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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科技的發展讓人類的生活面臨許多重大的改變。而因為網際網路的特

性，它創造了一個既是虛擬叉似真實的網路心理空間來。此一空間成了上網人心

理空間的延伸，也正同時重新塑造了上網人的行為與心理。當前心理專業人員應

該關注網際網路中的心理議題。本文主要就三方面來探討:網路心理學中網際網

路的心理屬性議題，網路使用者的心理現象與行為，以及心理諮商工作者面對傳

統諮商模式與網路諮商之間的一些討論。最後，作者亦提出心理專業工作者在新

世紀中應持的角色與責任以供同儕專業人員的思考。

關鍵字 : 網路、網路心理學、網路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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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前惱與網際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人類的經驗與生活正面臨快速與重大

的改變 。 過去時代裡幫助我們界定或覺知周遭人、事、物的因素，例如時間，空

間，距離，價值觀，世界觀 ， 以及人際關係和互動模式，都因為新興的科技而起

變化 。 這些變化引發了個人、家庭、社區、社會、文化，甚至全球性各種層面的

影響 。而儘管眾人對於網際網路的功能，角色與價值仍處於正反兩面的爭執之時，

網站數量與網路使用人數卻依然以極快速的方式增加 。 根據統計， 1998 年全球總

上網人數達十四億九千萬人，其中使用者主要來自北美洲，佔 55.5% '西部歐洲，

佔 23.3% '以及亞太地區，佔 15 .5% ;男女性比例分別為 52.7% 與 47.3% ;而 9 1.2

%使用者的教育背景則為高中，大學及研究所之學歷(參見

http://www.rider.edu/users/suler/psycyber/stats岫11) 。一項針對兩岸華人使用網際網

路的調查報告顯示，至 1999 年底兩岸上網華人人數突破 1370 萬人(參見

http://www.自go個.∞m. tw/ market. h加)。至於全球網站數目，則無法計數 。 值此

網路的風起雲湧，許多因為網際網路因應而生的心理相關議題(及其新興字詞)

就特別引人注意。究竟網路世界的建構與發展是為了滿足人類心理需求而生，還

是因為虛擬世界的產生引發了人類在網路世紀裡新的心理需求?這些問題不易回

答，然而以網路科技發展之快速 j 更多相關的心理議題將因應而生，有關的研究

似乎無法趕上速度地回答問題，因此進行網際網路的心理議題探討有其重要性與

迫切性。

本文是作者對於「網路心理學」的初探報告。從一個專業心理工作者的角度，

作者嘗試針對幾個已然成形或可能發展的網路使用者心理進行討論，藉以提供同

儕專業人員對於網路，心理學研究之參考 。 本文主要包含三個部分:首先就「網路

心理學」的定義與範圍予以釐清界定，其次針對網路心理學研究涵蓋的內容進行

討論，進而進一步思考心理及教育人員在新世紀的角色與責任 。

壹、名詞定羲

雖然網際網路的發展引起全球的關注，但是截至目前為止「網路心理學」一

詞並未引起多數學者的注意。而與該詞相關的英文名詞大概包括"Intemet

psychology", "media psychology"，以及“'psychology of cyberspace" ，以下分別就名

詞的使用及其意義加以說明 。

一、Intemet psychology 

倘若吾人欲上網搜尋有關網路心理學的資訊而以、Internet psychology'" 一詞

作為關鍵字時 ，大概可以在線上獲得數千筆的資料和相關網站。 這些資訊主要與

心理學有闕， 而各個網站則是讓網友取得資訊的窗口(例如線上的心理學期刊雜

誌，大學心理系、所網頁，個人或學校心理諮商網站，已設計好的心理輔導軟體，

或者是某一心理學議題的線上研究室等等)。雖然這些網站都與心理學或研究有

闕，但是網際網路只是心理學研究和服務的新場所或新管道。過去因為空間、時

間或其他因素限制而無法讓心理學者的服務更普遍的困難，網路在此提供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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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亦即線上化、數位化)。所以舉凡心理學新知，研討會資訊，學位的修習，

