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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就必須秉持專業的角度，提供雖然渺小，卻

不能或缺的建議。因此，學會成立了工作小組

這樣的工作團隊。以早期療育的工作為例，我

們就拜託鄒國蘇主任的團隊負責與政府【衛生

福利部等】協調溝通。在 ICF 的部分，則是由

丘彥南醫師負責。

當然還有各地的醫師，依然努力扮好自己

的角色，為台灣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把關。

在過去三年的學會工作中，深深感受到學

會工作的瑣碎及重要。有時，一位醫師參與了

無數小時的會議，只是為了某一個條款中的幾

個字的修正而反覆推敲。這樣耗時耗費力氣的

周旋，卻不一定可以獲得我們應得的尊重及肯

定。

期望在 2014 年中，學會改選的重要時刻，

年輕一代的醫師都可以挺身而出，繼續為會員

朋友們謀福利，為未來的台灣的兒童精神科醫

師豎立新的指標及榜樣。

理 事 長 的 話

張學岺  理事長

大家新年好！

2014 年已經悄悄拉開序幕。在過去的 365

天，或許我們有許多開心的收獲，也必然有許

多不盡理想的插曲。在這裡要謝謝全體會員的

一路相挺。

在 2013 年期間，學會依照往例舉辦了春

秋兩場繼續教育及一場年會。在每一次的會議

中，負責的副祕書長總是期待端出最豐盛的議

題及邀請最精彩的講者。他們的辛苦，我們再

一次的謝謝。

一年中，專科訓練醫院的評鑑、專科醫師

考試也都順利的完成。

學會也經歷了 DSM 5 的出版所引發的衝

擊。丘彥南醫師一肩扛下翻譯整理的重擔。在

ASCAPAP 及其他國際會議中，高淑芬教授也

依然帶隊遠征，讓台灣的學術研究成果一直揚

名國際。

其實，學會還扛著許多「隱性」的工作。

譬如；政府部門不斷推陳出新的政策變動，學



2

秘 書 處 公 告

1. 本會辦理 103 年度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專科

醫師甄審，相關日期如下：

 申請日期為 6 月 1 日至 6 月 21 日，申請

資格審查時請一併繳交個案報告一式三

份。

 筆試報名日期：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8 月 3 日 ( 星期日 ) 舉行筆試；

 口試報名日期：8 月 15 日至 8 月 25 日；

 9 月 14 日 ( 星期日 ) 舉行口試。

  甄試申請須知及相關表格文件請自本會網

站下載 http://www.tscap.org.tw

2. 依第八屆學術節目委員會決議通過：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十六週年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 2014 年 6 月 8 日

假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 台北市中正

區杭州南路一段 24 號 仁愛路口 ) 舉辦，

年會主題為「 New era in child psychiatry：

impact of DSM-5 兒童精神醫學的世代變

遷。

 此次擬申請兩性、臨心、職治等多學分，

以鼓勵更多有興趣相關人員參加。

  提醒所有會員「保羅楊森博士 台灣兒童

青少年精神醫學優秀期刊論文獎」：申請

截止日期：2014 年 2 月 1 日，以通訊方

式申請，以通訊寄出日期為憑，逾期恕不

受理。「保羅楊森博士 台灣兒童青少年

精神醫學壁報論文獎」及「台灣兒童青少

年精神醫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獎」；投稿

截止日期：2014 年 3 月 31 日，以 E-mail

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3.  2014 年 8 月 11 至 15 日 IACAPAP 會員大

會將在南非舉行；投稿截止日期：2014

年 1 月 31 日，其投稿亦可以同時投於學

會 2014 年會，敬請會員踴躍投稿參與，

相 關 訊 息 敬 請 點 閱 以 下 資 http://www.

iacapap2014.co.za/

 4.  因學會曾依衛福部中華民國 91 年 7 月 8

日健保醫字第 0910027850 號文規定分別

於 91 年 9 月 15 日、94 年 4 月 16 日及 96

年 9 月 9 日舉辦「兒童語言障礙評估與治

療專業訓練」研習會，並將會後評估通過

者名單呈送衛福部惠予核備在案。因已核

備在案，故學會去函建請衛福部惠予同意

將上述參加人員納入可開立處方之列。其

衛福部回文及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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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立語言治療處方之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醫

師名單：

 王 怡 仁、 王 怡 靜、 王 明 鈺、 王 亮 人、 

王 春 惠、 王 迺 燕、 王 雅 琴、 王 維 蒂、 

丘 彥 南、 朱 嘉 芳、 江 瑞 豐、 何 淑 賢、 

吳 四 維、 吳 佑 佑、 吳 貞 瑩、 呂 明 憲、 

宋成賢、宋維村、李 　洵、李少明、 

李 育 峻、 李 秋 月、 李 慧 玟、 李 儒 卿、 

李 鶯 喬、 沈　 晟、 汪 弘 道、 周 士 庸、 

周 文 君、 周 妙 純、 林 文 佳、 林 正 修、 

林 立 寧、 林 育 如、 林 亮 吟、 林 健 禾、 

林 璇 音、 林 懷 道、 邱 姵 寧、 邱 顯 智、 

侯 伯 勳、 侯 育 銘、 侯 康 強、 胡 慧 芳、 

范 家 彰、 徐 如 維、 徐 澄 清、 翁 菁 菁、 

馬 景 野、 高 淑 芬、 張 介 信、 張 益 豪、 

張　 學 岺、 梁 孫 源、 梁 歆 宜、 許 正 典、 

許 宗 蔚、 許 維 堅、 郭 育 祥、 郭 雅 君、 

郭 豐 榮、 陳 文 廣、 陳 快 樂、 陳 冠 宇、 

陳 冠 旭、 陳 建 州、 陳 映 雪、 陳 美 珠、 

陳 質 采、 陳 錦 宏、 陳 麗 卿、 曾 念 生、 

游 舜 杰、 黃 郁 心、 黃 國 洋、 黃 淑 琦、 

黃 雅 芬、 黃 蓉 蓉、 楊 品 珍、 葉 佐 偉、 

董 景 弘、 鄒 國 蘇、 劉 士 愷、 劉 弘 仁、 

劉 俊 宏、 劉 昱 志、 劉 書 岑、 劉 珣 瑛、 

劉 惠 青、 潘 嘉 和、 蔡 明 輝、 蔡 芳 茹、 

蔡 景 淑、 蔡 禮 后、 鄭　 琿、 盧 慧 華、 

賴孟泉、簡意玲、顏正芳、羅　筠。

IACAPAP 心得報告

心得記行— 「在印度裡體驗衝突與和

解、傳承與開創」

7th Congress of Asian Societ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 

