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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網路諮商定義與服務型態 

 

壹、網路諮商定義 

網際網路這股力量，影響人類生活的同時，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的助人專業，在這時候也面臨到強烈的衝擊。白慧娟(民 89)提到，

最近幾年網際網路成為趨勢洪流後，心理諮商專業才真正面臨全面性

與結構性改變的挑戰。王智弘(民 89)在兩千年諮商專業發展學術研

討會中所提到的：「不管是從學術層面或實務層面，網路已經『上身』，

助人專業得積極因應，掌握契機、迎接挑戰才行！」 

面對網際網路的強勢發展，身為助人專業人員可以採用兩種方式

來加以因應，一種是增進對網路現況與網路問題的了解以備工作上不

時之需的被動方式，另一種則是直接進入網際網路提供網友線上服務

的主動方式(王智弘，民 89)。設置網站提供網路諮商服務是一種最

貼近諮商本質的主動服務方式。 

全美合格諮商師協會(NBCC)將網路諮商定義為：「當諮商師與分

隔兩地或身處遠方的當事人運用電訊方式在網路上溝通時，所從事之

專業諮商與資訊提供之實務工作」(王智弘，民87)。國內學者(王郁

文，民90；王智弘，民89；王智弘、李偉斌、陳慶福，民91；張景

然，民 89a)多採用全美合格諮商師協會的定義，不過也有學者採另

外的看法，楊明磊(民 87)認為，相隔兩地的使用者，透過電腦螢幕

與視訊設備，在螢幕上見到彼此容貌，聽見彼此聲音，進行立即的個

別心理諮商活動稱作是網路諮商。另外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民90)

將網路輔導定義為：「助人者與相隔兩地的使用者，運用電腦網路相

關傳訊方式的媒介，進行諮商輔導、資訊提供及教育宣傳等專業輔導

活動」。Ainsworth(2002)將網路諮商定義為：「當一位專業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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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心理治療師透過網際網路與當事人進行對談，給予當事人某些心

理健康上的協助或情緒上的支持。進行方式可能是一個問題型式或是

持續性的對談，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對談、視訊或是網路電話的方法

達成」；Suler(2001)則認為網路諮商是：「在心理健康專家設計、促

成或指示下以電腦為溝通媒介的心理治療環境。」Sterling(2002)

認為治療師或諮商師與當事人間，利用電子郵件、線上交談或即時訊

息及電話溝通來增進心理上覺察，讓當事人得到情緒上的支持以及改

變當事人生活的一個持續性的互動過程。 

仔細檢視網路諮商定義，可以發現到各學者所注重的焦點不一，

有學者認為在網路上能見倒彼此容貌聽見彼此聲音的即時諮商才能

稱作是網路諮商(楊明磊，民 87)，有學者則認為只要是以網際網路

為媒介所從事的諮商專業與資訊提供之工作，都可稱作是網路諮商

(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民90；Ainsworth，2002；Bloom，1998)；

此外有學者認為，只要是在心理健康專家監督下設計完成利用電腦為

媒介的心理治療環境都可稱作是網路諮商(Suler，2001)；另外有學

者認為需要有持續性的互動過程，才能稱作網路諮商(Stering，

2002)。不同定義下各支持者都有立場與關注焦點，詳見表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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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諮商定義不一，關注焦點也不盡相同，本研究將採取與國內

多數學者一致認同的標準，即全美合格諮商師協會(NBCC，1998)所下

之定義：「當諮商師與分隔兩地或身處遠方的當事人運用電訊方式在

網路上溝通時，所從事之專業諮商與資訊提供之實務工作」。 

 

 

表2-1-1 網路諮商定義 

提出者 網路諮商定義 

楊明磊，民87 相隔兩地的使用者，透過電腦螢幕與視訊設備，在

螢幕上見到彼此容貌，聽見彼此聲音，進行立即的

個別心理諮商活動稱作是網路諮商 

 

Ainsworth，2002 當一位專業心理諮商師或心理治療師透過網際網路

與當事人進行對談，給予當事人某些心理健康上的

協助或情緒上的支持。進行方式可能是一個問題型

式或是持續性的對談，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對談、

視訊或是網路電話的方法達成 

 

NBCC，1998 當諮商師與分隔兩地或身處遠方的當事人運用電訊

方式在網路上溝通時，所從事之專業諮商與資訊提

供之實務工作 

 

Stering，2002 治療師(諮商師)與當事人間，利用電子郵件、線上

交談(即時訊息)或電話溝通來增進心理上覺察，讓

當事人得到情緒上的支持以及改變當事人生活的一

個持續性的互動過程 

 

Suler，2001 在心理健康專家設計、促成或指示下以電腦為溝通

媒介的心理治療環境 

(研究者依據文獻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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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諮商服務型態 

王智弘(民89)曾提到，網路諮商服務網站設置，網站內可以提

供的服務方式包括：1、首頁的設置(Homepage)；2、電子佈告欄(BBS)