主題訓練課程或工作坊，心理健康的諮詢與諮商等等，都能透過網頁或網站的架

設讓上網者輕易取得。只不過上述的網站(頁)並不是針對網路使用者的上網行

為或心理現象進行探討，它們是透過網路提供有關心理學的服務，也就

是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services via the Intemet"的方式，或者是 "psychology

online" (作者註:少數網站例外，例如某些網站針對上網人網路上癮行為提供網

路服務)。

二、 media psychology 

這個名詞較適當的中文翻譯應為「媒體心理學」。根據美國心理學會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 46 分會(Division 46 - Media Psychology ) 

的定義，媒體心理學主要在於研究媒體對人類行為的影響( the impact of media on 

human behavior ;見 http://www.apa.org/aboutldivisionldiv46.html)。其中所稱的媒

體包括(但不限於)電台，電視，影片，錄影帶，新聞印刷，雜誌，以及例如網

路等新興科技。藉用該組織在 1996-1997 年間針對「媒體心理學與新科技」之研

究，媒體心理學在新世紀裡涵蓋了 11 個研究領域(Luskin & Friedland, 2000) ，其

中「探討媒體的社會與心理影響J ' r利用新科技推展臨床心理學服務J ' r科技人

的七J ' r衛王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諮詢人員 J ......等等都與心理學有直接相關。按

此定義，網路心理學是涵蓋於媒體心理學的研究項目之一。不過，由於過去以來

媒體心理學者較倒重於對電視，影片，圖文雜誌等媒體的研究，對於網路影響人

類行為的研究開始較晚數量也較少。雖然網路亦屬於媒體的一種，但是由於其特

性與其他媒體不同，所以過去的研究結果並無法推論於對網際網路的研究上，因

此網路的J心理特性或使用者的J心理現象對媒體J心理學家來說應屬一個新的研究主

題。

三、 psychology of cyberspace 

截至目前從事網路心理學研究的學者當中，以美國萊德大學(Rider University) 

心理系教授約翰蘇勒(John Suler)博士所做之探究最為完整深入。他主要採用研究

者即參與者的方式，長期參與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針對一個名為可alace# 的網

路虛擬社群研究網際網路的心理屬性，以及上網人使用網路的行為或模式，並進

而觀察、歸納出網路使用者之心理現象來。於是在 1996 年一月完成了一份探討「網

際網路的心理屬性J' 以及「上網人對網際網路的行為反應」為主要概念架構的線

上資料(online hypertext book) ，並且將這份資料當作是對前述議題的持續性研究文

獻(亦即仍在不斷修改的過程中) ，並且稱此研究領域為 "'the psychology of 

cyberspace (見附註)'" 或簡稱、cyberpsychologyh (S叫er， 2000吋。至此， r網路心

理學」之定義與主要研究範疇大至底定。由於蘇勒的資料是截至目前最完整的網

路心理學研究報告，因此下一個段落將以蘇勒的報告為核心，針對網際網路中的

心理相關議題進行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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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中的心理議題

根據約翰蘇勒所言，網路心理學研究的範圍就如同心理學本身一般寬廣，舉

凡認知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 ，以及臨床心理學等都與

網路心理學有相關。蘇勒在 1999 年的線上資料中將網路心理學研究分為六大領

域:網際網路的心理特性(psychological qualities of cyberspace) ，個體對網路的反

應(也e individual's reaction to cyberspace, i丸 a.one-person psychology) ，網路中的兩

人互動關係(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i.e., a two-person psychology) ，網路

中一群人的互動關係(interpersonal dynamics among groups of peo阱， iιa group or 

豆豆mrnunity psychology) ，網路心理學研究方法，以及對這份資料發展過程之報告

等(Sul缸， 1999吋。以下針對網路的心理屬性以及他對使用者行為和心理的影響擇

要摘述其內涵 ， 並提出作者的相關思考:

一、網際網路的心理屬性

蘇勒(2∞Ob)指出，網路建構的虛擬世界與真實的物質世界不同之處在於以下

(但不限於)的特性:

