三）提昇學校資訊設備與教師資訊素養 

學校是教育青少年最重要的場所，教師是教育青少年的最前線，

想要青少年不沉迷網路虛擬世界，想要青少年擺脫網咖之誘惑，就要

提供青少年一個可以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軟硬體環境。因此，建議教

育部門應善用有限的經費與資金，提昇學校資訊設備，特別是硬體的

穩定性與軟體的可用性；並鼓勵教師參加資訊相關的進修與研習，提

昇自己的資訊素養與能力。如此優質之教育環境與品質，必可使青少

年受益良多，避免掉入虛擬物慾的時代洪流而無法自拔。 

（四）輔導網路咖啡成為社會教育一環 

教育部門不應消極的等待立法機關通過法案禁止申設，或警政機

關取締不法網咖，來逃避青年學子受到網咖影響而產生出來的種種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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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建議教育部門應主動出擊，將合法登記且安全符合規定的

網路咖啡，輔導成為社區網路資源教室，提供社區居民方便優質的資

訊使用環境，以及各種長短期不一、種類不同的資訊教育與網路遠具

教學，讓網路咖啡成為社會教育的一環，協助社會大眾實現終身教育

的夢想。 

三、對立法部門的建議 

（一）加速通過一套全國共通的網路咖啡專法 

雖然臺北市已有一套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來管理網路

咖啡業，但網路咖啡所衍生的問題並不是地區性侷限於某一地區的，

根據眾多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包括離島澎湖、金門、馬祖等）的青少

年都有相當高的比例表示有網路咖啡消費的經驗，因此，建議立法部

門應加速通過一套內容合宜全國共通的網路咖啡專法，畢竟隨著科技

的進步與經濟產業的發展，我們不能再以簡單的電玩業來看待網路咖

啡業，而應該給予更高的定位，提昇它們為社區的資訊教室，以增進

其社會教育上的功能。 

（二）以嚴格管理取代禁止申設 

其實網路咖啡雖然帶出許多社會問題，但該行業本質上並無必然

之惡，並不會因從事該行業就會對社會共同體造成傷害，此外，以法

律條文禁止網咖申設，將導致人民在憲法中的基本權—工作權的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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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違反法律保留之原則，而有違憲之虞21。因此，建議立法單位以

嚴格管理取代立法禁止網咖申設，如此，可淘汰對社會有危害之不法

網咖，又無違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精神。 

（三）增進法律執行時之可行性 

許多法律條例在制定當初都有相當高的期望與理想，但在執行時

往往會發生困難與不能貫徹的情形，造成此種理想與實際間的落差，

通常要歸因於未考量人性與民情。因此，建議立法部門在制定法律

時，要多舉辦公聽會、多參照他國成功經驗、多理性思考以增進法律

通過實施執行時之可行性。 

四、對經濟部門的建議 

（一）給合法且符合規定之網路咖啡店優良標章 

目前坊間的網路咖啡店良窳不齊，為避免未來有劣幣驅逐良幣的

情況發生，建議經濟部門應給有合法登記、安全檢查合格、依法分級

分區、全面禁菸與一切符合規定的網路咖啡店一優良標章，讓其張貼

在店門口，以便青少年、父母師長及一般社會大眾能更容易辨認其是

否為優質且正當經營的網路咖啡店，以減低父母師長對青少年到網路

咖啡店消費的疑慮。 

                                                 
21 參考李玉君、陳威達（2002），〈禁止網路咖啡屋申設之合憲性探討〉，《立法院院聞》，第 30(6)

期，頁 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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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鼓勵網路咖啡業與資訊業結合共同開發國際市場 

目前臺灣經濟處於低迷狀態，網路線上遊戲業也遭逢韓國遊戲軟

體挾南韓政府大力支持的強勁攻勢，因此，建議經濟部門應鼓勵網路

咖啡業與國內資訊軟硬體產業互相結合，提昇產業競爭力，共同開發

國際育樂與資訊產業市場，賺取更多之外匯，以振興國內相關產業，

創造多贏的局面，避免網路咖啡業流於不事生產的遊戲娛樂休閒活

動。 

 

陸、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居住在臺北市地區且曾有網路咖費消費經驗之十二歲

至未滿十八歲之的青少年為母體範疇。在問卷調查上，採非機率抽樣

法之便利樣本為主，配額樣本為輔。在訪談方面，以實施過本研究問

卷且有意願配合之個案加以訪談。由於受人力、物力、時間與研究特

性的限制，未抽取不曾到網路咖啡消費之青少年對象作為對照，因此

不能將曾去過與未曾去過網路咖啡的青少年各項背景、外在環境因

素、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做一番比較，且目前外縣市通車或暫居於臺

北市之青少年，雖然平日亦常在臺北市內活動消費，但因其戶籍不在

臺北市難以計算其配額應是多少，故本研究亦因此將其排除在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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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外，建議未來研究應可在此部份多加思考權宜可行之策。 

二、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如：焦點團體大綱、調查問卷與訪談大

綱等，皆為研究生自行編製。其中調查問卷雖經由統計通過其信度考

驗，也經學者專家檢視其內容效度，但仍有不周詳之處，如未採用因

素分析以考驗外在環境因素與消費動機因素兩量表之構念效度等，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在此方面多加測試。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雖欲以多種研究途徑來獲取量化與質化之資料，但量化與

質化研究方法常互有不相容之地方，造成解釋上的困難，建議未來研

究者在設計研究方法時能更周詳地考慮其相容方式與可行性。 

四、研究內容方面 

為方便資料的整理與統計的分析，研究生將網路咖啡消費動機與

消費行為間的模型做了不少的簡化，如此一來雖然在統計上方便許

多，但卻容易遺失一些影響網路咖啡消費行為的重要線索，因此，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因簡化而未研究到的部份繼續探索與發展，以其

能更貼近青少年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的真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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