Allied Profession and 12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Indian Associ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郭純雅 醫師

在台灣的寒冬回憶在印度的炎夏，真是個

極端的對比。從印度的會議返台，已經過了快

三個月，遲遲無法下筆，草稿寫了不下三遍，

這真是一段需要消化反芻的歷程。

決定去印度，是彌補去年無法陪兒心的師

長一塊去巴黎開會的遺憾，人生中能陪伴自己

的老師去旅行，我認為是件很寶貴的事，而這

一趟印度之旅，是份心裡的補償。不過印度真

是個令人費心的神秘國度，從一開始跟主辦單

位接洽，就發現其在處理事情的效率有文化上

的差異，後續辦理簽證，總共上網洋洋灑灑填

了幾大頁的個人身家調查史，套句胡慧芳醫師

說的：「我們究竟要去個怎麼樣的國度 ?」懷

抱著不安和揣測，我們一行人就這樣出發到印

度這個國家了。

這次首度由印度承辦亞洲區域的兒青大

會，手冊封面一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個印度孩子

的雙眸，裡頭透露著畏懼，也訴說著大會的一

大主軸：談印度重要的兒童暴力、創傷、性侵

等議題，裡頭談了許多印度本土的調查與經

驗，甚至談到學校心理衛生時，國際大會現場

就出現了兩位國中學生現身說法，親自報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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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加入學校關懷團體的心得，看得出來這兩位

國中學生上台的緊張，坐在台下的我也捏把冷

汗，這真是在國際大會上深刻的個案經驗分

享；這次印度舉辦的大會，主軸很具文化性的

是，大會廣邀了很多印度在國際有名的兒青精

神醫學專家來與會演講，放在印度學者的跨文

化教與學的經驗，甚至用小組討論的方式來探

討這跨文化教學的主題。但另一方面亞洲其他

國家參與的人士相對的較少，且有一部分受邀

的國際講者因故未能成行，以致出現空窗場

次，是較不足之處。

大會邀請到亞洲地區傑出的在地學者，

包括日本的重要學者 Prof. Shirataki 和韓國 Prof. 

Hong，透過丘彥南醫師的口中了解他們都是當

地開始耕耘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的重要學者，

並進一步了解這個大會成立的歷史，而其中韓

國學者 Prof. Hong 的演講中談到全球化的親職

教養危機和韓國整合東西方治療模式的在地經

驗，這也是在台灣目前運用西方治療模式需要

進行的文化省思。而當行程滿檔的高淑芬教授

（本次大會 state of art 的 speaker）連夜趕來

會場，在擔任一場主持人之後，當日又進行了

她的精闢演講，該演講座無虛席，高教授發表

了台灣關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神經影像學與

藥物治療的研究發現，透過生動的說明與精

美的投影片讓在場聚精會神的聽眾們

了解，大家也踴躍提出了許多問題，

並且在會後包圍著高教授，積極地想

學習和了解台灣經驗，讓我也觀摩了

老師回答問題的風範與思考深度。同

時，丘彥南醫師也主持了一場自閉症

的 symposium，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關於自閉症環境致病因子的現階段研

究分析，討論得十分熱烈，這也是在

台灣我較少涉獵到的。此外，我在印

度的室友：胡慧芳醫師不僅協助張學岭理事長

發表了關於妥瑞症的台灣研究，更協同主持了

關於兒童心理衛生政策的大會演講，並扮演著

絕佳台灣國民外交親善大使的角色，讓我們這

一行人的吃喝遊玩隊伍加入了日本學者（Dr. 

Yukiko Kano）、印尼學者（Dr. Multazam）等，

在胡醫師的身旁，總覺得會被激發很多的熱情

和勇氣去認識別人。這次大會壁報用的是電子

壁報，是我第一次參與使用電子壁報的國際大

會，既方便且環保（投影壁報 PowerPoint 檔即

可），頗值得借鏡效法，壁報部分有顏正芳醫

師發表了關於青少年霸凌主題的研究，而我則

發表了關於厭食症治療的個案報告，並在壁報

區看到了關於印度當地對於飲食疾患精神症狀

的流病研究及相關因素分析，這是讓我去思考

亞洲地區兒青厭食症特殊文化之處；另外，

謝成同學和我一起在 ADHD 主題的 symposium

中，分別發表關於 ADHD 患者在藥物影像學和

執行功能的相關研究，雖然聽不懂印度人飛快

的英文發問，但是我們已經在印度在講台和聽

眾席上好好的展現了台灣的研究水準與團結向

心力（相挺的精神）！

除了大會的會程與演講，人的遇見和文化

的體驗也是很大的收穫。大會開始頭幾天，由

丘彥南醫師、顏正芳醫師、胡慧芳醫師、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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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眼鏡四台客自由行隊伍，顏正芳醫師打趣

