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繁衍理論」(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Altman & 

 Taylor,1973)對人際關係的發展也有所解釋，認為人際關係是一個

動態的過程，並非固定不動，因此，關係是要積極維持的

(Knapp,1992)。當人們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之後，關係會更加親密，

從窄的關係、窘困、公眾、嚴格、猶豫到廣的關係、順暢、個人化、

自動自發，因此認為人際互動需要時間來發展關係。 

 

網路中「虛擬人際關係」的發展過程與面對面接觸的過程很類

似，都有社會心理需求、藉著自我表白減少人際間的不確定、透過各

種方式進行人際互動、產生人際印象與知識、出現固定的聯繫對象與

網絡、再發展成喜歡、友誼或愛情等親密關係（吳姝倩，1996）。在

網路中，使用者也會想要獲得認同、發展關係，自然就會去處理這些

以文字方式出現的人際資訊，如同「建構理論」所言，解讀電腦上出

現的文字訊息，累積對互動者的看法與認識，發展人際關係。以「社

會交換」理論的觀點言之，人們製造自我訊息，其實就是一種付出的

行為，期望得到他人回應、認識他人、並有關係的發展，獲得人際情

感的「滿足」與「報償」。以「社會繁衍理論」的觀點，Burgoon（1987）

等人提出，網路中的人際確實有接近性、相似性、立即性、深度、信

任等原以為親身傳播才可以看得到的互動，而且互動時間越久能有越

多關係面向的聚合。Rheingold(1994)認為凡是在現實社會中看得見

的人際行為，也會出現在網路中，因此人際關係的理論，也可解釋「虛

擬人際關係」的社會動機、形成與發展，而網路人際關係雖然看似一

個缺乏真誠而溫暖的感情互動，但卻也真實的反應現代生活在大都市

中的人與社會的疏離感（Rheingold，1994；North，1994） 

 

與面對面發展人際關係不同的，在於匿名的互動，以文字、圖形

創造一個共通的符號情境，使用者在虛擬世界的匿名機制下，獲得重



建身份的可能性，使用者可以部份強化、隱藏或重建一個新的人格，

決定自己在網路世界中欲呈現的身份與面貌（簡恆信，民 87），一如

參加化妝舞會，兼具公開與私密，不用擔心別人揭開自己的面具與偽

裝，也不用擔心別人不合時宜的闖入或被偷窺的可能(Goffman,1962;

黃厚銘,民 89;李逢堅,民 90)，因此，James（1985）即認為人際關係

及友誼很容易經由網路建立，人類的社交行為，已不侷限於真實的生

活，因此，人際關係與網路使用行為可能也存在著某種關係（朱美慧，

2000）。 

 

如網路聊天室社群即是為了人際關係的目的而存在，其中的虛擬

社區便是一種「以電腦維持的社會網絡」(computer-supported 

social networks)，為成員提供社會支持、歸屬感、資訊與友誼

(Wellman, 1996、2000)，其功能主要在於滿足人類的四大需求：人

際關係、興趣、幻想、交易(Hagel & Armstrong,1997)，成員雖看不

到彼此，但電腦卻建構了一個「社會真實」(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Jones,1996)，交友、聯繫都可以在這「虛擬社區」中完

成，確實滿足了人們的社會心理需求。根據奇摩家族的研究指出，參

與動機為「人際關係」的受訪者，比起動機為「幻想」、「興趣」的對

虛擬社區更有歸屬感與參與感；王嵩音（1997）一份針對原住民的研

究顯示，參與虛擬社群的動機中，以「社交」的強度最強，證明對人

際關係的需求會促使人們參與虛擬社群。因此 在網路世界中，常有

網路族群聲稱關心的某一議題暫時被重視，但議題未必是真正具體的

主題，心理層次的需求相契合，往往是議題背後的主要動機，這種「想

法」即是虛擬社群結合的心理因素，與興趣、心理需求有高度相關（李

逢堅，民 90）。Kirst-Kashman(2000)提出幾點形成社群的功能： 

1. 提供一個形成關係的舞臺，提供聯繫及歸屬感， 

2. 提供認同感，即使不在身旁，仍有一種安心與安全的感受。因此



網路上的社群，心理層面的因素可說是形成社群唯一、純粹的條件。 

 

因此，有研究指出，面對面情境人際關係較差者，較常利用虛擬

的人際關係，而網路使用的偏好者，較不熱衷實際生活中的社會活動

及人際互動（朱美慧，民 89；黃瓊慧，民 89；廖瑞銘，民 90；

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黃國彥（2001）認為現實

世界中的人際交流，往往因個別差異及本位主義而有持續不斷的偏

見、歧視與衝突，而網路的便利、隱匿及開放，讓使用者不需刻意掩

飾自己的缺陷，破除外在限制，更容易得到網友的信任、接納與人際

歸屬（引自徐西森、連廷嘉，2001）。吳姝倩(1996)也 提出，有可能

現實中不習慣與人交往者，可匿名的「虛擬情境」恰巧提供一個可讓

他們勇於和很多人接觸的場所，建構他們的人際網絡，從中獲得認

同、得到情感上的滿足，以彌補現實生活人際關係缺乏的缺憾，對這

些人而言，網路虛擬情境就有替代人際關係的作用。但除了個性孤僻

或曾受人際挫折的使用者外，大多數的網路成員還是認為「虛擬人際

關係」是人際關係的擴大，還是現實生活中的朋友較有真實感（吳姝

倩，1996）。 

     