(一)有限的感覺經驗，例如視、聽覺上的限制與缺乏身體的接觸。

(二)身份的彈性與匿名性，例如性別、年齡可以隨意變換，身份背景可以隱藏等。

(三)地位的平等，不分身份、種族、性別，網路上任何人都有自由表達意見、想

法的機會。

(四)空間界限的改變，打破了物理空間的侷限，讓天涯若比鄰。

(五)時間的延長或壓縮，例如不同時區的人可以進行同時或非同時的通訊 。

(六)同時進行多重關係的可能，例如同一時期與多人在網路上交往而不被發現。

(七)記錄永久保存的可能。

(八)可以改變的，或虛幻的狀態，亦即 virtual reali旬，自我或他人建構的虛擬世界。

(九)網路上的「黑洞經驗J' 因為機器或技術因素，電腦及網路的全面性故障，造

成使用者內心的恐懼與焦慮感。

由於這些特性，網際網路變成了一種心理空間。而對上網的人而言，它發揮

了許多滿足個人需求的功能，例如提供真實與想像的經驗，個人意識與潛意識的

延伸，形象與自我認知的任意改變，虛擬世界對個體需求的滿足，甚至全球網路

變成了全人類集體意識演進的場所等等。然而反過來看，網際網路卻也可能增加

上網人的困擾與挫敗感，例如因為網路科技快速發展造成許多人一種「唯恐跟不

上時代」的焦慮與挫敗感;長時期接觸電腦，以致缺乏實際的人際溝通;網際網

路一方面讓大保持身份的神秘，但另一方面個體在新世紀裡卻叉似乎毫無私人秘

密可言;過度依賴電腦與網路，而變成一種上癮(addiction)的行為;或是在機器故

障時造成所有活動的停擺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電腦及網路科技日新月異的同

時，挑戰每一個人的兩難問題。

二、網路世界中的自我認同 F 

網路世界裡的個體心理學中，個人的身份或自我認同(identity)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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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議題。根據蘇勒(2000c) ，個人在網路上自我認同的表達或呈現，可以從五個

不同的向度來分析 /

(一)解構自我的程度，個人是以部分的自我呈現，或是以統合完整的自我呈現於

網路上(level of dissociation and integration) 。

(二)個體表現出來的是正面的特質或負面的特質(positive and negative valence) ，例

如利用網路來惡作劇做為發洩負面情緒的管道，或是將網路當做為練習自我

實現的地方(例如發揮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獨力完成一份設計等)。

(三)個體所呈現的身份，是相同於現實生活的，想像的，或是隱藏身份的(levelof

fant甜y or reality) ; 

(三)個人網路行為所反映出來的意識層次(level of conscious awareness and 

control) ，例如一個上網人點選某一個選項的理由可能是因為很表面的原因，

也可能其實是他內心較深層狀態的投射;

(四)不同溝通工其或管道的使用(the media chosen) ，例如利用純文字或視覺的，即

時或非即峙的，自我表露身份或隱藏的，是否經由虛擬社群活動...等等。

由此可見，個人的網路行為既可以是表面化的也可以是很複雜深層的，而通

常，上網人的人格特性會決定個體要過何種的網路生活(Sul缸， 200Od)。舉例來說，

在網路上變換性別是許多上網人曾經或是想要嘗試的一種行為。由於這一種性別

扮演真有安全，實驗性，以及隨時可停，隨時可以再繼續的特性，許多人會以這

種方式去體會異性的心理經驗，或者感受自我較深層的內在情緒(Suler， 1999b) 。

男一個例子則是國內一位高職女生假借其他女性照片，與多名男性進行網路戀

情，並且騙取他人財物的案例。這些顯然與個人藉由網路的特性來追求個人需求

的滿足有闕，只不過必須考量的是，在「滿足自我需求」、「自我實驗的權利」與

「欺騙或刻意操控他人」甚至犯罪之間的界限往往是非常模糊的。

三、網際網路中的關係議題

人與人之間如何在網路上相遇，如何溝通，以及如何發展他們的關係是有關

於網路關係的幾個重點問題。儘管透過網路溝通有其限制，它似乎仍然讓人達到

某種程度的滿意。網路羅曼史(internet romance)是近幾年來最受上網人歡迎，也最

引心理專業人員關心的問題之一。透過電子郵件，線上聊天，視訊會議(net meeting) 