說：「印度人幾乎很少有人戴眼鏡的，可是我

們這一車四位台客每個都戴眼鏡」，戴眼鏡在

印度真是醒目的外國人，同時也是印度人積極

想做生意的外國人客，一上計程車或嘟嘟人力

車，我們開始學的就是講價，還有堅定地忽視

司機編的想繞去賣場或他推薦地點的藉口，當

還無法理解印度文化的時候，會對這個充滿騙

術、欺詐、自私的地方感到反感，但我們無意

間被載到舊德里（在慌亂的車陣中，我們跳上

了一輛車，司機不會講英文，莫名其妙往前開

了好久才把我們救出車陣），看到彎曲的巷道

裡有著滿是蒼蠅飛的魚肉，窄窄的起居間，這

裡的貧富差距之大，種姓制度的束縛，要討生

活和養活家人的苦是不足與外人道的。

也就是這份文化衝突，讓駐足於菩提樹下

寧靜與乘涼的印度一家老老少少吸引了我的

眼光。丘彥南醫師在英國留學的導師 Dr. Anula 

Nikapota，丘醫師和 Dr. Nikapota 有幾十多年沒

見面了，在印度的大會裡重新相逢，而我的導

師把我介紹給了他的導師，這樣的緣分在印度

展開了，透過與 Dr. Nikapota 的談話，我發現

她對後輩問題的包容與引導是充滿智慧的，她

可以從大會開幕民族舞蹈表演中佛陀

母親的意象，跟我們談到印度文化中

對立的元素，那些貪婪與自私，也對

比了後來佛陀在菩提樹下所領悟的大

愛與奉獻，但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

正如光和陰影，就像這場大會有它的

效率問題，同時也發表最先進的科學，

但裡頭也不忘出現以浪漫詩句為主題

的：「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探

討童年經驗與疾病對未來的影響；其

中存在這些衝突明顯之對立面的，這

就是印度。    

最後一天的印度文化之旅，加入了高淑芬

教授、謝成同學，一行六人坐著顛簸的車來到

了泰姬瑪哈陵，見識到世界文化遺址之美，一

抹湖水綠映出這白色的建築物，上頭有著跟髒

亂舊德里對比的精緻花紋、鑲嵌、雕刻藝術，

還有那歷史王朝裡頭的愛情故事與改朝換代的

醜惡。過程中謝謝高淑芬教授幫我們大家拍了

許多美麗的照片，而且在返台飛機上就整理完

畢發放給大家，果然老師的效率與貼心之舉實

在令人望之莫及。而這印度最美的一滴眼淚╴

白色的泰姬稜，為我們風塵僕僕的印度行劃下

了句點。

於是，在手發凍的冬季，回想這份印度旅

行的溫暖、泰姬瑪哈陵的清麗、超想再吃一次

的咖哩全餐，很感謝這五位師長旅伴的包容與

協助，特別是來自各位師長的提點與傳承，是

最讓我深刻難忘的。  謹將這份心得，獻給陪

我一起走訪印度的高淑芬教授、丘彥南醫師、

顏正芳醫師、胡慧芳醫師、及謝成同學。有你

們，印度之行才能這麼圓滿！

（特別感謝  丘彥南醫師當我的第一個讀

者，並提點和協助完成了這篇點滴心頭的印度

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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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 文 章

概談問題性網路使用

彰化基督教醫院  趙若梅 醫師

前言：

在近二十年裡，網路使用人口已經成長

至 25 億人口，尤其歐美等國家有超過 80％的

人口使用網路。在已開發的亞洲國家中，如日

本南韓和台灣，也有著相似的比例。雖然非洲

和中東國家比例較低，約為 45 ～ 55％，但在

2000 到 2012 年間他們的成長幅度已分別超過

了 3600％和 2600％。伴隨著網路使用，其衍

生的問題也需被迫切關注到。問題性網路使用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PIU），有著許多類似

的名詞，例如：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

病態性的網路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和

網路依賴 (Internet Dependence)。PIU 被定義為”

因使用網路而對個人生活的心理上、社交上、

學校或工作上引發難題”。雖然目前對 PIU 的

意見分歧和研究方式不一，但大部分的資料仍

顯示網路是有潛力會帶來顯著的心理傷害。

定義及診斷：

目前沒有任何官方的診斷系統出現 PIU 相

關診斷，也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診斷準則（即

使 DSM 5 也只是將網路成癮放在 Section III，其

意思為需要被關注，但尚未正式診斷的議題）。

研究者探討 PIU 到底指的是”對於”網路的依

賴還是”在”網路上的依賴，因為大多數的 PIU

只是使用網路做為成癮行為的媒介。另外有些

網路上的行為（如 cybersex）也可能只會發生

在網路上（因為它的匿名性與去抑制性）。因

此，PIU 可能更適合歸類在現存的精神疾病裡

頭，例如 problem gambling。然而，許多研究者

覺得 PIU 應該是個獨立的精神疾病，而且通常

把它當作是一種成癮的行為（像是具有 craving, 

tolerance and withdrawal 的 特 色 ） 或 是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Block 在 2008 年提出了四項準則

來診斷可能的 PIU 為一種成癮行為，包含 (1) 過

度的網路使用，通常都跟失去時間觀念和忽略

基本需求有關 (2) 戒斷症狀，包含若是沒辦法

用網路時會感到憤怒，憂鬱，緊繃 (3) 耐受性

增加，包含需要更好的電腦設備，更多的軟體，

更多的使用時數 (4) 造成不良的後果，包含爭

吵，說謊，較差的學習及職業成就，社交孤立

及疲累

但近期只有少數針對診斷準則的研究出

現，高醫團隊在 2005 年對於高中生提出一項

九點的診斷準則，其中若是符合六點以上會有

最大的診斷正確率，並且在 2009 年一項針對

大學生的研究確認了這個準則的正確度。而這

個診斷準則跟前面提到 Block 提出的架構相似，

只是目前還無法廣泛應用到所有族群身上。

而目前常來評估 PIU 嚴重程度用的自評量表為 

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 (Young, 1998), Young’s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1998) 和 the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hen, Weng, Su, et al., 2003)。

盛行率：

由於一直缺乏一個一致的診斷準則，以

及缺乏大型的流行病學研究，使得我們在了

解 Internet Addiction/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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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口之中的盛行率變得相當困難。過去對於