以青少年的人格發展而言，已從事事依附家庭、父母的型態，轉

而尋求同儕的關心，加上網路上隨處可見的交友網站，使「交朋友」

一事變得容易、便利且利於自我掌控，因此這也是讓中學生喜歡「交

友聊天」的網路活動的因素之一，也說明了網路交友管道可滿足青少

年尋求同儕間互動關係的需求，不論是同儕間的歸屬感，或是異性間

的親密關係，都可藉由網路交友，來彌補現實人際關係中所缺乏的親

密感。 

 

肆、人際關係與網路交友行為 



     

人際關係是否會影響網路交友行為？有學者認為人際疏離感

高、人際關係欠佳者，會希望藉由匿名的方式來尋找慰藉（郭欣怡，

1998；韓佩凌，2000；馮嘉玉，2003；朱惠瓊，2003）王燦槐針對大

學生網路使用者調查結果發現，BBS 族在人際關係上，他們通常覺得

有問題，但卻又對周遭同性與異性的友誼滿意度高，而 BBS 現迷則對

現在的人際關係較不滿意（王燦槐，1997）；也有研究發現，在真實

生活中人際關係較差者，其可能缺乏與人溝通的技巧，故無法順利達

成與人溝通互動的目的，其透過網路與他人進行互動的頻率較高（戴

怡君，1999；劉家儀，2001）。 

 

但歐貞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信任關係也不該如此簡單的

看待，而透過網路進行互動者也不一定在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就不好

（歐貞延，2003），根據 2003 年版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astern-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 E-ICP)的調查，網路交友

族群在「最近三個月常從事的活動」中，和全體消費者相較，其實在

社交活動上也相當積極（圖一）。網路交友族最常從事的活動是「聊

天打屁」(63.3%)，比起一般人高出一成的比例，可見網路交友族在

人群中也算相對活躍的一群，並不因為上網交朋友，就失去了日常人

際交往的意願或能力（李培蘭，2003）。 

 

綜上所述，網路交友行為是否受個人人際關係影響，各研究結果

相當分歧，多數研究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測量多以客觀的角度如個案待

人處世的態度旁敲測舉個人的人際關係，而個人對本身人際關係的覺

察，及對週遭同儕互動的滿意度即自覺人際關係，是否影響網路使用

行為，為本研究欲探討的變項之一。 

 



第四節  自尊狀況與網路交友 
 

在現代科學發展前，有關自我的研究並不受重視，至人本心理學

興起，肯定「自我」的概念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將「自我」

視為影響行為的直接因素，才使得有關「自我」的研究大量展開，其

中，最常被提及的概念除了「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效

能」（self-effiency）外，還有個人的「自尊狀況」（self-esteem）。 

 

壹、自尊的定義 

     

「自尊」意指一個人的現實我與理想我的符合程度（Choen, 

1959； Argyle M.,1967）；Briggs（1970）則認為「自尊」是「個體

對自我感受的總合，包括自我尊重（self-respect）和自我價值

（self-worth）」，自尊常與自我關注（self-regard）、自我概念

（self-concept）、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及自信

（self-confidence）等觀念相互使用，其中自我概念（self-concept）

常被與自尊相提並論；兩者皆發展自「自我」，但一為知識部份，一

為評估部份。根據張氏心理學辭典（張春興，民 84）指出：「自我觀

念是指個人對自己多方面知覺的總和；其中包括自己對自己性格、能

力、興趣、欲望的瞭解，個人與別人和環境的關係，個人對處理事物

的經驗，以及對生活目標的認識與評價等。」；因此，自我概念就是

個人對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情感，即是精神學派所稱之「自我」或「現

實我」；而自尊則是依據「理想我」與「現實我」之間的落差，對於

「自我概念」所做出的評價。Grieger 曾劃分自我概念及自尊，並提

出「自尊 A-B-C 圖」： 

 

 



 

 

 

 

 

 

 

圖 2-1 自尊 A-B-C 圖（Grieger,1975；引自黃淑芬,1996） 

 

因此，Coopersmith（1976）與 Craignead（1988）皆認為自尊

是自己結合各方面的訊息，對自己的價值所下的主觀判斷，意即是一

種自我評價，除了評估自己目前實際表現水準是否達到理想中的參照

水準外，亦伴隨著自我評估後所產生的好、壞等心理感受（Jame, 1950 

；翁嘉英,1997），因此自尊也能代表一個人喜歡自己的程度。 

 

貳、自尊的形成與發展 

 

