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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配合本研究之動機、目的與研究

問題，提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3-1-1所示，並說明如下。 

 

 

 

 

 

 

 

 

 

 

 

由圖3-1-1研究架構中顯示，本研究目的在了解電子郵件諮商中

個案特性的分佈情形，了解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口語反應的使用情

形，另一部份藉由服務滿意調查表探討電子郵件諮商滿意度。以下分

三點說明本研究之架構。 

 

壹、本研究探討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特性，個案特性包含性別、年齡、

科系、學校所在地及問題類型五個層面，性別分男、女兩個水準；

年齡分為69年次、70年次、71年次、72年次、73年次，共五

個水準；科系部份則依教育部(民89)所公布學門別做劃分；學

校所在地部分亦是依據教育部(民89)公布台灣地區學校所在縣

 
 

 

 

 

 

 

 

 

 

 

圖 3-1-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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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做為劃分標準；問題類型包括學業問題、生涯發展問題、人際

關係問題、兩性問題、家庭問題、情緒困擾、人生信仰、精神疾

病及其他，共九個分類。 

貳、本研究探討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口語反應的使用情形，依據

Hill、 O’Brien(1999)所提出之「口語反應類別系統」(verbal 

response modes)做為分類依據，其12類口語反應為贊成-再保

證、封閉式問句、開放式問句、重述、情感反映、挑戰、自我表

露、立即性、提供訊息、直接引導、解釋和其他。 

參、本研究探討電子郵件諮商之滿意度，評估標準分為四個層面，包

括當事人問題困擾處理情形、諮商師功能、諮商服務滿意情形及

服務網站評估。 

 

第二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受試者

取得方式，是經由研究者所架設之網路諮商服務網站，網路使用者在

閱讀過諮商服務說明後主動請求諮商服務，即成為本研究之研究樣

本。 

本研究於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台中師範學院學

生輔導中心、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

展中心建制網路諮商服務網站之連結，並於雅虎奇摩、新浪網、網路

家庭、蕃薯藤等四大入口網站進行網站登錄，推廣網站，以利研究之

進行。樣本取得途徑見表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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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亦在台灣地區北中南東各縣市大專院校，隨機挑選學

校或科系，於該學校、科系的留言版、討論區，張貼網路諮商服務網

站的宣傳。 

研究樣本收集時間即網路諮商服務網站正式運作時間，自2003

年2月17日至2003年4月18日，共計兩個月。兩個月時間，總計

有37人共75封的求助信件，其中大專院校學生有28人，共56封的

求助信件；非大專院校學生有9人，計19封的求助信件。本研究只

採納大專院校學生的求助資料做為分析內容，非大專院校學生部份則

不納入研究。本研究樣本資料見表3-2-2。 

 

 

 

 

 

 

表3-2-1 研究樣本取得之網站連結表 

網站名稱 網址 

台中師範學院

諮商與教育心

理研究所 

http://www.ntctc.edu.tw/gicep/Index1.htm 

台中師範學院

學生輔導中心 
http://www.ntctc.edu.tw/sa/心輔組-架構.htm 

中山醫學大學

學生輔導組 
http://www.csmu.edu.tw/counsel/public_html/index.html 

嶺東技術學院

諮商與潛能發

展中心 

http://192.192.103.64/ 

雅虎奇摩 http://tw.yahoo.com/ 

新浪網 http://www.sina.com.tw/ 

網路家庭 http://www.pchome.com.tw 

蕃薯藤 http://www.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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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本研究樣本詳細資料 

編號 性別 年次 就讀學門 學校所在縣市 求助信件 求助問題類型 

01 男 72 自然科學 台中市 1封 生涯發展問題 

02 女 70 人文 台北縣 2封 人際關係問題 

03 女 70 體育 台北市 2封 學習困擾 

04 女 71 商業及管理 台中市 1封 人際關係問題 

05 女 72 商業及管理 台北市 4封 生涯發展問題 

06 男 70 自然科學 新竹市 4封 精神疾病 

07 女 70 人文 台北市 7封 精神疾病 

08 男 73  自然科學 台北市 1封 兩性問題 

09 女 69 人文 台北市 2封 生涯發展問題 

10 女 71 醫藥衛生 台中市 2封 兩性問題 

11 女 69 教育 台北市 1封 兩性問題 

12 女 71 電算機科學 台中市 3封 精神疾病 

13 男 69 自然科學 台中市 5封 兩性問題 

14 女 69 教育 台中市 2封 人際關係問題 

15 女 70 藝術 台北縣 1封 學習困擾 

16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2封 學習困擾 

17 男 70 體育 台北市 2封 人際關係問題 

18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1封 生涯發展問題 

19 女 69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2封 家庭問題 

20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市 1封 生涯發展問題 

21 男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1封 人際關係問題 

22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市 1封 人際關係問題 

23 女 69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1封 家庭問題 

24 男 72 自然科學 台北市 2封 人際關係問題 

25 男 73 工程 台南市 1封 其他 

26 女 70 經社及心理 台北市 2封 學習困擾 

27 女 70 建築及都市規劃 台中縣 1封 情緒困擾 

28 女 72  電算機科學 高雄市 1封 兩性問題 

 