一般人口中的研究，只有在 2009 年的挪威以

及 2006 年的美國有做過盛行率的調查，結果

發現在一般人口中的盛行率在這兩個國家分別

是 0.7% 和 1.0%。而事實上目前大部分網路成

癮盛行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青少年族群裡。

在這個族群之中，過去歐洲的盛行率調查大

約是 1.0-9.0%，中東國家也觀察到相近的盛行

率，在 1.0-12.0% 之間。至於亞洲就更高了，

從 2.0%-18.0% 都有被報導過。若是將族群擴展

到大學生，在一篇收集了美國青少年到大學生

的 review 研究裡發現網路成癮的整體盛行率從

0 到 26.3%，差異相當大，而過去幾個針對台灣

大學生的研究則大約是落在 5.9%-17.9% 之間。

共病：

PIU 容易和其他精神疾病共病。(1) 有酒癮

問題的青少年容易共病 PIU；(2) 容易發展為賭

博相關問題；(3) 在國小學生裡 ADHD 和 PIU 有

顯著的關聯性，而 ADHD 的成人也有 14% 有

PIU；(4) 成人 PIU 有 7% 共病輕鬱症；(5) 和重鬱

症（PIU 盛行率 15％）比較，雙極性情緒障礙

症（I 或 II）有著更高的 PIU 盛行率（70％）；(6)

在台灣的青少年發現 PIU 和社交焦慮有很高的

關聯性，而社交焦慮的症狀也能預測在兩年內

是否會發展為 PIU。另外，青少年若有 PIU 的症

狀也會有較差的人際關係。

發展：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基因可能會影響 PIU

的發展。韓國研究顯示 PIU 和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s 的異常有關，這類的人格特質為高度避免

危險和容易憂鬱。此外，也有研究顯示 PIU 的

人格特質為喜歡追求新穎事務、依賴獎勵、低

自我導引和低合作度。另外發現澳洲的學生若

有高頻率使用網路、缺乏衝動控制毅力和喜歡

在網上組織隊伍的容易發展為 PIU。對於非問

題性網路使用者來說，網路代表的是一種生活

困難的調適，一種娛樂和挑戰，但對於 PIU 來

說，網路代表的是逃避，緩解不悅的情緒，

以及一種強迫行為，表示 PIU 和自我調整（self 

regulation）的調適不良有關，也因此有更多的研

究關注在自我調整的衝動性和控制性上。

治療：

因 PIU 容易共病精神疾病，因此必須作完

整的評估，而治療共病的精神疾病亦可以改善

PIU 的預後。如果能積極處理共病的精神疾病，

也可以預防 PIU 的發生。關於藥物和心理治療

雖然目前無大型研究顯示有效，但還是少數專

家認為有些許幫助。有個案報導顯示 Naltrexone 

150mg/day 與常規的 Sertraline 使用，也有個案曾

將 Quetiapine 200mg/day 和 Citalopram 一起治療，

都發現有療效。有研究對 62 位 9 歲的 ADHD 共

病 PIU 的孩童使用 Methylphenidate 30.5mg/day，8

週後發現當 ADHD 症狀改善，網路使用也隨之

下降。關於心理治療方法，大型研究（114 位

成人個案）顯示經過 8 週的 CBT（寫生活日記、

教導時間管理和重建認知扭曲），改善效果可

以超過 6 個月。另外做關於改善溝通方式和教

導家長監督網路使用的家庭介入，對兒童及青

少年也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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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PIU 雖然診斷準則不一，研究時也常常出現

異質性，但有兩個共同特質可以當作基準：(1)

過度而強迫性的使用，且主觀感覺到對網路使

用失去控制，和 (2) 造成負面影響，例如花了

太多時間在網路上以致忽略了社交活動，影響

人際關係，傷害了健康，沒辦法盡到工作及學

校責任，干擾了睡眠和飲食習慣等等。

在診斷準則上的不一致和缺乏大型流病研

究也造成了在所有人口中的盛行率難以計算，

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在年輕族群上有著高比例的

共病率，如 ADHD、憂鬱症、問題性的賭博、

社交焦慮和物質濫用等。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

究顯 serotoin transporter genes、人格特質、自我

調整的能力和 PIU 的發展是有相關的。有些許

研究顯示藥物治療（Naltrexone、Escitalopram 和

Methylphenidate）和 CBT 對 PIU 有些許幫助，但

治療更應該著重在共病的精神疾病，因為它們

可能會引起或是惡化 PIU。未來期待有更多的

研究可以瞭解 PIU，尤其是它和精神疾病如何共

病，在共病上的機制（不管是在生理、心理或

是社會層面），或是網路使用引起的微妙心理

變化，如網路上的去抑制行為和冒險行為增加

等等。

總結來說，網路已經徹底的改變了我們的

生活，可能比起任何其他的科技產物影響還要

多，但其實我們對於它所造成我們心理功能與

心智健康影響的了解仍然是很少，仍需要投入

更多的研究。

參考文獻：

1.  Marcantonio M. Spada, An overview of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ddictive Behaviors

（2013）

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與共病

彰化基督教醫院 蔡佩蓉醫師 鄭琿醫師

了解哪些族群較有危險發生網路成癮，應

是預防與治療網路成癮的第一步，但是回答這

個問題，就好比回答毒癮或酒癮患者的家屬為

何患者總是無法停止使用毒品或酒精一樣，存

在許多似是而非的因素需要去澄清。

2007 年高雄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有一篇

研究，在 1708 位台灣高中生中發現 13.8％有

網路成癮問題，他們比非成癮者花了兩倍多時

間上網，且當為了社交或娛樂目的上網時更易

與網路成癮發生顯著相關；研究中同時發現人

格特質屬依賴、害羞、憂鬱及低自我價值的學

生有較高傾向發生網路成癮。

後來這篇研究被 2013 年土耳其一篇討論

高中生網路成癮的研究引用，這篇透過橫斷面

研究分析了高中生網路成癮的盛行率和危險

因子，結果發現包含 609 位女性的 1156 位高

中生中，有 175 位（15.1%）被評估有網路成

癮，其中女學生是 9.3% 及男學生是 20.4%（P 

< 0.001）；研究同時發現網路成癮跟性別、學

年級、有嗜好、每天使用電腦的時間以及憂鬱

和負向的自我認知呈現獨立的相關性。

透過上面兩篇研究我們可以對網路成癮的

危險因子有初步的認識，台灣一個包含數位心

理、輔導、精神醫學專家的網路成癮研究團隊

近年來發表許多網路成癮相關的研究與文章，

其中高醫柯志鴻醫師於 2009 年發表的一篇文

章討論到以精神症狀預測網路成癮的發生以及

性別差異的影響。以下是此篇文章的內容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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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路成為青少年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之