等方式，個人可能輕易地陷入對愛的幻想(組 illusion of love)中(Sul缸'， 20∞b) 。這

種線上關係有的最終變成了現實生活裡的美滿，有的最終導致失望(例如大學生

之間盛傳的「見光死」與網路上的「恐龍」或「怪獸J)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考量，

不管上網人是希望從虛擬中尋求真實的滿足，或是藉由網路轉移其情感

(個nsference reactions) ，都是非常值得探討的(Sul仗" 1998) 。

男一方面，網際網路對關係的維護也有助益。根據報導，網際網路沒有疏離，

反而強化了亞洲人的家庭關係(自由時報， 89.4.19) 。在針對五千五百名亞洲十三

個國家中產階級的受訪者當中， 83% 的上網受訪人表示收發電子郵祥是他們上網

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與印度，這個原因更高達 99% )，而電子郵件主要是用來與

親朋好友保持聯繫。「網路聊天室」則是另一種溝通的方式，每天上網與親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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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以日本 (4196 )、印尼(3 196 )、台灣 (2996 )分佔亞洲地區的前三名 。 可見

上網雖然讓亞洲人減少了面對面的接觸機會，它卻有助於建立更堅固的常態性人

際互動關係。或許網際網路對比較少對他人(家人)表達情緒的的亞洲人來說，

它倒是開了一個自由、方便、不必害羞的自我表達管道 。

至於網路上因為使用者相似的背景或興趣而組成的線上社群(community)也

值得研究者關注。這個議題除了反映該社群的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之外，也

與上網人尋求歸屬感與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有關。甚至，另一層次的考量是，

網路上無以計數的群體是否最終會打破了人類因生理或物質因素(種族 ， 國家，

性別等)所畫出的界限，而產生了一種虛擬性的文化(culture of.simulation;. Turkle, 
1997) ，例如因為共通的網路語言或同屬於某類網站，而產生團體認同感，對其他

的人則予以排斥。還是讓人在物質現實生活之外(或是之間)造就了多重、平行

或交錯的文化(Kwon， 1999) ，例如在現實生活與網路上同時扮演不同性別，不同

年齡，不同個性等等多重身份呢。屆時，人們的{1哩狀態與人際互動叉會有何種

的發展?而且過去心理學上對於「身心健康J' 偏差性或是變態性人格是否會因為

網路生活的盛行而必須重新定義呢?

四、其他相關議題

除了上述蘇勒的資料之外，尚有許多議題值得研究者關心。其一是網路世紀

裡人類工作與休閒的分野:雖然網路提供了「不需辦公室」與「隨處可工作」的

可能性，它的男一面卻也可能變成「隨時得工作J ' r休假也上網 J (自由時報'

的人的) ，這樣的生活模式，究竟是讓人更輕鬆或是更焦慮仍有待研究。第二個議

題則與上網人的年齡有關。根據統計，目前圍內、外上網族群中，以青少年，成

年人，以及壯年人為主要網路使用人口(參見

htto://www.rider.edu/users/suler/osvcvber/stats.htm1: 