個體的自尊會隨著身心發展和生活情境的演變而不斷的充 

實、修正，由外在而內在，最後形成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Bachman & 

Q’malley,1977； Kawsh,1982； 張芝鳳,2000）。。將自尊發展概括

分類，約可分成五階段（Cotton,1985 ； Kick,1992）： 

1. 嬰幼兒期 

    來自於重要他人的意見和感情對自尊的發展相當重要，如父母的 

正向（接納、讚美）或負向（責備、設限）意見，會引導其自我價值， 

並內化成為自我概念的內在架構，影響現在及未來的自尊發展。因 

此，創造正向的情緒環境，如父母的讚美，有利於建立正向自我價值， 

發展自愛及理想我，對自我形象更有自信，此即自尊的基礎。 

A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B 

自我評價 

self-evaluation 

C 

自  尊 

self-esteem 



 

2.兒童期 

    重要他人由父母、手足擴大到教師、同儕，此時規則與穩定的期 

待是維持兒童高自尊的條件（Coopersmith,1967），並以能力、成就、 

身體特徵、社會認同來定位自我。 

3.青少年前期 

        因生理及認知的急劇轉變，身體特徵十分受重視。此外，在此期

的社會技能及認知的建立、學習狀況與表現對自我概念及自尊相當重

要（Kick,1992）。 

4.青少年期 

    自我知覺變得複雜，不僅關心現在，也會思考未來。同時，同儕

的影響力大增，同儕的支持與接納成為影響自尊的主要來源。 

5.成年期 

    此期的自尊發展已趨穩定，雖然生活中有無可避免的壓力，但成

熟的自尊會發揮調節功能，維持應有的平衡（Kick,1992）。 

     

    由此可見，自尊的發展由嬰兒期開始發展至成年期趨於穩定，而

在青少年期因歷經身心巨大的轉換，此時期對自我的認同與接納，將

影響自尊發展的健全與否。擁有正向自尊的青少年，會盡力發揮自己

的才能來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而低自尊的青少年較易自暴自棄，如

時下輟學生、嗑藥、沉迷電玩等，本研究即對處於青少年期之國中生

的自尊狀況進行探究，以了解國中生自尊狀況之分佈情形，及其網路

交友行為是否因自尊的不同而有差異。 

       

參、自尊的結構與功能 

 

在自尊結構上，Lawrence,D.認為整體自尊可分為學業及非學業



部份，非學業又分為社交方面及身體方面（Lawrence,1988）。 

黃淑芬（1998）則認為兒童整體自尊由身體自尊（對外表、健康

的評價）、學業自尊（學業表現的評價）、家庭自尊（在家庭內的重要

性）、社會自尊（在人際互動上的評價）及一般自尊（對自我概括性

的評價）五種向度所組成。  

 

而自尊對個人自我概念的結構上亦具有重大影響，許多研究皆顯

示自尊與自我概念有高度正相關，高自尊者在自我概念的正向特質及

確定性會高於低自尊者（Talor & Brown,1988； Campbell,1990； 

Nezlek & Plesko,2001），Atwater（1992）、黃德祥（1996）將高、

低自尊者之特徵歸納如下： 

 

表 2-1 青少年高、低自尊的特徵 

高自尊者 低自尊者 

1.有準備的發表意見 1.即使被邀請，也不表意見 

2.能聆聽他人發言 2.批評他人 

3.能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3.避免與他人接觸 

4.能與他人合作 4.想支配他人 

5.親切的接受讚美 5.拒絕讚美或淡然處之 

6.適當的將榮耀歸功他人 6.對他人忌妒或帶有諷刺性的評論 

7.實在的請求他人 7.嚴以待人，寬以律己 

8.謙虛 8.過度誇大自己的成就 

9.付出與接受感情 9.恐懼被傷害而吝於付出情感 

10.喜歡自己的儀表 10.避免照鏡子 

（Atwater,1992；引自黃德祥 1996） 

 

由此可知，高自尊者不僅對正向特質的確定性高於低自尊者，且



對自己的缺點也較能坦然接受，表現在行為上，高自尊者因肯定自己

的能力，因此傾向採用直接、積極的方式；而低自尊者則因擔心犯錯，

因此較常採用間接方式增加與正向特質間的連接，因低自尊者是採用

自我保護「self-protected」的方式，免於自我評價下降，因此高自

尊者較為樂觀積極，並達到成長的目的。 

 

在自尊的功能方面，自尊經個體早期發展緩慢形成，不易因外界

事物而有所改變，較能長期維持穩定的狀態。當個體受外在環境威脅

時，自尊具有維持及提升自我評價及自我一致性的功能（Epstein, 

1983； Swann,1987； Brown & Dutton, 1995）。而高自尊者較低自

尊者更具此項特質，不易隨著時間和情境的不同而變動，因此在維持

自我一致性上的功能也較能彰顯。 

 

肆、自尊與網路交友行為 

 