一，然而，網路使用的成癮對於青少年的學

業成績，家庭關係和情緒狀態也產生負面影

響，這種現象被描述為網路成癮或問題性網

路使用（Internet Addiction or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以前的研究報告發現，在西方和東方

社會的青少年都有 1.4 ％至 17.9 ％的比例發生

網路成癮，如此高的比例也引起網路成癮和遊

戲成癮是否應該被加到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

冊第五版 DSM 5 的爭論。因此，鑑別青少年

網路成癮的危險因素具有預防及早期介入的臨

床意義。

目前尚無公認的診斷標準可以診斷青少年

網路成癮。一些研究學者已經試圖建立網路成

癮定義，但都還未使用在青少年，柯醫師提出

了建立於經驗性診斷會談的診斷標準，其中定

義網路成癮的核心症狀：過度專注、衝動、超

過預期的使用、耐受性、戒斷、控制障礙，花

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在網路上，以及決策能力

障礙。

一些橫斷面研究發現網路成癮導致憂鬱症

的發生，亦有縱向研究發現網路成癮的成人有

發生憂鬱症的風險，但是目前尚沒有評論憂鬱

症是否為引起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另外即使

橫斷研究發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社交恐懼症

與網路成癮相關，但尚未證實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社交恐懼症是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同時

男女性別差異及精神疾病、男性的敵意程度與

網路成癮的相關性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因此這個 2 年的前瞻性研究，目的是： 

（1）評估精神症狀預測青少年網路成癮的發

生和（2）確定精神症狀預測網路成癮的發生

在青少年的性別差異。

二、研究方法：

（一）參與者 :

2005 年 9 月，隨機抽取台灣南部 10 所國

中一年級學生（4 所在市區，4 所在郊區，2

所在農村地區）。總共有 2293 名青少年（1179

男孩和女孩 1114）同意參加此前瞻性研究。

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12.36 歲。

（二）評估方式：

研 究 使 用 網 路 成 癮 量 表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以 64 分定義網路成癮。

使 用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elf-

rated Scale、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0Scale、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The Buss-Durkee 

Hosti l ity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Short 

Form，評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憂鬱症狀、社

交恐懼症的認知症狀及四個向度的敵意情況。

三、結果：

共有 2162 名學生在第一次調查完成所有

問卷。其中 233 人（10.8％）被評估為有網路

成癮；另外 1929 人（89.2％，921 男，1008 女）

為沒有網路成癮，其中 1848（95.8％，882 男，

966 女）至少完成一次追蹤評估。受試者中及

排除的資料中沒有性別差異存在。

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男性、每天使用網路、

每週使用網路大於 20 小時為網路成癮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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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憂鬱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社交恐懼

症，和敵意可預測所有受試者及女性受試者網

路成癮的發生；男性受試者中，只有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和敵意為網路成癮危險因子。

進一步回歸分析後，控制性別與年齡後，

發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為網路成癮的顯著預測

因子，其次是敵意，兩者同時預測男性與女性

受試者網路成癮的發生。

四、討論：

與以前的橫斷面研究比較，我們發現青少

年顯著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更可能發生網

路成癮。青少年 ADHD 的生物心理特徵可以解

釋這種關聯。首先，容易厭倦及厭惡延遲獎勵

是 2 個 ADHD 的核心症狀，而上網的特點是反

應迅速，立即回應，以及可於多視窗有不同

的活動，這可能會降低 ADHD 青少年的無聊感

受或延遲厭惡。第二，Koepp 研究發現，在影

像遊戲時 striatal dopamine 會釋放，這可能彌補

ADHD 青少年 dopamine 的不足，因此，他們可

能會在遊戲中表現良好，也彌補了現實生活中

的挫折。第三，ADHD 青少年自我控制障礙可

能導致他們在控制網路使用的過程中遇到困

難，因此，他們很容易網路成癮。

正如在以前的橫斷面研究，這項研究的結

果發現，男性青少年有顯著敵意更有可能發展

為網路成癮。許多網路活動，尤其是網路遊

戲，提供一個能夠表達敵對和暴力行為而不受

任何限制的世界。此外，以前的研究發現，在

遊戲中的暴力行為會增加身體暴力，且網路成

癮與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有關。因此網路成癮與

暴力發生是否造成惡性循環，應該在未來的縱

向研究中進一步釐清。

透過上述研究可以瞭解到，網路成癮的確

與其它精神病疾病有其相關性，一篇高醫精神

科團隊於 2009 年發表的文章，研究大學生網

路成癮和有害酒精使用之間的關聯及相關的人

格特質。結果發現網路成癮症與有害的酒精使

用相關，尋求樂趣則是這兩個問題行為的共同

特徵，可使網路成癮症與有害的酒精使用發生

關聯。

綜合來說，網路成癮症與物質使用疾患、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憂鬱症、社交恐懼症和敵

意有關。此外，使用網路時間、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憂鬱症、社交恐懼症和敵意可能預測網

路成癮的發生。所以當我們在治療網路成癮症

時，這些危險因子與疾病應該同時被評估並列

入治療計劃中，以求治療的完整性。

參考文獻：

1. Yang SC, Tung CJ. Comparison of Internet 

addicts and non-addicts in Taiwanese high 

school. Comput Hum Behav 2007;23:79–96.