板面的建立；3、留言板或(與)論壇的設置；4、電子報或電子書的提

供；5、網路行政服務的提供(如線上預約、線上報名、資料檢索等)；

6、網路心理測驗；7、網路諮商，可能的方式包括：電子信箱(E-mail 

or ICQ)、線上交談─個別服務(talk)或團體服務(chat)、網路電話

(i-phone)、即時視訊(real-time video)；8、網路個案研討、諮詢

與督導；9、網路諮商專家系統；10、網路虛擬實境服務(virtual 

reality)；11、網路教學服務；12、網路輔導活動等。 

王智弘、李偉斌與陳慶福(民 91)指出網路諮商是網路諮商服務

網站內，運作方式中最保有諮商本質的服務，其服務型態包括：網站

(Homepage)、電子佈告欄(BBS)、電子郵件(E-mail)、聊天室(Chat)、

網路電話(I-phone)與網路即時視訊(Real-time Video)等。而實務界

常用網路諮商服務方式為，電子郵件、聊天室及即時視訊三種(張景

然，民89a；Wright，2002)。 

電子郵件諮商係利用電子郵件以文字為基礎，非即時的傳送諮商

服務予當事人(王郁文，民 90)。電子郵件諮商若以全美合格諮商師

協會(NBCC)網路諮商定義加以界定，可詮釋為：「諮商師與分隔兩地

或身處遠方的當事人，利用電子郵件方式溝通彼此，所完成之專業諮

商工作」。 

目前國內助人單位在網站上所提供的諮商服務以電子郵件型態

諮商服務為大宗，提供此項服務的機構包括：台北市生命線協會、張

老師基金會、心理健康諮詢網、各大專院校學生輔導中心網站(心理

健康諮詢網，民 90；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民 90；台北市生命線

協會，民91a；張德聰、黃正旭，民90)。 

網路聊天室諮商指諮商師與當事人於電子佈告欄(BBS)或全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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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網(WWW)的網路聊天室內，利用文字做為溝通媒介所進行的即時諮

商服務。網路聊天室諮商分為個人與團體兩種(王郁文，民 90)，個

人方式為諮商員與當事人一對一的方式(talk)，團體方式為諮商員對

多個當事人的方式(chat)。網路聊天室諮商進行時，諮商員與當事人

約定一時間並選定一BBS或WWW的網路聊天室，於約定時間一同進入

聊天室，始能進行即時的諮商對談，而諮商員與當事人並不需要處在

相同的物理空間內。救國團張老師於民國九十年元月一日於台北諮商

輔導中心開始實施線上聊天室的諮商服務，並於該年年底進行求助者

的特性分析(張德聰、黃正旭，民 90)，國內學者於近幾年也開始了

聊天室即時諮商的相關研究(王智弘、李偉斌、陳慶福，民91；張景

然，民 89a)，不過由於技術上的考量，採用聊天室模式提供即時諮

商服務的單位仍是少數。 

網路視訊諮商係利用網路視訊設備(WebCam)，使諮商員與當事人

分處不同地方，利用電腦螢幕見到彼此，進行具有影像與聲音的同步

對談諮商行為，網路視訊諮商進行方式有別個別與團體兩種，個別方

式為一位諮商員與一位當事人，進行一對一網路視訊諮商，團體方式

為一位諮商員與多位當事人，進行一對多的網路視訊諮商(王郁文，

民90)。 

國內目前並沒有單位提供即時視訊的網路諮商服務，而在國外則

開始有機構提供即時視訊諮商的服務，譬如在美國境內需付費的諮商

服務網站Worldwide Therap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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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網路諮商發展現況 

 

壹、國外網路諮商發展現況 

美國全國合格諮商師協會(NBCC)在1996年成立了網路諮商委員

(WebCounseling Committee)，開始著手研究網際網路對諮商專業所

造成的影響，這是國外諮商專業機構開始重視網路諮商存在所做的首

次因應動作，委員會成員主要包括全美諮商員教育學家、一些研究所

學生以及一位網路諮商員。委員會利用郵件論壇方式，讓成員經由網

際網路分享彼此收集來的資訊及經驗(Bloom，1998)。全美合格諮商

師協會(NBCC)於1998年制訂了網路諮商倫理守則(王智弘，民87)。 

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ACA)期使透

過網際網路提供的諮商服務，能合乎諮商的標準，針對其守密

(Confidentiality)、建立線上諮商關係(Establishing the On-Lin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及法律上的考量(Legal considerations)

等三大議題，於1999年制訂了網際網路線上諮商的倫理標準

(Ethical Standards for Internet Online Counseling)，以期透過

網路平台對當事人所提供的諮商服務能保有諮商的專業性，並為當事

人帶來最大的福祉(ACA，1999)。 

美國諮商員教育與督導學會(Association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ACES)於1999年設置了諮商師教育課