有研究指出，處於青少年期的中學生，一方面性生理逐漸成熟，

一方面開始利用邏輯思考，對自我身體的陌生，以及開始形成自己的

判斷能力，兩方面的開始形成卻還未成熟的交互作用影響導致自我概

念偏低（李逢堅,2001），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在 14 歲降至最低，之後

逐漸升高（黃德祥,1994）偏低的自我概念，常導致青少年表現行為

上的羞怯，而青少年期另一個現象為寂寞感(loneliness)，一種缺乏

人際親密的空虛感受，尤以低自尊者為甚（黃牧仁，民 88），低自尊

者不善與人交往，因而有較深的寂寞感。劉守信在 1990 年的研究也

說明「對自己缺乏自信」或「覺得自己不受重視」的人與上網交友行

為成正相關。對自己外表較無自信、音量小、地位低、自尊心低的成

員，在真實生活溝通較差，沒有自信來表達自己的態度和想法，會比

較喜歡在電腦網路中發表自己的看法，也會比較喜歡藉由參與討論，



而獲得認同（Griffiths&Dancaster，1995；劉守信，1990；吳姝

倩,1996；趙宏達，1998；韓佩凌，2000；游森期，2002；朱惠瓊，

2003），可能與網路的匿名特質有關，因化名提供一個避免尷尬有可

發展自我的機會。韓佩凌（2000）觀察網路沉迷者發現，網路沉迷高

危險群在使用動機上以「扮演與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角色」為主，反應

了網路沉迷者在自我認同方面的低落，需靠轉移角色來彌補，也符合

Suler（1996）所說，利用網路來滿足「自尊的需求」（Suler，1996；

韓佩凌，2000）。 

 

以社會心理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而言，青少年正處於發展自我認同的關鍵階段上，而青少年過於看重

自己外表會產生自我肯定與懷疑(self-certainty vs. apathy)的認

同危機，以及青少年需要嘗試各種角色，體會不同角色所負有的任

務，因此，在青少年自我探索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是否運用網路交

友進行角色的分化與扮演所形成的網路社會化來發展自我概念及自

尊，值得研究。 

 

 
第五節 社會焦慮與網路交友 

 

     Shepherd 等人（1966）曾指出，一般人中約有 30%~40%的人遭遇

焦慮的問題。其中包含人際間的焦慮、與異性交往的焦慮，在現代社

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人際間的疏離感卻與日遽增，無

形中提高了個體的社會焦慮（吳麗娟，民 76），所謂社會焦慮，即是

個體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不舒服、苦惱、想逃避的情

緒，怕受人批評而造成個體在與人互動中或大眾面前表現的困擾

（Watson& Friend,1969）。簡茂發等（民 75）曾在研究中指出國內



的學生，除了課業問題外，社交和人際關係問題也在生活上造成相當

大的壓力和困擾，嚴重的話，會抑制一個人的社會能力表現、個體功

能，由於人際互動的焦慮趕往往會影響一個人想法的表達，但透過網

路匿名的保護，使用者不需與人面對面，別人也不知自己的真實身

份，因此不需擔心受到他人的社會評價，心中也較不感到焦慮，因此

本研究欲探討是否社會焦慮感較深的國中生，較傾向透過網路認識朋

友，以降低焦慮感，並滿足人際需求。 

 

壹、社會焦慮的意義       

 

Dixon et al.(1957)從研究臨床社會焦慮病人中發現，社會焦慮

有四個因素：害怕不知如何做、害怕別人的批評、害怕失去對身體的

控制、害怕引人注目。因此會有膽怯、害怕表現及害怕表現差的一面

的現象。 

Hall & Goldberg(1977)認為社會焦慮是人在社會情境中自陳困

難的一般性抱怨。 

Buss(1980)認為廣義的社會焦慮是指「在其他人面前覺得不舒

服」，包括尷尬(embarrassment)、害羞(shyness)、觀眾焦慮(audience 

anxiety)及羞愧(shame)；狹義的社會焦慮則是「因其他人的注視或

評價，或僅是因別人在場，而感到困擾或受到干擾」。 

Leary(1982)認為社會焦慮是源自真實或想像的情境中人際的批

評(interpersonal evaluation)，因此產生苦惱而避免社會活動。  

 

邱正浩(1990)認為社會焦慮為個體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種

苦惱、不適、焦慮、害怕別人批評而喜歡自己獨處的情緒，不但影響

良好的適應，更可能影響表現，造成自我貶抑。蘇惠珍(1997)認為社

會焦慮最常發生的狀況在個人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種情緒，特點



為緊張不安、怕受批評、喜歡獨處及想逃避他人。何春慧在 2000 年

對 572 名大學生所做的社會焦慮相關調查則發現，大學生在面對不認

識的人及環境會感到焦慮且感到相當程度的不自在。因此，社會焦慮

為人際互動過程中，個體預期互動中會產生的評價，而有不安、不自

在、焦慮、逃避、苦惱等不書是現象與情緒，進而影響應有表現與人

際互動品質(王郁文，2001) 

 

貳、社會焦慮的特徵 

 

Nichols(1974)曾觀察 35 位社會焦慮病患達三年之久，發現以下

項目是至少 50%的病患會擁有的： 

1. 知道並預期別人會批評並非難的對待 

2. 強烈傾向去反應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人的批評 

3. 較低的自尊 

4. 面對困難不知如何改變自己的行為去因應 

5. 負向的幻想和想像，以致造成焦慮 

6. 對別人的批評有高度的知覺並害怕被評斷 

7. 有一種「被注視」的感覺 

8. 面對情境常意外的退縮 

9. 一種被情境「困住」的感覺 

10.對緊張和尷尬的感覺過度的誇大 

11.在社會情境中，易察覺身體的感覺 

12.一種不可預期的焦慮反應 

因此可發現社會焦慮表現在三個層面：在認知方面會有較負向對

自己表現的非理性信念，行為方面較沈默、談話時間較短，較不能成

功的轉移話題及較少的自我肯定(Foddy,1982)，在生理上則心跳較

快、臉紅、聲音顫抖等。 



 