2. Tayyar S.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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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之心理社會及藥物治療方式

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 林達偉醫師

導論

如同治療物質成癮疾患，心理社會介入治

療除了可最大化藥物治療效果外，對於建立無

成癮生活所需的技巧、態度、動機，它的角色

也甚為關鍵。近期一篇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文章指出，相對於未接受或僅接受非實證基礎

的心理社會治療之物質成癮者，接受實證基礎

心理社會介入治療者可達到近 2.5 倍戒除成功

率。目前網路成癮的治療策略大多是根據已被

證實對於物質成癮疾患有效的介入方法而來，

在此我們將回顧被用在成癮疾患的心理社會介

入治療方式。

而在網路成癮的藥物治療方面，截至目前

相關實證仍相對有限，且存在不少限制，譬如

不一致的定義與診斷，缺乏雙盲隨機分配或對

照群組的研究結果。因此除了回顧目前相關之

藥物治療文獻外，因網路成癮與行為或物質成

癮之間的重疊性，在現象學上說明了彼此互享

心理病理架構的可能性，我們在此也將重點放

在網路成癮背後的病理性成因。

心理社會治療

社區強化（Community Reinforcement 

Approach，CRA）

物質使用因為具有立即性增強效果，被

視為利社會增強物 (prosocial reinforcers) 的競爭

物。社區強化法是在教導以及強化非物質增強

來源的行為，同時運用許多已有實證支持之認

知行為與預防復發介入的元素。此方法被證實

在各式成人及青少年物質成癮者具有高成效。

而青少年社區強化 (adolescent CRA) 除聚焦在

青少年外，同時包括父母元素，可得到最高的

戒除率，並具有高成本效益。

治療性的教育系統  (Therapeutic Education 

System，TES)

治療性教育系統是第一個以網路為根基的

心理社會治療計畫。此互動性計畫包含 65 種

模組，如認知行為技巧，心理社會功能增進，

降低風險行為等，並包含互動式影像教學，可

建立個人化之治療計畫，隨機分配研究實證其

效果優於一般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與技巧訓練治療（CBT and Skills 

Training Therapies）

認知行為治療已被證實在包含青少年族群

的各式物質成癮中具有效果。此介入著重在修

改問題行為之認知前情 (cognitive antecedents)

與環境間的關聯，同時亦著重在應對技巧的發

展與訓練。此技巧訓練之特質在達成戒除與處

理共存問題中是重要的。電腦輔助訓練認知行

為治療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BT，or CBT 4 

CBT) 是大量運用影像與電腦的治療方式，被

發現當附加於傳統治療使用時，可顯著增強效

果，而參與者的應對技巧也有顯著提升。

動機性會談與動機增強治療 (Motiv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Motivational Enhancement 

Therapy)

這是一種當事人導向、半指導性的方法，

目的在於幫助探索並解決對於改變所存的矛盾

(ambivalence)，以及增強行為改變。動機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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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通常是一次性，並架構於治療的起始期，而

動機增強治療運用相同原則，但療程較長 ( 可

多達四次 )。一項最近的 Cochrane 回顧指出動

機性會談相較於控制組，可顯著衝擊物質使用

行為，但其效果會隨時間衰減。尚有研究指出

動機性會談在加強重度成癮的治療上特別具有

效果。而動機增強治療則顯示與其他常見的心

理社會治療具有相當的效果。

權變管理 (Contingency Management)

在權變管理，提供目標行為改變的附帶獎

勵，這些具體的獎勵會促成個案立即的正增

強，此方法的基礎與上述社區強化相似。而它

被證實在古柯鹼，海洛英與多重物質成癮者可

促進戒除。此外對青少年與成人的菸癮可得到

強力的控制。與社區強化併用時，兩種方法皆

顯示具有獨立的療效貢獻。此外亦有以網路基

礎的權變管理，例如戒菸者在網路攝影機前吹

氣測試一氧化碳濃度，達標者可透過網路得到

立即增強物。另有權變團體，透過一個團體共

同完成目標以獲取獎勵的方式進行。

併存議題之心理社會介入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Co-Occurring Issues) 

因成癮行為常伴隨精神共病或家庭失能，

提供家族諮商，就業，病人教育服務等可最大

化治療效果。在一項隨機分配研究，接受併存

議題介入及美沙冬治療的鴉片成癮者，比只接

受美沙冬治療者有較低的物質再使用率。

手機心理社會介入 (Mobile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雖然此領域尚未完整發展，但仍有初步證

據，顯示當手機作為標準治療的輔助工具時，

通過手機提供的心理社會支持計劃，可以顯著

影響治療結果。此外亦可做為個人監測與預防

復發工具。

電腦化神經認知矯正 / 執行功能治療 

(Computerized Neurocognitive Remediation/

Executive Function Therapy)

在此理論，成癮行為被視為腦部決策過程

的改變，與成癮行為相關的認知控制減少導致

衝動性腦部系統主宰了腦部執行功能。神經認

知矯正，或稱執行功能治療是根基於與執行系

統相關的認知功能可以被復原，因而自控行為

會增加。此介入可透過電腦執行，在一研究

中，認知缺損的多重物質成癮者在接受此治療

後，顯現認知表現進步，並比起對照組可維持

治療更長時間。此外，認知功能增進後還可進

一步加強認知行為治療的效果。

藥物治療

抗憂鬱劑 (Antidepressants)

使用抗憂鬱劑的效果可能是來自單胺系統

在對於衝動性重複行為的抑制效果，以及治療

網路成癮與憂鬱症的共病。Escitalopram 在一些

個案報告及一小型隨機分配研究顯示它可顯著

降低上網時間。而一項針對網路遊戲與大腦活

性相關聯的研究顯示 Bupropion - 第一個被核准

用於尼古丁成癮的藥物，對於網路成癮可能具

有療效。另一研究顯示 Bupropion 對於共病重

鬱症的患者可同時改善憂鬱症狀與減少網路遊

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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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接受器阻斷劑 (Opioid Receptor Antagonists)