程中學生應具備科技能力之指導方針(ACES，1999)。 

Sampson等人(1997)試圖讓網路諮商衝擊諮商專業的事實量化，

在1996年4月使用了WebCrawler這個搜尋引擎，尋找出總共有3,764

個首頁包含了「諮商」這個單字，非隨機取樣其中401個網站做分析，

有15個網站提供網路諮商服務；而在隨機抽樣中挑選了160個網站

來做觀察，發現這些網站中，有72個(45%)接近且與專業的諮商相

關。而這72個網站中，有四個(6%)提供電子郵件或聊天室付費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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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服務；有52個(72%)提供宣傳的服務，包含作品及出版物；有16

個(22%)網站提供免費心理健康或教育相關的資訊。 

Sampson等人於1996年5月又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諮商相關

網站成長為3983個；1996年8月的調查結果，網站個數為4858個，

三個月內成長15%。經由Sampson等人(1997)的調查發現，網路上提

供商專業訊息的網站正持續不斷增加中。 

Claudia(2001)於2001年1月22日，預估有250至300個諮商

網站，提供網路諮商與網路諮詢的服務，其中大部分是私人開業並收

取服務費用，網站成員有個人開業與聯合多位專業人員共同開業的情

形，提供生活、人際、愛情、生涯、性、婚姻、藥物濫用、精神疾病

等各方面服務，Shrink-Link是具代表性的大型網路諮商網站，由六

位心理學家與一位精神科醫師所組成。 

 

貳、國內網路諮商發展現況 

國內部分，根據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FIND(民91)「我

國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統計」，截至 2001年 12月底為止，我

國網際網路使用人口達782萬，並在網際網路普及率的表現上提

升至 35%，也就是說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人使用網際網路，而這樣

的數據，在政府對於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的大力推行，以及寬頻網

路服務市場的熱絡下，只會不斷的向上提升。 

國內助人專業相關的實務及學術機構，面對網際網路的發展現況

以及網際網路上個案強烈的求助行為，也做了適切因應。張老師高雄

諮商輔導中心民國八十五年首先利用電子佈告欄系統(BBS)利用網際

網路的平台提供諮商服務，民國八十六年則增加電子郵件(e-mail)

模式的諮商服務，張老師將此項服務稱之為網路函件輔導，民國九十

年元月一日張老師利用線上聊天室的機制，提供了以文字交談，網路

上的即時諮商服務(張德聰、黃正旭，民90)。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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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開始提供電子郵件的諮商服務(台北市生命

線協會，民91a)。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則在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建立了

「心理健康諮詢網」，提供心理衛生及精神疾病的專業資訊，並且開

放民眾心理健康上問題之諮詢(陳淑惠，民89)。民國八十七年九月

九日，多位精神科醫師共同主持成立了「心靈診所」網站，結合多位

的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社工師、藥師、

學校輔導老師及精神科醫師，至九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共一百三十一

位，提供了線上諮詢及網路諮商的服務(白雅美等，民89；心靈診所，

民91)。此外各大專院校學生輔導中心、諮商中心網站，也陸續提供

電子郵件或電子布告欄系統型式的線上諮商服務，如臺灣師範大學學

生輔導中心、元智大學諮商輔導組、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成功

大學學生輔導組、中興大學諮商中心等。 

「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自民國87成立至今，是目前國內最有

組織、計畫與遠見的專業諮商網站，提供諮商專業教育資源、教學以

及服務，並於民國90年達到50萬人次的使用率(王智弘等，民90)。 

中國輔導學會重視到網際網路對諮商輔導專業的影響，於二千年

諮商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上，特闢了「網際網路與助人專業」主題論

壇，敬邀了「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心靈診所」、「心理健康諮詢網」

網站建制者，以及各校諮商輔導學系的教授們，針對網路諮商對助人

專業所帶來的契機與挑戰、諮商輔導工作者如何迎接網際網路時代、

網路諮商個案特質、網路諮商的可行性，做了深入的探討。民國九十

年，中國輔導學會為了因應網路諮商的發展趨勢，於修訂版的諮商專

業倫理守則中，新增了網路諮商的專章內容，期望對此一發展中的諮

商服務型態加以規範(中國輔導學會，民90)。 

國內外網路諮商重要發展紀事可以見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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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 網路諮商發展重要事件 

區域 年代 重要事件 

民 85 高雄張老師諮商輔導中心提供電子佈告欄(BBS)型式的網路諮
商服務。 

民 86 張老師開始提供電子郵件諮商服務，稱之為網路函件輔導；台
北市生命線開始提供電子郵件諮商服務。 

民 87 「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成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設置「心理
健康諮詢網」；多位精神科醫師共同成立「心靈診所」。 

民 90 中國輔導學會於諮商專業倫理守則中設置網路諮商專章內容。 

國 
內 
部 
份 

民 91 「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使用人次突破 50萬人次；「心靈診所」
駐診專業成員增加至 131位。 