h伽://www.lifeline.orl!.tw/Anal站的-mail 協談/newpageI234.htm)。每個年齡群會因

為不同的年齡發展背景(就艾瑞克遜IL'哩社會發展理論來看) ，而有不同的心理社

會需求，研究者也因此需要對其需求進行探討。舉青少年的上網行為為例:一方

面，由於認知發展及價值判斷能力未臻成熟，青少年對於網路上的許多誘惑、陷

阱往往無法即時地警覺或預防;而男一方面，由於青少年在國內、外都有極高的

上網比率，他們的網路行為往往造成同儕間的風潮，甚至社會的流行. . . ，對於家

長和教育者來說，這種情形可能擴大了親子間的「代溝J ' 也讓教與學之間面臨更

多的挑戰。

另一個例子則是劉嘉逸，林朝誠，白雅美，陳震宇(民的)針對國內「心靈

診所」網站 (台灣精神醫學網之下提供網路心理諮商之網站) 上網求助者之背景

與需求研究 ，結果發現:有效的 70 名樣本中，個案平均年齡為 27.3+6.1 歲，

48(68.5%)為女性， 34 位(48.6%)居住台北縣市，共有 44 位(62.8)其大學碩士以上

學歷， 52 位(74.3%)有長期穩定之工作或學生，上網求助項目主要與焦慮有關 。 由

此，叉衍生了一些相關連的議題: 上網人的習慣問題 ， 每一個網站所吸引來之網

民的共通性心理背景與個別差異，網站與會員之間的互動與後續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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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houn 【 2000】就此類網站特性與會員特質分析的研究稱為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the web site ) 。 J 

參、心理諮商人員的角色與責任

心理諮商工作的目的在於以個體的最高利益為考量，發揮專業人員的訓練及

素養以促進個案，心理的健康與發展。而網際網路的發展對於諮商人員來說不但是

對專業訓練及服務的考驗，甚至是對長久以來所持基本信念的挑戰，因為諮商關

係中最基本的要素，例如諮商人員與當事人之間共處於一個安全溫暖的空間，透

過口語和非口語的互動所建立的治療性(therapeutic)關係都因為網路的特性而無

法達成(Lee， 1998) 。儘管網路諮商仍有許多待解的問題，對於其可行性也有支持

與反對的觀點，國內外心理諮商網站數量卻在最近兩、三年之間迅速地成長(白

慧娟，民 89) ，而前述有關網站的許多心理議題卻仍然需要研究人員的關心與注

意。因此心理專業人員在網路世紀襄身負非常重要的責任與角色。對於網路心理

學理論的建構或研究，專業的服務，以及教育、訓練與推廣等等，皆是諮商人員

有待努力的方向 。

一、對理論基礎的探究

目前網路心理學之文獻僅屬於對此領域之初探，有關的理論架構，仍然有待

更進一步的思考。原因之一在於:網路心理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會與網路科技的演

進有很大的相關，網路的心理特性會影響網路使用者的網路行為，而網民的人格

特質也會決定他要過何種的網路生活。在人類未來生活因電腦與網路科技的發展

潛力而有無限可能的同時，現階段網路心理學的內涵必將因應科技的發展而擴張

甚至改變 。 以目前從事網路心理學研究的人員以及研究成果都嫌過少的情形來

看，許多現有或潛在的議題仍然存在許多疑問 。 心理專業人員可以選擇連用新的

科技來從事專業服務，也可以選擇堅持原來的服務模式，但是仍應自覺負起研究

探索網際網路與心理諮商關係的責任。舉例來說約翰蘇勒的線上文件雖然對網路

心理學提出了系統性的看法，然而由於他的理論建構主要立基於參與名為 Palace

的虛擬社群活動，以及一些個案研究的結果，依照網路科技發展之快速，以及各

種網站性質之多樣性來看，其立論基礎仍嫌單薄，而且推論性也不高。不過如蘇

勒所言，網路心理學的研究應是持續不斷，因此後續研究可以依循蘇勒的模式做

再驗證的工作，也可以對其他問題進行研究，例如上網人的心理健康，網站重點

群體(target users)的心理特性，各個網站所形成的網站文化，甚至網路世紀中選擇

不使用網路的群泉之心理特徵...等等 。

二、網路科技使用能力的提升

前項任務的先備條件是心理工作者必須具備使用網路或其他新科技之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諮商人員這方面的能力有待培養。例如一份針對 92 名諮商工作者