因著顯著的現象學重疊，網路成癮，物

質成癮與病態性賭博可能有著相同的回饋系

統 (reward systems) 缺損。多巴胺中腦邊緣路

徑 (mesolimbic dopaminergic pathway) 被認為是

掌管滿足與增強的最終路徑。鴉片接受器阻

斷劑因為其抑制在 nucleus accumbens 及 ventral 

pallidum 多巴胺的釋放，而被用在治療某些成

癮行為。目前僅有個案報告在網路性成癮個案

原有穩定但無效的 Sertraline 治療外，逐漸增加

Naltrexone 到每日 150 毫克，而成功達到為期

三年的緩解。Naltrexone 被認為可能透過阻斷

內源性鴉片類引起的多巴胺釋放，而阻斷了網

路性行為的這種增強特性 (reinforcing nature)。

情緒穩定劑 (Mood Stabilizers)

雙極性疾患擁有與網路成癮相似的現象表

現 ( 如衝動行為 )，且在網路成癮者中有高達

70% 的共病率。Lithium 及 anticonvulsants 情緒

穩定劑曾被成功的用於治療物質成癮與各種衝

動控制疾患，在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治療裡

頭valproate 也能夠展現出它anticraving的能力，

目前的資料也顯示情緒穩定劑 ( 特別是 lithium 

and valproate) 在治療 pathological gambling 是可

以考慮的，因此未來出現此類藥物對於網路成

癮的研究應該是可預期的。

抗精神病藥物 (Antipsychotics)

此類藥物可能的療效基礎在於針對強迫疾

患的效果，主要的研究對象在非典型抗精神

病藥物 : olanzapine， quetiapine， risperidone 都

在安慰劑對照研究中證實有效。因其對於衝

動強迫行為的效果，抗精神病藥物被認為可

能對網路成癮有效。在一個案報告，同時使

用 citalopram 下， quetiapine 被逐漸增加到每日

200 毫克，能成功地達到為期四個月的改善。

其他藥物

因網路成癮與 ADHD 的共病率高達 33%，

用於治療 ADHD 的藥物也被認為可用於治療網

路成癮。可能成為未來研究針對對象的藥物包

含精神刺激劑，α2 促效劑如 guanfacine，麩

氨酸相關藥物如 memantine 與 riluzole。其中唯

有精神刺激劑擁有少數針對網路成癮治療的可

得資料。

結論

網路成癮為近年來一新興疾患，目前研究

大多著重在診斷標準與評估工具上，治療方面

之實證仍多闕如，尚不足以作出結論。未來應

可嘗試調整並運用已被證實有效的心理社會介

入方法於此疾患，藥物治療方面亦仍需大型、

長期、隨機分配的研究來提供可靠結果。正因

其發展方興未艾，值得對此領域有興趣者一同

投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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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成癮之相關台灣研究

彰化基督教醫院  蔡佳叡醫師

背景

網路的使用近年來在東方國家有大幅的增

加，而當一個人無法控制自己的網路使用，導

致極度的個人痛苦或是功能上損害，就叫做”

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或是”強迫性

的網路使用”（Compulsive Internet Use）。病

態性的使用網路會導致花在網路上的時間不斷

增加，進而影響社交生活，以及造成許多飲食

上與家庭問題。強迫性的網路使用也常常和敵

意，憂鬱，焦慮，以及增加酒精與菸的使用有

關。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是對於睡眠型態的

影響，尤其睡眠本身又和學習和記憶，調節情

緒與注意力有關。

在深夜使用網路也會造成睡眠剝奪以及疲

勞感，影響日常及學校表現。因此，晚睡型態

（eveningness）也是家長和老師關注青少年和

年輕成年人的一個重要焦點。過去研究顯示晚

睡型態和兒童與青少年的學習成績、青少年的

情緒行為問題，以及年輕成年人呈現出來的精

神病理學有高度相關。過去也有假說認為晚睡

型態可能和延長及發展出不適當的網路使用有

關係。在網路上花比較多時間的學生會表現出

比較高的疲累感，較容易在白天想睡覺。一些

環境因素，像是父母親的監督較少，親子關係

不好，家庭功能差，家庭作業負擔大，過度嚴

格的課外活動時間表，可能都會影響青少年的

睡眠。過去台大的研究也發現一些因素像是”

男孩，處在一個父母較無法控制孩子日常作息

的家庭，以及比較喜怒無常”等等，都和兒童

青少年會出現晚睡型態有關。除此之外，晚睡

型態也可能意味著在青少年可能會出現一些行

為情緒上的問題，特別是物質濫用。

過去並沒有研究去了解睡眠型態與強迫性

網路使用之間的關係，以及去了解性別與家庭

因素在這之中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目的在對以

上問題進一步了解之間關聯性。

研究方法

這是一項針對台灣大學 2731 名新入學的

學生所做的研究（其中 1431 名男性，平均年

齡 19.4 歲），學生在特定教室之中經教師和

助理的協助完成自填問卷。要完成的問卷包

含 The Yale-Brown Obsessive Compulsive Scale 

for Internet use (YBOCS-IU)，Adult version of the 

Morningness–Eveningness Scale（MES），Adult 

Self-Report Inventory-4 (ASRI-4)，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and 

Resolve questionnaire (APGAR)。

其中 YBOCS-IU 是由 YBOCS 修改而成，過

去 YBOCS 曾經翻成中文並且修改後使用在大

量酒精使用嚴重度的評估上，之後亦修改成針

對網路使用的嚴重度，得到蠻高的信度與內

部一致性。MES 是用來區分睡眠型態是早睡

型（Morningness）還是晚睡型的量表。ASRI-4

評估了精神症狀與 DSM-IV 的診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看的是 16 歲以前父母親對

孩子的行為與教養態度。APGAR 則看的是家

庭所提供的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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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依睡眠型態和 MES 分數可區分為三群，