1996 全美合格諮商師協會(NBCC)成立了網路諮商委員(WebCounsel

ing Committee)，著手研究網際網路對諮商專業所造成的影

響。 

1998 美國全國合格諮商師協會(NBCC)制訂了網路諮商倫理守則。 

1999 美國諮商學會(ACA)制訂了線上諮商的倫理標準(Ethical Sta
ndards for Internet Online Counseling)。 

國 
外 
部 
份 

1999 美國諮商員教育與督導學會(ACES)於設置了諮商師教育課程

中學生應具備科技能力之指導方針。 

(研究者依據文獻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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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郵件諮商個案特性 

 

壹、電子郵件諮商個案性別差異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是國內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最完整的單位，自民

國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開始，提供服務的時間已長達五年(台北市生

命線，民91a)。台北市生命線每一年度都會針對求助個案特質進行

統計分析，生命線以全民為服務對象，關心個案特質甚廣，本研究擇

取研究者關心變項，進行分析討論。 

在求助者性別分佈方面，86年度165封求助信件中有78位是男

性，女性求助者有87位，男性使用者比率佔47.3%，女性使用者佔

52.7%；87年度334封求助信件男性使用者比率佔42.5%，女性使用

者佔57.5%；88年度713封求助信件男性使用者比率佔34.4%，女性

使用者佔65.6%；89年度1776封求助信件男性使用者比率佔35.8%，

女性使用者佔64.2%；90年度1016封求助信件男性使用者比率佔

30.7%，女性使用者佔69.3%。年度分佈情形見圖2-3-1，分佈圖為研

究者依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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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性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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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資料可以發現，女性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的人次一直高於

男性，使用比率上則由86年度將近1：1的狀態，發展至90年度，

成了比率懸殊2.3：1的狀態，電子郵件諮商女性使用者的比率高達

七成。 

張老師在民國90年分析網路函件輔導的性別分佈情形，發現女

性使用者比率佔56%，男性使用者則佔44%(張德聰、黃正旭，民90)。

心靈診所針對求診個案進行抽樣調查發現，70位有效樣本中女性佔

48位，也就是有68.5%(白雅美等，民89)；王郁文(民90)研究則發

現，在匿名情況下，願意嘗試電子郵件諮商的女性比率有72.2%，男

性比率則為64.0%。 

綜觀上述調查發現，電子郵件諮商使用者女性比率在七成上下，

較男性為高，女性個案是電子郵件諮商服務的主要使用族群。 

 

貳、電子郵件諮商個案年齡分佈 

關於使用者的年齡分佈情形，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b)的調查

發現20-29歲使用者，是電子郵件諮商的主要使用族群，每一年度所

佔比率都達五成以上，其他19歲以下使用者佔兩成上下，40-49歲

使用者則佔其他兩成，詳細分佈情形見表2-3-1，分佈表為研究者依

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編製。 

 

 

 

 

 

 

 

     

表2-3-1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年齡分佈表 

    年齡分佈 

年度 

19歲以

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

上 

不詳 

86 26.1% 54.5% 15.2% 0.0% 0.0% 0.0% 3.6% 

87 19.8% 58.4% 18.6% 0.9% 0.0% 0.0% 2.4% 

88 15.7% 59.6% 19.9% 1.7% 0.0% 0.0% 3.1% 

89 18.8% 53.4% 18.8% 2.1% 0.4% 0.0% 6.6% 

90 17.4% 54.2% 21.7% 1.7% 0.3% 0.0% 4.7% 

 



 22 

張老師針對網路函件輔導的調查發現，19-30歲使用者佔60%，

31-40歲使用者佔7.7%，41歲以上佔0.2%；心靈診所抽樣調查發現

個案平均年齡在27.3±6.1歲。此外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民90)針

對機構進行訪談，發現接受網路輔導的案主族群有年輕化的趨勢。 

綜觀上述調查，電子郵件諮商的服務對象年齡分佈以30歲以下

為大宗，幾乎佔全體使用者的七成，而這個年齡層將是本研究的關注

焦點。 

 

參、電子郵件諮商個案居住地、教育程度與職業 

關於使用者的居住地點，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的調查發現，電子郵

件諮商使用者居住在台北市與外縣市的比率都在五成上下，詳細情形

見表2-3-2。心靈診所的調查發現有48.6%的使用者居住地在台北縣

市，51.4%在外縣市。 

綜觀上述調查，可以發現到使用者有居住在大都會區的傾向。 

 

 

 

 

 

 

 

關於使用者所受的教育程度，張老師的調查發現高中學歷有39

%、專科學歷有33%、大學學歷有26%；心靈診所的調查發現有62.8%

的使用者具有大學碩士以上學歷；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歷年調查發現，

大專以上學歷的使用者比率至少佔六成，見表2-3-3，分佈表為研究

者依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編製。 

王郁文(民90)曾以大學生為樣本，針對網路諮商意願進行調查，

表2-3-2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居住地點分佈表 

    居住地 

年度 
台北市 外縣市 國外地區 

86 42.4% 52.1% 5.5% 

87 48.2% 48.5% 3.3% 

88 49.4% 50.6% 0.0% 

89 48.4% 51.6% 0.0% 

90 44.1% 55.9% 0.0% 

(研究者依據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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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願意以匿名方式進行電子郵件諮商的大學生比率高達68.0%，也