參、引起社會焦慮的相關理論� 

� 

一、社會技巧不足模式(Skill Deficit Model) 

由 Trower(1978) 所提出，認為社會焦慮是由於個人社會技巧不

足 

所造成，個體對社會情境不適當的反應，造成不想要的結果和壓力，

但因至目前為止，未獲許多其他的研究證實，因此並不清楚此模式是

否成立。 

 

二、認知模式(Cognitive Model) 

Trower(1981)提出社會焦慮可能是由於負面認知偏差而影響社

會 

適合的表現，高社會焦慮的人通常會低估他們在社會情境中的社會技

巧(Trower,1981; Edelmann,1985)，其他證明也認為社會焦慮的個體

是由於在壓力情境中，高頻率的負面認知的出現（Cacippo,Glass & 

Merlvzzi,1971; Halford & Foddy,1982;轉引自楊麗英，1991），因

此多數學者支持錯誤認知為引起及維持社會焦慮的主要原因。      

 

 一些研究亦指出高社會焦慮者較易自我苛責(self-critical) 

，對自己沒信心，自我概念較為低落(楊國樞，民 69; Marllett & 

Watson, 1961; T.Sarason,1972) 郭為藩也認為焦慮是因自己所珍視

的價值面臨破損的威脅時，所引起的一種不安的感覺，這是自我概念

發展的結果，許多學者的研究亦證實，自我概念較明朗者行為適應較

為良好，情緒也較穩定（盧欽銘，民 69; Tullerton,1973; 

Espinosa,1979），表示焦慮與自我概念成負相關，自我概念越低者，

焦慮情形則越高（鄭英耀，民 74; Schmitt,et al.1982; Snutt & 



Kurdek,1984）。 

 

肆、社會焦慮與網路交友行為 

 

網際網路的使用，因其匿名、不需面對面的特性，可使一些畏 

懼或不善於與他人進行面對面對談或情感交流等低社交傾向(less 

socially inclined)的人們，可藉助網際網路特有的傳輸方式，在無

須直接與他人面對面、較少的危機感、較無焦慮的情況下發展虛擬人

際關係，因為不需擔憂在人際互動中他人的評價，而可以較自在、自

我反應較不受壓抑，因而更願意對自我想法進行揭露，也可以在虛擬

空間中學習或練習社交技巧，同時也能降低個人在社會中的孤立感

受，因此非常適合內向、害羞等低社交傾向的人們使用（Bruckman，

1992；Mckenna & Bargh，1998； Anderson,2000）。 

      

    學者曾在臨床實務上發現「害羞」和網路成癮的關係，發現因社

交害羞而求診的病患中有 30%的人有網路成癮的相關症狀，因藉由發

展網路中的人際關係來減輕社交害羞的現象而獲得心情上的轉換

（Storm，1996）。表示低社交傾向的人們能藉網路達到現實生活中所

不足之人際互動與社交的功能。因此許多研究都指出，網路使用的偏

好者，較不熱衷實際生活中的社會活動及人際互動，其性格也較封閉

內斂、容易焦慮（朱美惠，1990；黃瓊彗，1990；廖瑞銘，1991；

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楊靜芳在其研究中亦指出，

高社交焦慮者比一般人感受到更多的網路人際互動的優勢，並在與他

人面對面互動時變得更自在，更有自信，意謂了網路環境雖對社交焦

慮有某種程度的助益（楊靜芳，2003）。  

 

但楊靜芳的研究亦發現高社交焦慮傾向者的網路人際互動或需



求並不比一般人高（楊靜芳，2003），可能與其網路社交焦慮亦成正

相關的現象有關，且焦慮也無法從網路交友行為中獲得紓解（劉家

儀，2000），因網路再吸引人，最後總是得回歸現實面，若僅陶醉於

網路的美好而忽略真實的經營，不僅無法解決現實問題，更加可能陷

入惡性循環。因此本研究將就青少年的網路交友使用行為是否受其社

會焦慮程度所影響？及青少年社會焦慮程度是否能預測網路交友行

為等議題進行探討。 

 
第六節 網路成癮與網路人際關係成癮 

     

網路的興起，突破傳統媒介的限制，亦滲透人類生活的的各個層

面，為社會的互動模式、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帶來劇烈的改變，然而，

在滿足網路所提供的多方位的服務的同時，一些負面的影響也慢慢的

浮現，尤其對青少年而言，網路帶來的不只是豐富的資訊交流，更是

真實世界無法比擬的感官刺激，若使用不當或過度使用，，皆可能嚴

重影響真實生活的身心功能，據近年來學者的觀察發現，這樣的「網

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網路沉迷失調」（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網路癮者（Webaholic）、強迫性網路使用