科技使用的十二項主要能力(由美國諮商教育人員暨督導學會 'ACES' 統整歸

納)的自我評量調查顯示:收發電子郵件，上網訂閱、登錄或參與諮商相關資源

73 



綱際網路中的心理富麗題

或活動 A 以及使用視聽器材設備是受訪者自認為最得心應手的三種能力;而電腦

化測驗的使用與診斷、生涯發展電腦軟體的使用，運用電腦統計軟體的能力，以

及對於網路心理諮商服務之優缺點的瞭解等三大項目則屬最弱(Myers & Gibson, 

1999) 0 Lewis 與 Coursol(2000)的研究則顯示在科技知識與使用能力上，諮商系所

的學生比其老師，新手諮商員比年長或資深諮商員真備較多的知識與較強的使用

能力。兩份研究的結果除了反映諮商工作者可能「沒有即時跟上時代」之外，或

許也反映了 Walz(1997)與 Wrenn(1977)所提心理諮商工作者對於使用電腦的焦

慮、恐懼與遲疑。因此接觸，瞭解，學習，進而巧妙還用應該是諮商者解除上述

弱點較積極的態度與作法。

三、對心理健康服務網路化的認識與評估

、WebCounseling'" 是近幾年「網路心理諮商」泉多英文用詞中的一個(其他

尚有 online counseling, intemet counseling, . cyb研'counseling， counseling via the net 

等) ，美國心理諮商證照委員會制BCÇ)主席 Bloom 將之定義為‘血e pr前tice of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and information delivery that occ叮's when client(s) and 

counselor are in separate or r，凹lote locations and utilize electronic me組s to 

communicate over the Intemet'" (Morrissey, 199η 。儘管從 1997 年開始，也哩諮商

學者便不斷地針對網路諮商的可行性進行辯論與探討，在後績的三年間國內外架

設之中文(繁體)與英文網站仍迅速地達數百個之多(其中國內心理輔導和諮商

之網站約有六十個)。這些網站的型態大概可分為三種類型:1.資源網站，蒐集

各類心理服務網站之資訊以利上網人查詢或連結仙 a direc切ry of real world 

mental health resources) 0 2. 實際與網路諮商服務之搭配(部 a combination of real 

world and online resources) 。以及 3. 純粹網路上的諮詢和諮商服務(exclusively 

online 自sources) 。如美國心理諮商學會(ACA)主席 Courtland Lee 所言: r網路諮商

無法避免，因為只要有技術在那兒，人們就會去用它 J (見 Morrissey， 1997) ，因

此不管諮商人員個人對於將專業服務網路化的看法如何，以及是否從事網路諮

商，都需要對於網路諮商進行瞭解與評估，例如網路諮商的價值與缺點(楊明磊'

民 87) ，心理健康內容的呈現與專業深度(劉淑慧，民的) ，整合性(多項主題)

網站相對於單一性主題網站的比較，以及最重要的，網路諮商服務的專業倫理議

題(例如保密，資料的管理，網路的限制，當事人同意函，個案危機狀況處理... ) 

的探討(Arn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0 ;王智弘'民 87 ' 民的)等等。

根據本文作者的經驗，要讓自己熟悉和探討這些問題最直接的方式，便是親自上

網進行實地觀察研究。

四、對大眾的教育

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另一個重要的責任，是正確的心理健康資訊的教育與推

廣。相較於網路科技的發展，心理諮商網路化的發展仍處於「嬰見期 J (L白，

1998) 。然而在人們大量上網的情形之下，一般人，尤其國人對於諮商網站專業性

的判斷力仍嫌不足 。 在美國 ， 由於專業人員證照制度的觀念普遍，因此大多數英

文諮商網站能夠遵守專業倫理之守駒，上網人也具備某些程度對於心理諮商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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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與判斷。然而在國內，不但諮商專業證照制度尚未立法，任何非心理諮商