就是將近七成的比率，是任何一種網路諮商服務型態中最高的。若以

不匿名方式進行電子郵件諮商，比率將下降為42.6%，不過依然是各

類型網路諮商服務中個案意願最高的。由上可知，若以匿名方式，大

學生將有非常高的意願接受網路諮商服務。 

 

 

 

 

 

 

 

 

綜觀上述調查，電子郵件諮商使用者的學歷以大專以上為主，台

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a)表示，網路這項工具仍然以教育程度較高以

及會電腦操作者為主要的使用者。 

關於電子郵件諮商使用者的職業分佈方面，心靈診所調查發現

74.3%的個案是長期穩定工作者或學生；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歷年的個

案統計亦發現學生是最主要的使用族群。 

     

肆、電子郵件諮商個案主要問題類型分佈 

救國團張老師在民國90年，針對網路函件輔導個案求助問題類

型進行分析，發現兩性問題、人性觀及家庭問題是主要的求助問題類

型，分別佔整體求助問題的32%、25%及12%(張德聰，黃正旭，民90)；

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民90)的調查發現，性方面問題、人際問題

與親子溝通問題是網路輔導最主要的求助問題類型。 

    從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a)歷年的個案求助問題類型統計中發

表2-3-3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教育程度分佈表 

    教育程度 

年度 
無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專 研究所 不詳 

86 1.8% 0.6% 2.4% 20.6% 68.5% 4.8% 0.6% 

87 0.9% 0.3% 3.3% 18.3% 70.1% 5.4% 1.8% 

88 0.0% 0.1% 3.5% 22.0% 72.8% 8.4% 1.5% 

89 0.0% 0.3% 3.3% 27.7% 63.4% 5.9% 5.2% 

90 0.0% 0.7% 4.8% 23.6% 61.6% 5.5% 3.7% 

(研究者依據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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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愛情問題一直是主要的求助問題之一，每一年都佔二成以上的比

率，家庭問題及婚姻問題則各佔一成左右的比率，比較需要留意的地

方是個案情緒困擾方面的問題，從86年的6.1%躍升至87年的14.7

%，88年則已經佔全體兩成的比率，90年更達到將近三成的比率，因

為情緒困擾而求助的個案比率逐年升高，這是目前從事電子郵件諮商

特別需要留意之處。有關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求助問

題類型詳細分佈情形可以見表2-3-4。 

 

 

 

 

 

 

 

 

 

 

 

 

 

王郁文(民90)針對大學生網路諮商意願調查顯示，不管是生活

與生涯適應，性、愛、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身心方面的困擾，大學

生願意接受網路諮商的意願都高達七成以上。 

綜觀上述，可以發現電子郵件諮商個案求助問題類型以情緒困擾、兩

性問題、家庭問題、人際關係及婚姻問題為主。 

 

 

表 2-3-4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問題類型分佈 

 問題類型 

 

年度 

愛情

問題 

婚姻

問題 

家庭

問題 

精神

心理 

情緒

困擾 

人際

關係 

健康

醫療 

法律

問題 

經濟

問題 

職業

問題 

人生

信仰 

性侵

犯 
其他 

86 25.5

% 

7.3 

% 

11.5

% 

7.3 

% 

6.1 

% 

9.1 

% 

1.2 

% 

0.6 

% 

0.0 

% 

6.7 

% 

4.2 

% 

2.4 

% 

18.2

% 

87 24.0

% 

8.1 

% 

9.0 

% 

6.9 

% 

14.7

% 

9.3 

% 

2.1 

% 

0.9 

% 

0.3 

% 

11.1

% 

6.9 

% 

1.2 

% 

5.7 

% 

88 24.5

% 

11.9

% 

9.0 

% 

3.4 

% 

20.2

% 

5.8 

% 

0.6 

% 

0.7 

% 

1.4 

% 

8.4 

% 

5.6 

% 

0.6 

% 

8.0 

% 

89 20.6

% 

11.0

% 

8.5 

% 

7.0 

% 

24.8

% 

5.5 

% 

0.8 

% 

0.5 

% 

0.1 

% 

6.9 

% 

1.4 

% 

0.3 

% 

12.6

% 

90 20.6

% 

7.2 

% 

11.3

% 

6.4 

% 

29.1

% 

5.7 

% 

0.4 

% 

1.4 

% 

1.6 

% 

7.7 

% 

2.1 

% 

0.5 

% 

6.1 

% 

(研究者依據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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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求助問題類型與年齡、性別之分佈情形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自87年度開始，亦會針對個案主要求助問題

類型與性別及年齡及進行相關比較，性別與主要求助問題類型相關見

表2-3-5；年齡分佈與主要求助問題類型相關見表2-3-6。 

 

 

 

 

 

 

 

 

 

 

 