（Compulsive Internet use）等現象在網路日益普及的今日正慢慢

的形成，本文即就此現象做初步的探討。 

 

壹、網路成癮的定義 

 

    以往「成癮」一詞常被定義為一種無法控制的疾病，多半是針對

藥物的使用而言，如酒癮、菸癮等，但現今「成癮」的慣用範圍已不

再侷限於藥物的使用，任何物質、活動，或者是人際間、人與事物間

的互動都有成癮的可能，如賭博、工作、休閒娛樂、甚至是性行為



（Hatterer，1994），換句話說，各種物質或活動經由人類心智運作

而產生一種儀式性、無法自拔且難以克制的生理或心理狀態，都可稱

之為成癮（楊蘊哲＆梁朝雲，2001），而網路成癮也是其中之一。     

 

最早探討沉迷網路行為的是一位紐約精神科醫師 Ivan 

Goldbergy 在 1995 年提出，用來形容因過度使用網路而造成幸福感

的欠缺，隨後 Kimberly Young 在 1996 年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 APA）提出網路沉迷（Net 

Addiction）現象，引起廣泛的注意，Brenner（1996）認為網路成癮

應算是心理學上的成癮現象，屬於一種行為上無法抵抗，且會造成其

他角色功能問題的衝動，類似於病態性的賭博行為；Griffths（1997）

將網路成癮視為一種科技性的成癮，將這樣的現象定義為一種涉有人

機互動行為的非化學物質的成癮；美國心理學會(APA)在 2000 年將

「網路成癮」定義為「因過度使用網路，而對網路產生一種心理上的

依賴，並且持續增加上網時間，無法克制使用網路的衝動，並且伴隨

耐受性（tolerance）、克制（abstinence）、戒斷（withdrawal）等

現象，產生一種類似酒癮、藥癮、毒癮、病態性賭博等現象的上癮行

為。」 

     

周倩及周榮（1997）修正國際衛生組織對上癮的定義，將「網路

上癮」釋義為：「由重複的使用網路所導致的一種慢性或周期性的著

迷狀態，並帶來難以抗拒的再度使用之慾望，同時並會產生想要增加

使用時間的張力與忍耐、克制、戒斷等現象，對於上網所帶來的快感

會有心理與生理上的依賴」（周倩＆周榮，1997） 

     

蕭銘鈞則依據使用滿足理論，將周倩及周榮的定義做小幅的修

改，即是將「快感」一詞改為「滿足感」（蕭銘鈞，1998）。 



     

而在醫學界中，張典齊認為目前醫界並無明確證據指出「網路上

癮」已像賭博、酗酒成癮一樣出現若干病態行為。而張學岭認為，「上

癮」的人本身即具有某些共同特質，包括較退縮、較不安，也對自己

缺乏肯定能力，而具備這樣特質的人，認為可以安全的躲在電腦背

後，以部分面孔甚至是偽裝的一面來面對群眾，且藉由網路在外界的

回饋中不斷的得到肯定與滿足，最後終致無法自拔而沉溺其中，對真

實生活反而就適應不良了（引述自盧秀菊，1998）。 

 

因目前尚未針對網路交友成癮所訂定之學術研究定義，因此本研

究參考學者們對網路成癮之相關定義，對網路人際關係成癮定義為：

「因過度使用網路交友功能，而產生心理依賴的一種衝動與控制失序

行為，會伴隨產生和網路交友有關的耐受性、戒斷反應、強迫行為及

生活相關問題」 。 

 

 

 

貳、網路成癮的界定標準 

 

Goldberg 依據 DSM-IV 的範本列出七點判定「網路成癮失序症」

的準則，若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下列三至四項敘述，且時間長達十二個

月以上，則為「網路成癮失序症」之危險群。其準則如下：  

1. 耐受度（tolerance）：希望增加上網時間已求得滿足，使用相同

時間量上網，所產生的滿足感有遞減效應。 

2. 戒斷（withdrawal）：當停止或減少重度的網路使用時，會導致

數天或一個月內發生心理性肌肉運動的不安現象與焦慮，對網路

存有幻想，對工作、社交、人際關係造成傷害。 



3. 上網的時間與頻率超出原先的預期。 

4. 想停止或控制網路的使用，卻都是徒然的努力。 

5. 花很多時間在網路相關活動上，如下載檔案、添加設備。 

6. 因網路而減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活動，如社交、職務、娛樂休閒

等。 

7. 即使使用網路的行為已造成各種持續性的生理、心理、社交及職

務問題，依然照常使用網路。 

 