專業人員都可以在網路上自稱為諮商師，提供 ，類似，心理諮商的服務(本文作

者暫時稱之為 pseudo counseling) ，一般人對於何謂輔導諮商服務也不甚了解。這

種偏差狀況在國內電視節目中由來已久，而以電視及網路傳播之快速，以及更有

甚者，網路上之心理健康資訊正確與否無人把關的情形之下，諮商專業人員教育

大眾正確觀念之責，非常重大。

再者，即使大眾對輔導諮商有所認識，在面臨選擇傳統諮商(諮商員與當事

入面對面同處於一個房間)，網路諮商(其中叉可分為電子郵件，即時通訊或會議，

事先設計完成之諮商電腦軟體之使用)，或是二者的搭配運用，也需要專業人員積

極地宣導與教育，以期讓大眾獲得最大之利益。

五、諮商人員的自我探索與成長

最近幾年許多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事件在世界各地相繼發生，例如大地

霞，空難，水火災，重大科學發現，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的變革等等。在

所謂 e時代來臨之際，許多人亦面臨心理與心靈上之挑戰。身心症(例如憂慮症、

高血壓、過敏症)成了現代人的世紀大病。網路變成了許多人自我發洩的地方，

而根據作者觀察，大學生之間所傳遞有關身心健康的話題包括疾病資訊，預防常

識，兩性交往，價值觀的討論，性話題或笑話等，這種現象對諮商人員是挑戰也

是契機。是挑戰的原因在於諮商工作者必須隨時跟進時代的變化，暸解大眾的需

求，增進自我專業服務的能力;是契機的原因則是其實相同或類似的人生問題也

往往困擾著諮商者的生活。所以為了消極地避免諮商工作者對處理的個案產生反

情感轉移的現象(countertransference) ，積極地幫助個案面對及解決人生的問題，

也為了諮商員本身對於生活、生命意義的思考，諮商員必須期許自我的探索與成

長。附帶一提，在國內，心理諮商工作者對大眾身負輔導與教育的責任，許多諮

商員往往承受極大的工作壓力，而雖然心理專業人員、理論上，來說比一般人其

備較高自我調適的能力，不過也有可能因為這種來自於社會與自我期待的壓力，

請商人員的生活困擾可能更多。很可惜由於國內提供諮商員本身尋求諮商服務的

機構和制度都嚴重缺乏，諮商人員必得追求自我的成長與突破。

蟑、結語

網路科技讓人類的許多抱負與理想在虛擬中成為事實，同時，它也讓人類許

多曾經非常具體的經驗變得虛幻 、不肯定 。 對於科技發展 ， 我們雖然期待「科技

始終來自於人性J' 現階段我們卻有許多待思考的問題，以及太少的答案。而在面

臨網路世紀到來，人們生活的所有事件都在面臨挑戰與考驗之際，或許最大的兩

難問題在於網路發展與人類心理、心靈發展之間的關係。正當全世界都在密切注

意網際網路發展的同時 ，網路心理學卻是一門太年輕的研究領域。新世紀的心理

與教育人員不止要敏銳地觀察正在網路科技裡發展的心理空間與特性，也要關心

人類因應而生的心理現象，進而提供最切合時代的心理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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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Cyberspace 由 Wi11iam Gibson 所發明。在 1980 年初，有天 Gibson 在加拿大
溫哥華街上，路過一家電動玩真店，看到小孩子專注於螢光幕前的神情，好像在

螢幕後面真的有男一個世界存在一樣， Gibson深深被這樣的情景感動，那時他正

在構思一本小說，於是他便在小說中描寫這樣一個存在於螢幕後的世界就叫做

Cyberspace (Cyber 是‘網路，的字首)。從此就陸續有許多字，用來指稱我們電

腦資料所存在的那個空間，例如 the Net, the Web, the Cloud, the Matrix, the 

Metaverse，也e Dat品phere，也e Electronic Frontier,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呵，但

其中還是以 Cyberspace 最受歡迎。到了 1989 年，就被藉用過來形容那個連接了

數百萬台電腦的網際網路(Intemet) 。因此現在就成了這個四通八達網路世界的名

字了(旋元佑，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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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際網路中的心理11.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Internet U sing 

Hui-Chuan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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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ilet technology has made critical 'imp齡ts on human 

life. This ar也le s臼:ks ωexplore diffi缸ent aspects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cyb叮space.

T幽暗 John Su1缸's research finding 路也e 曲的retica1 foundation，也e author focus臼

on 血r開 m司or fields: psychologica1 qualities ofthe Internet, users' on-line exp位ienc髓

。ιbehaviora1 and psychologica1 phenomenon), and a discussion on providing 

counseling services via the net. Additiona1旬，也e au血or a1so enco叮ages pe前

∞unselors to tak:e positive attitud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professiona1 and persona1 

adv組閃ment 扭曲enew era.

/ 

Keywords: Website, Psychology ofthe Cyberspace, Web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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