由表2-3-5可知電子郵件諮商男性使用者的問題困擾以愛情問

題與情緒困擾為主，而且情緒困擾的比率有逐年上升的現象，需要特

別留意，另外職業問題也是男性個案時常遭遇到的困擾之一；女性求

助者部分，愛情問題、情緒困擾及婚姻問題一直是主要的求助問題類

型，情緒困擾比率也呈現出逐年上升的現象，需要特別留意。另外家

庭問題亦是近年男女性共同關注焦點之一。 

王郁文(民90)針對大學生網路諮商意願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男

女大學生在生活適應問題接受網路諮商意願上，有顯著的性別差異。

特別是在「性、愛、人際關係」問題上，男性大學生在面臨此一生活

適應問題時，較女性大學生願意採取匿名方式的網路諮商。 

 

 

表2-3-5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求助問題類型與性別之相關 

年度  

87 88 89 90 

愛情問題25.4% 愛情問題27.5% 愛情問題25.3% 情緒困擾30.1% 

情緒困擾17.6% 情緒困擾19.3% 情緒困擾24.5% 愛情問題21.5% 
男
性 

職業問題12.7% 職業問題 9.8% 其他12.0% 

家庭問題8.3% 

精神心理8.3% 

職業問題8.3% 

愛情問題22.9% 愛情問題23.0% 情緒困擾25.0% 情緒困擾28.7% 

婚姻問題13.5% 情緒困擾20.7% 愛情問題17.9% 愛情問題20.2% 

主
要
求
助
問
題
類
型 女
性 

情緒困擾12.5% 婚姻問題13.2% 
婚姻問題12.0% 

其他12.0% 
家庭問題12.6% 

(研究者依據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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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3-6可見，19歲以下青少年，情緒困擾及愛情問題是主

要求助問題類型，這兩方面困擾歷年來都是青少年關心的焦點；另外

因為情緒困擾而求助的個案量逐年上升，是從事電子郵件諮商需要特

別留心之處。20至29歲個案是歷年來求助個案中的主要族群，每一

年都佔全體個案量的五成以上，此年齡層個案求助問題類型則以情緒

困擾及愛情問題為主，愛情問題歷年穩定保持在兩成以上，情緒困擾

則是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至90年度已達將近三成，是特別需要留

意之處。30至39歲年齡層個案求助問題類型以婚姻問題、情緒困擾、

愛情問題及家庭問題為主，婚姻問題歷年都是主要求助問題之一，

88、89年度甚至達三成以上；情緒困擾則是近年最常求助的問題類

型。40歲以上個案量偏低，並非電子郵件諮商的主要使用族群，求

助問題類型以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及情緒困擾為主。 

表2-3-6 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歷年個案求助問題類型與年齡之相關 

年度  

87 88 89 90 

19歲

以下 

愛情問題24.2% 

家庭問題15.2% 

情緒困擾18.2% 

情緒困擾29.7% 

愛情問題16.2% 

職業問題15.3% 

情緒困擾33.6% 

愛情問題24.8% 

情緒困擾31.1% 

愛情問題15.8% 

人際關係13.0% 

20至

29歲 

愛情問題25.1% 

情緒困擾13.8% 

人際關係11.3% 

愛情問題32.2% 

情緒困擾20.2% 

情緒困擾27.0% 

愛情問題24.4% 

情緒困擾28.9% 

愛情問題22.9% 

家庭問題12.0% 

30至

39歲 

婚姻問題25.8% 

愛情問題21.0% 

情緒困擾14.5% 

婚姻問題32.4% 

家庭問題14.1% 

愛情問題12.7% 

婚姻問題36.5% 

情緒困擾13.9% 

家庭問題12.4% 

情緒困擾26.8% 

愛情問題20.0% 

婚姻問題18.6% 

40至

49歲 

家庭問題33.3% 

精神心理33.3% 

職業問題33.3% 

情緒困擾66.7% 
婚姻問題46.7% 

家庭問題26.7% 

婚姻問題41.2% 

情緒困擾29.4% 

家庭問題11.8% 

50至

59歲 
  家庭問題66.7% 

愛情問題33.3% 

家庭問題33.3% 

精神心理33.3% 

主
要
求
助
問
題
類
型 

不詳 愛情問題25.0% 其他45.5% 精神心理22.9% 情緒困擾37.5% 

(研究者依據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資料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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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諮商員口語反應相關研究 

 