Young（1996；1998a）初期研究其成立的「線上沉迷中心」（Center 

for On-Line Addiction，COLA）裡的案例後認為沉迷網路的特徵為

不斷的查檢電子郵件、不停的期盼下次上網、被人抱怨上網時間過

長、被人抱怨上網花費太多（引自盧秀菊，民 87），後來更進一步指

出，對網路的心理依賴程度，分為八個類項： 

1. 全神貫注於線上活動，並在下網後仍繼續想著上網的情形。 

2. 對網路存著幻想與夢境，且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線上才能得到相

同的滿足感。 

3. 上網的次數與時數超過原先的預期，且多次嘗試努力控制或停止

皆未能成功。 

4. 當突然的出現一種想要去控制或停止使用網路的慾念或努力

時，會有心情煩躁或沮喪的情緒出現。 

5. 會花許多時間在網路相關活動上，如添購新的電腦週邊設備、搜

尋新的相關網站等。 

6. 為了使用網路而甘冒造成日常生活中人際關係、重要工作、教育

或娛樂休閒損失的風險。 

7. 曾向家人、朋友及週遭他人說謊以隱瞞其涉入網路之程度。 

8. 上網是為了逃避一些問題及釋放一些感覺如無助、沮喪、不確定

感。 



Young 認為若具備以上八個類項中的五個類項以上，將有可能發

展成為病態性網路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 

 

陳淑惠（民 88）綜合病理學評定標準 DSM-IV（Diagnostic and 

Statistic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中對各種成癮症之診斷標

準及臨床個案的觀察，主張網路成癮會表現出下列症狀： 

1. 耐受性：隨著使用網路經驗的增加，原先上網所得到的樂趣與滿

足，需透過更多的上網時間及內容，才能得到與原先相同的滿足

感。 

2. 強迫性上網行為：只要想到或看到電腦時，所產生的一種難以自

拔的上網衝動與欲求，上網之後會難以脫離，且使用網路時，精

神會較為振奮，渴求有更長的時間留在網路上。 

3. 網路退癮反應： 如果被迫離開網路，會有挫敗、低落、生氣的

負向情緒反應，在其他事務上表現出心神不寧、注意力不集中等

反應。 

4.  網路成癮的相關問題：因沉溺在網路上的時間過長，而忽略原

有的家居與社交生活，與家人、朋友疏遠，耽誤工作或學業，為

掩飾自己的上網行為而撒謊，身體出現不適反應，例如：眼乾、

眼酸、頭痛、肩膀酸疼、腕肌受傷、睡眠不足與胃腸問題等。 

在陳淑惠（1999）之後的研究中，將網路成癮分成五個向度：強

迫性上網行為、戒斷性行為與退癮反應、網路成癮耐受性、時間

管理問題、人際及健康問題。本研究即據此症狀加以修改來界定

網路交友沉迷程度。  

 

參、網路成癮的成因與相關研究 

 

一、網路成癮的理論     



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酬賞與增強作用是讓網路成癮者難以戒除

之原因（Suler,1996；Young,1996）。當使用者的疑惑、無助、焦慮

感在網路上得到網友的同理與支持時，這些回應對使用者無異是上網

的酬賞而因此增強了上網的行為。 

     

而以 Maslow 的需求模式來說，需求模式的最底層為「生存與安

全需求」，Suler 認為許多沉溺於網路的人，利用匿名方式來消弭因

真實條件所產生的限制，以求得生存的空間；而許多參與者，也希望

經由網上的人際互動來獲得歸屬感及朋友的認可，以滿足「愛與隸屬

需求」；而藉由網路角色的扮演參與社會，並學習做出適當的行為與

好的表現來提高自信可滿足「自尊需求」，而 Maslow 需求模式中的最

高層次「自我實現」，使用者藉由發覺網路活動能協助自己與他人建

立有意義的關係，開啟真實生活中隱藏的智慧與社會潛能，進而達到

自我實現的層次，這就是為什麼有使用者再網路世界獲得滿足而駐足

良久的因素（楊蘊哲＆梁朝雲，2001）。 

     

Shaffer （ 1996 ） 曾 將 電 腦 比 擬 成 「 心 智 興 奮 劑 」

（psycho-stimulant），因上網引起心智與意識狀態的轉移，會使人

們進入一種充斥著「掌控」與「運氣」的虛擬世界，，並得到一種放

鬆的體驗，然而持續不當的過度使用最後呈現網路成癮的耐受性，最

後形成典型的網路成癮。 

 

二、網路成癮的相關因素 

    Egger ＆ Rauterberg（1996）發現，自認為網路成癮之人，與

性別、年齡或生活環境無顯著關係；而 Young（1997）的研究則發現，

網路成癮者在性別比例上無太大差異，但在職業階級上則顯然是個決

定性的因素，白領階級因知識、工作性質之故顯然較藍領階級更易對



網路成癮。 

     

國內針對學生網路成癮的研究中，在人口特性方面，發現網路成

癮者不會特別落在某一年齡、性別、年級上（陳淑惠，1998；蕭銘鈞，

1998；韓佩凌，2000）。而周倩（1998）則認為年齡與成癮間無相關，

但在性別上，男性顯著高於女性，則可成為預測網路成癮的一個因素

（周倩，1998；朱美慧，2000；徐西森、連廷嘉，2001；江南逸，2003；

楊正誠，2003；馮嘉玉，2003）。  

     

在使用行為方面，網路成癮者有較長的使用年資、使用次數及使

用時間，意即上網頻率越高、使用時間越久，其網路成癮的機率越大

（Haggard & Williams，1990；Young，1998；韓佩凌，2000；江南

逸，2003；楊正誠，2003；馮嘉玉，2003）。 

     