分別是：晚睡型態，中間型態，早睡型態。其

中在週間的時候，早睡型態的這群大學生擁有

最長的睡眠時間，最短的是晚睡型態的學生。

但到了週末，晚睡型態的學生平均睡眠時間反

過來變成最長，而早睡型態的學生時間最短。

同樣的晚睡型態的學生不管是在 YBOCS-IU 的

分數和 ASRI-4 裡焦慮症狀的嚴重程度，都比

三組的平均值以及早睡型態、中間型有顯著的

高。晚睡型態者不管在較輕或是較重的強迫性

網路使用上都有著明顯較高的風險。在環境因

素的部分，晚睡型態這組比起其他兩組顯著的

得到較少父母親的關愛、較多的母親保護，較

少的家庭支持；而早睡型態組則有較多的父母

親關愛，較少父親的保護，和較多的家庭支持

多變項的分析結果顯示和較嚴重的強迫性

網路使用有關的因素有：晚睡型態，男性，較

多嚴重的焦慮症狀者，得到較少母親照顧，和

自覺得到較少家庭支持的人。另外增加母親的

關注及保護也能夠降低晚睡型態和強迫性網路

使用之間的正向關聯性。另外改善有關來自家

庭支持的感受也能夠降低早睡型態和強迫性網

路使用的負向關聯性。

討論

本篇研究替男性及較差的家庭支持與青少

年的晚睡型態有關，及親子之間的衝突對於網

路使用佔很重要的關係這些過去研究提供了一

些支持。而本篇特別發現，晚睡型態和強迫性

網路使用是有相關的，更增加了我們對於青少

年及年輕的成年人這兩項重要問題的了解，及

了解性別，家庭支持，和父母親的教養方式如

何的影響睡眠型態和強迫性網路使用的關係。

過去對於睡眠型態與網路成癮的問題也在很多

研究上有發現，像是會有較晚上床睡覺，週末

起床時間較晚，較短的整體睡眠時間，在週間

在床上較短的時間，較高程度的疲勞感，以及

主觀上程度較高的失眠。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

釋，首先晚睡型態本身可能跟某些睡眠障礙有

關，而這些睡眠障礙可能會導致網路使用。第

二是網路使用也和青少年的精神病理程度有

關，這也可以部份解釋在我們研究中發現的晚

睡型態和網路使用的關係。過去的研究顯示

novelty-seeking 這種人格特質和青少年的網路

使用以及在青少年與年輕成人的晚睡型態是有

關係的，這也間接解釋了他們兩者之間的關聯

性。所以我們應該好好注意這群有晚睡傾向年

輕人的網路使用狀況。

台灣的青少年網路成癮及物質濫用的研究

也發現了類似的家庭環境因素。家庭功能較差

和青少年的網路成癮有關，而父母親的教養方

式 ( 例如缺乏情感溫暖，過度干涉，處罰或拒

絕 )，家庭的特質（如家庭的溝通，凝聚力，

暴力史）對於青少年的網路成癮影響也在許多

國家中有發現，正如同本篇一樣。父母親若是

提供較少的支持和監控，可能無法對於青少年

的睡眠時間和日常生活作息做出好的限制，因

而讓他們有比較高的風險可能發展出睡眠周期

的入睡時間變晚和網路成癮的問題。而父母親

的監控對於那些大部分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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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對於網路成癮的保護

因子。而在大學時，因為鼓勵使用電腦、行動

上網裝置，常使得大學老師覺得大學生其實是

處在發展出網路成癮的最高風險裡頭。

本篇文章發現強迫性網路使用和青少年的

焦慮症狀有關，間接支持這樣的網路使用模式

可能歸屬在強迫症裡，屬於焦慮疾患的一部

份。另外也發現母親和家庭支持是會對睡眠型

態及強迫性網路使用造成影響。母親的照顧會

對早睡模式是否出現強迫性網路使用有保護作

用，也會減少晚睡模式的學生出現網路使用問

題的風險。所以母親的教養（而非父親的教

養）可能會成為與強迫性網路使用的嚴重程度

及調節它與早睡 - 晚睡型態模式關係的一個關

鍵。

當然研究都會有一些限制，第一是這是一

個橫斷性的研究，對象是國立大學的新生，所

以無法討論因果關係，也無法廣泛運用在其他

族群。第二是這是使用自填問卷而非會談而得

來的結果。最後是本研究用的 YBOCS-IU 只是

用來確定網路使用的其中一個核心症狀而非到

足夠下診斷的程度。但從研究的結論建議父

母，學校，臨床、心理健康工作者在社區預防

網路成癮時，可以考慮第一步從睡眠型態和父

母親的因素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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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 Block 在 2008 年提出的四項診斷

PIU 的準則？

(1) 過度的網路使用

(2) 戒斷症狀 

(3) 不良的後果，如較差的學習及職業成就 

(4) 焦慮，憂鬱等精神症狀

2. 在目前研究可能對於治療 PIU 有效用的藥

物，下列何者為非？

(1) Escitalopram 

(2) Diazepam 

(3) Naltrexone 

(4) Methylphenidate

3.  在治療成癮疾患的心理社會介入方法中，

提供具體獎勵以促成個案立即正增強的方

法是以下何種？

(1) 治療性的教育系統 (Therapeutic Education 

System)

(2) 權變管理 (Contingency Management)

(3) 手機心理社會介入 (Mobile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4) 電 腦 化 神 經 認 知 矯 正 (Computerized 

Neurocognitive Remediation)

4.  關於睡眠型態和網路成癮的相關性，以下

何者為非？

(1) 網路成癮者會有較短的整體睡眠時間，

較高程度的疲勞感，以及主觀上程度較

高的失眠

(2) 晚睡型態可能跟某些睡眠障礙有關，而

這些睡眠障礙可能會導致網路使用

(3) Novelty-seeking 這樣的特質和青少年的

網路使用以及晚睡型態有關

(4) 父母親即使提供較多的監控可能還是無

法對於青少年的睡眠時間和作息做出好

的限制，也無法減少入睡時間變晚及網

路成癮的風險

5.  綜合近期研究，網路成癮症與一些精神疾

患及相關問題有關係，以下何者為非？

(1)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2) 社交恐懼症

(3) 每週使用網路時間大於 10 小時

(4) 憂鬱症

(5) 高敵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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