壹、面對面晤談諮商員口語反應 

國內研究者包括許秀惠（民82）、林瑞吉（民86）、陳慶福與謝

麗紅（民83）、陳慶福（民84）等皆曾採用Hill等人發展的「諮商

員/當事人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進行研究。陳慶福（民84）研究

中發現，提供訊息、輕微鼓勵、開放式問句、重述與封閉式問句是使

用最頻繁的口語反應，反映、贊成-再保證、直接引導、其他和解釋

次之，最少的是非口語線索、面質、自我揭露和沈默。許秀惠（民

82）採用八組諮商員與當事人各進行三次諮商，採用14類口語反應

作歸類，發現使用最頻繁的口語反應是輕微鼓勵、開放式問句、重述、

反映及封閉式問句，另外隨著諮商次數的增加，輕微鼓勵、沉默、贊

成-再保證、直接引導與解釋等口語反應的使用比率會逐漸增加；林

瑞吉(民86)、陳慶福與謝麗紅（民83）皆針對初始諮商員進行研究，

林瑞吉(民86)八次諮商晤談中前四次的口語互動使用頻率、陳慶福

與謝麗紅（民83）八組諮商員與當事人的晤談歷程中口語反應頻率，

都與許秀惠(民82)的研究結果相近。 

國外學者Hill與Brien(1999)指出1979年時Hill等人曾利用

「諮商員口語反應類別系統」分析Rogers(個人中心學派)、Perls(完

形治療學派)與Ellis(理情治療學派)三人進行諮商晤談時口語反應

使用情形，研究結果顯示輕微鼓勵、重述、解釋、反映與提供訊息是

Rogers常用的口語反應，直接引導、提供訊息、解釋、開放式問句、

輕微鼓勵、封閉式問句、面質、贊成-再保證及其他則是Perls常用

之口語反應，Ellis則多使用提供訊息、直接引導、輕微鼓勵、解釋、

封閉式問句與重述。 

綜觀上述國內外研究，可以將面對面諮商口語反應使用情形分為

最常使用、頻率適中與最少使用三類，詳細分類見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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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在「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一書中提出助

人的三階段模式，將助人技巧分為探索、洞察與行動三階段，其中贊

成-再保證、開放式問句、封閉式問句、重述與情感反映為探索階段

主要之口語反應；挑戰、解釋、自我表露與立即性為洞察階段之口語

反應；提供訊息與直接引導則為行動階段的口語反應(林美珠、田秀

蘭譯，民89)。詳細整理如表2-4-2。 

 

 

 

 

 

 

 

貳、網路諮商中諮商員口語反應 

有關網路諮商中諮商員的口語反應，國內學者張景然(民 89a)曾

針對5名準諮商員來進行口語反應的探討，研究發現，諮商員在網路

諮商情境中比起面對面諮商明顯常用的口語反應為「輕微鼓勵」與「贊

成-再保證」，網路諮商中比較不足的有重述、反映情緒、高層次同理

心、蒐基資料、補充、摘要、探索情緒。另外研究中也指出，準諮商

員在進行網路諮商時的感覺是比較沒有壓力的，當事人也比較沒有戒

心，準諮商員能從容應用諮商技術處理個案問題，當事人非口語行為

部份則非常不容易掌握。 

表2-4-1 面對面諮商口語反應使用頻率分類表 

使用頻率 口語反應類型 

最常使用 輕微鼓勵、開放式問句、封閉式問句、重述、反映、提供訊息 

頻率適中 贊成-再保證、直接引導、解釋、其他 

最少使用 沈默、非口語線索、面質、自我揭露 

(研究者依據國內外口語反應研究資料自行整理) 

表2-4-2 助人三階段模式常用之口語反應類型 

助人階段 口語反應類型 

探索階段 贊成-再保證、輕微鼓勵、開放式問句、封閉式問句、重述、情

感反映 

洞察階段 挑戰、解釋、自我表露、立即性 

行動階段 直接引導、提供訊息 

(研究者參考「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一書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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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弘等(民 91)、李偉斌(民 91)研究指出，網路即時諮商中諮

商員的口語反應，以開放式問句、封閉式問句與重述為最常使用的口

語反應，使用比率為全部口語反應的61%。網路即時諮商中，諮商員

多利用開放式問句與封閉式問句探索當事人的困擾，並運用重述表示

對當事人話語的了解；另外網路即時諮商情境中，諮商員使用情感反

映的次數較少，而挑戰、提供訊息、直接引導與解釋等口語反應的使

用，則隨著諮商次數的增加而逐漸提升；自我揭露與立即性則因為諮

商員的個別差異而有很大的變化。 

綜觀上述研究並以 Hill助人三階段中常用口語反應分類(林美

珠、田秀蘭譯，民89)來進行檢視，可以發現到，網路即時諮商中諮

商員的口語反應以輕微鼓勵、贊成-再保證、開放式問句、封閉式問

句與重述為主，符合探索階段主要的口語反應類型，另外雖然隨著諮

商次數增加而逐漸提升的口語反應挑戰、解釋、提供訊息與直接引

導，也符合隨著諮商次數增加而進入到的洞察與行動階段，不過研究

結果仍傾向於，網路即時諮商中諮商員常用的口語反應與 Hill助人

三階段中探索階段的口語反應類型相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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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子郵件諮商滿意度之探討與分析 

 