在心理特性方面，王澄華（民 90）研究發現，所有依附性格中

以焦慮依附性格者網路成癮傾向最高，其次為逃避依附者（王澄華，

2001）；或是焦慮、低自尊、自我概念越不確定、無聊、A 型人格、

人際疏離、社會支持、生活壓力、生活方式與憂鬱傾向等都會間接或

直接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游森期，2002；韓佩凌，2000；徐西森、

連廷嘉，2001；江南逸，2003；楊正誠，2003；馮嘉玉，2003；朱惠

瓊，2003）；而性的需求與可望動機強烈者，若缺乏旁人的正確引導，

而自行在虛擬世界探索的過程，會具有高度網路成癮傾向（朱惠瓊，

2003）。 

         

肆、網路人際關係成癮 

     

網路交友沉迷是網路成癮許多型態中的其中一種，或稱為網路人



際關係成癮，Suler（1996）將網路成癮分成兩種類型：社會類型與

非社會類型；社會類型的使用者多利用網路的虛擬人際關係所提供的

既可與社會連結又不需真實呈現完全自我的安全環境與他人連結。，

觀察網路沉迷高危險群發現，除了擷取資訊外，許多研究顯示，與他

人互動是網路沉迷高危險群最常進行的網路活動(Young，1998；韓佩

凌，2000），意即利用與他人互動的網路活動也就是 Suler 所說「社

會類型的成癮」，較容易造成網路沉迷（Suler，1996；Young，1996；

韓佩凌，2000）。 

 

Young（1996）曾針對網路成癮行為設計一份問卷，其中發現非

依賴者大多以收集資訊或或收發 e-mail 以維持原來之人際關係為

主，而依賴者主要藉由高互動媒介來認識新朋友並從事新的社交活

動，網路的互動特質，如聊天室、連線遊戲最具成癮性，這些藉由高

度互動的媒介來認識新朋友並從事社交活動，被認為是最容易造成網

路沉迷的網路活動。 

 

也有學者指出網路成癮並非只具單一症狀，而是包含多種行為，

除了網路性成癮、網路遊戲、資訊超載、電腦成癮外，還有網路人際

關係的成癮，更是令許多使用者難以停止使用網路的主因。Young

（1996b）曾設計問卷研究網路依賴者，發現一些結果，其中一點發

現依賴者主要藉由這些高度互動性媒介來與新認識進行社交活動或

交換意見，由網路聊天室為依賴者最常使用的網路功能可以看出，且

使用網路互動的功能越頻繁，這種習慣性的沉溺會存在越多的危險。 

 

陳淑惠（1998）在網路上癮者的研究中發現，有 42%的人曾與在

網路上認識的朋友見面，3%的人敘述自己大部份的朋友來自網路，自

承可能會對網路上癮的人，對於網路成癮現象給予校正向的評估，也



常將網路視之為交友主要管道（陳淑惠，1998）。 

      

周倩在研究中從網路使用動機分析，發現以人際互動為上網動機

者，如認識新朋友、分享經驗與心情比較容易上癮，周倩據此推估一

種「網路上癮」的模式，當使用者抱持一種人際互動或解除煩憂的動

機上網時，使用網路容易帶給他們快感經驗使其漸漸著迷而忘卻時

間，導致使用時間不斷加長，加重了對網路的依賴，最後終於形成「網

路上癮」（周倩，1998）。 顯示「網路人際關係成癮」常是導致「網

路成癮」主要原因之一。 

      

儘管網路帶給人們安心展現自我，降低焦慮的交友環境，但仍有

研究顯示，沉迷於網路交友，無法使得本身焦慮獲得紓解，也無法藉

由虛擬情感滿足其人際需求（劉家儀，2001），顯然藉由重度使用網

路逃避問題者，無法將經營虛擬情感之技巧類化至生活中，而導致問

題未解決，焦躁感與成癮行為因此陷入惡性循環。 

 

伍、青少年網路成癮現況 

 

台北市少輔會調查 12-18 歲青少年網路交友情形發現每日上網

超過三小時者將近一成（台北市少輔會，2001）；韓佩凌研究中學生

網路成癮行為發現占總數 5%之成癮高危險群一周上網時數以 20-25

小時最多，且多數每天上網一次或更多（韓佩凌，2000）；馮嘉玉研

究國中學生使用網路連線遊戲結果顯示占總數10%之網路成癮高危險

群與一般使用者合計約有五成以上學生每次花再網路連線遊戲的時

間常在 4小時以上，而有 39%的學生花 4小時以上時間在非連線遊戲

上（馮嘉玉，2003）。顯示青少年網路成癮的現象隨著網路的普及化

有年齡層下降及人數增加的趨勢。 



 

伴隨網路成癮所帶來的身心問題如時間管理、人際與健康問題，

因此將網路成癮視為各成癮症的一類，以疾病模式來考量，學者們預

估網路成癮一年的盛行率可能與酒癮或病態性賭博相近，大約介於

3%至 10%之間，本研究依據研究對象之「網路人際關係成癮量表」之

得分，取得分最高之 10%為網路人際關係成癮高危險群，其他 90%為

一般使用群，並比較高危險群與一般使用群及無網友者是否在人口特

性及社會心理特性上有差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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