提供電子郵件諮商服務經驗最完整的救國團張老師及台北市生

命線均表示，設計適切的服務滿意調查表，藉由求助者的真實回饋，

是作為網路諮商服務工作改善的重要依據，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台北

市生命線，民91a；張德聰、黃正旭，民90)。 

心靈診所針對使用過網路諮商服務的70位有效樣本，做了滿意

度調查，發現個案對回覆內容的滿意度最高，比較不滿意的部份是回

覆的速度(18.5%)、網頁設計(10%)及網頁速度(3%)，不過整體而言，

感到滿意的比率仍遠遠高過不滿意的比率。而此次的調查，發現個案

以年輕、高學歷、居住在大都會區、有穩定的工作、焦慮症患者為主，

而服務速度的改善是個案最期待的部分(白雅美等，民89)。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雖然沒有直接針對電子郵件諮商滿意度做過

調查，不過可以從兩方面間接評估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的滿意度，第一

個是從求助郵件的數量的成長情形，第二個是對求助個案特性的掌握

度。 

第一個部分可以從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的有效求助信件找到證

據，87年度求助信件為458封、88年度為504封、89年度為729封、

90年度則為1016封，每一年度求助信件的詳細分佈情形，可以見圖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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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1 台北市生命線歷年求助信件統計圖(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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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2-5-1可以得知88年度求助信件比87年度成長42封信，

即一成的比率，89年度比87年度成長59%，271封，比88年度成長

了44.6%，225封，90年度比87年度增加121%，計558封，90年是

87年度足足兩倍多的量，比89年度成長39%。由此可知每年的個案

量皆持續且快速的成長中，諮商滿意度可以由此找到間接證據(台北

市生命線協會，民91a)。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a)曾表示，在這近三千封的求助個案中

發現，e-mail求助個案通常分為六類：一為尋求情緒支持的個案，

其中又可細分為理智上知道該如何做但情緒過不去或走上無法回頭

的路需情緒支持(如離婚調適、外遇第三者、同性戀等)兩種；二為問

題解決，有明確的困擾待處理；三為情緒抒發，情緒苦悶無人可訴，

來信抒發；四為精神病患，其中分為發病期(又可分為有病識感及無

病識感兩種)、緩解期(有定期看醫生服藥者)及自行斷藥或服藥者(未

按時服用藥物或因藥物有副作用而自行斷藥者)；五為自我認識、了

解自我；六為資訊提供或轉介；不論那一類型的個案，畢竟來信者皆

須具備使用電腦及運用網路的能力，外加上求助者大多為大專學歷以

上且改變意願強、年紀輕可塑性高。第二個部份說明了台北市生命線

協會對於個案的特質以及求助問題已經能夠充分的掌握，更加能夠掌

握之餘，即能提供更契合個案需要的服務，個案使用諮商服務的滿意

度，也可以提昇。 

綜合以上兩點發現，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的服務經驗提供了一個思

考方向，由於接案量的增加，諮商機構已經更加能夠掌握住個案求助

問題的重點，準確判斷個案的需要，並適切的提供服務。不過台北市

生命線還是沒有做到服務滿意調查的部份。 

關於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的部份究竟要如何做評估呢？張景

然(民89)曾經在準諮商員的網路即時諮商經驗研究中發現，當事人

會因為匿名的因素，在諮商過程中比較沒有戒心，較願意揭露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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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即時諮商情境中諮商員與當事人的對話精簡，可能遺漏某

些訊息，但也容許諮商員有充裕思考的時間；諮商員不容易掌握當事

人的非口語行為和情緒，心態上傾向於探索問題甚於解決問題；網路

上的工作環境隨所使用電腦配備、交談軟體與上網時機而有所不同，

有時難免受到干擾；網路諮商內容的逐字稿可以輕鬆並妥善保留，對

諮商員的教育訓練意義重大。 

此外王智弘、李偉斌與陳慶福(民 91)表示，諮商員在網路即時

諮商情境中有較多時間可供思考，在開放式問句、解釋與其他項目之

口語反應較多；諮商員與當事人在網路即時諮商情境中，工作同盟趨

勢多是上升，且當事人高過諮商員；諮商員與當事人在網路即時諮商

情境中，晤談感受之順暢性、深度性、正向性會隨著諮商次數增加；

網路即時諮商與晤談諮商在歷程分析上有相等之諮商效果呈現。 

其實網路即時諮商與電子郵件諮商在諮商歷程上有同步與非同

步的差異，不過在本質上同樣隸屬於網路諮商服務型態之一，透過上

述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在進行電子郵件諮商時可供思考的部分包括：

郵件回覆速度的影響、匿名對諮商歷程的影響、諮商過程中非語言線

索的流失、諮商過程中可供思考時間、諮商進行過程中電腦軟硬體對

諮商流暢性的影響、諮商逐字稿的保留、諮商員與當事人工作同盟的

情形、諮商流暢性隨諮商次數的改變情形、電子郵件諮商與晤談諮商

的效果比較。 

綜觀上述文獻，可以得知藉由當事人真實回饋的服務滿意調查

表，將是評估諮商滿意度的主要工具，而當事人問題的改善情形、諮

商師的效能、諮商師與當事人的同盟情形、信件回覆速度以及服務網

站的設計，會是評估諮商滿意度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