電子郵件諮商原採一往一返的方式進行，當事人寄來一封求助信

件，諮商員回覆一封，不過在信件往返過程中，發現當事人有時會以

多封信件方式陳述一個完整問題，有時會有感而發想與諮商員分享一

些想法，以致於諮商信件往返並沒有契合一往一返的方式，28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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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共有56封的求助信件，而兩位諮商員共撰寫了45封的諮商回覆

信件。 

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於2003年4月21日進行首次寄發，並於4

月30日針對未回函之當事人，進行第二次調查表之寄發，5月2日

至5月6日，則針對未回函之當事人進行多次個別之調查表重要性說

明與回函之請求，至5月底，總共有12人回覆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

28位求助者有12人回覆，回覆率達42.9%。 

諮商信件回覆與滿意度調查表回收情形見表3-2-3。 

 

 

 

 

 

 

 

 

 

 

 

 

 

 

 

 

 

 

 



 38 

表3-2-3 諮商信件回覆與滿意度調查表回收情形 
編號 性別 年次 就讀學門 學校所在

縣市 

求助問題類型 求助信件 回覆信件數 調查表

回覆 

01 男 72 自然科學 台中市 生涯發展問題 1封 1封 ㄨ 

02 女 70 人文 台北縣 人際關係問題 2封 2封 O 
03 女 70 體育 台北市 學習困擾 2封 2封 O 
04 女 71 商業及管理 台中市 人際關係問題 1封 1封 ㄨ 

05 女 72 商業及管理 台北市 生涯發展問題 4封 3封 O 
06 男 70 自然科學 新竹市 精神疾病 4封 2封 ㄨ 

07 女 70 人文 台北市 精神疾病 7封 4封 O 
08 男 73  自然科學 台北市 兩性問題 1封 1封 ㄨ 

09 女 69 人文 台北市 生涯發展問題 2封 2封 O 
10 女 71 醫藥衛生 台中市 兩性問題 2封 2封 ㄨ 

11 女 69 教育 台北市 兩性問題 1封 1封 ㄨ 

12 女 71 電算機科學 台中市 精神疾病 3封 1封 O 
13 男 69 自然科學 台中市 兩性問題 5封 4封 O 
14 女 69 教育 台中市 人際關係問題 2封 1封 ㄨ 

15 女 70 藝術 台北縣 學習困擾 1封 1封 ㄨ 

16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學習困擾 2封 1封 O 
17 男 70 體育 台北市 人際關係問題 2封 2封 ㄨ 

18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生涯發展問題 1封 1封 O 
19 女 69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家庭問題 2封 1封 O 
20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市 生涯發展問題 1封 1封 ㄨ 

21 男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人際關係問題 1封 1封 ㄨ 

22 女 71 商業及管理 高雄市 人際關係問題 1封 1封 ㄨ 

23 女 69 商業及管理 高雄縣 家庭問題 1封 1封 ㄨ 

24 男 72 自然科學 台北市 人際關係問題 2封 2封 O 
25 男 73 工程 台南市 其他 1封 1封 O 
26 女 70 經社及心理 台北市 學習困擾 2封 2封 ㄨ 

27 女 70 建築及都市規劃 台中縣 情緒困擾 1封 1封 ㄨ 

28 女 72  電算機科學 高雄市 兩性問題 1封 2封 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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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者專業背景 

 

本研究採質化分析方式進行，質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本身即是

資料蒐集的工具，由研究者進行觀察、選擇、協調、分析、解釋等工

作(吳芝儀、李奉儒譯，民88；黃政傑，民85)。因此，研究者在資

料蒐集、整理與分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質化研究之效度，

大部分的關鍵在於研究者進行實地工作時之技巧、能力和嚴謹地執行

其工作(黃政傑，民85)；此外質化研究又深具個人色彩，在同一情

境中，研究者由於切入角度不同，也會建構出不同面向的研究結果。

有鑑於此，研究者的個人知識、經驗、理論基礎等實為影響研究結果

的重要因素。以下就研究者之背景分為「知識背景與經歷」、「方法論

的訓練」兩方面來敘述。 

 

壹、 知識背景與經歷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主題之內涵，參閱了國內外期刊、論文、專書、

網站中有關網路諮商之論述。研究者大學階段，就讀輔仁大學心理復

健學系，完整接受了四年的專業助人訓練；研究所階段，就讀國立台

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修習過「諮商理論與技術專題研

究」、「諮商倫理與相關法規」、「個案專題研究」、「心理衡鑑研究」、「變

態心理學研究」等課程，並且曾經在「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

「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與「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

進行諮商實習，在教授與督導們諄諄教誨與個人興趣所趨，浸淫其

中，充實的諮商專業訓練與實習經驗，有助於研究者蒐集資料，分析

個案基本特質，診斷個案問題類型。 

資訊專長方面，研究者擁有架設「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

研究所網站」、「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網站」、「中山醫學大學學

生輔導組網站」、「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網路討論區」、「勤益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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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身心障礙學生第二專長培訓專屬討論區」的經驗，熟悉網站架設軟

體及語法，包括「FrontPage」、「Flash」、「CuteFTP」、「PhotoImpact」、

「JavaScript」、「ASP」等，並曾參與過宜蘭縣市國民中小學校內實體

網路線路規劃與架設工程，網路架設專長與實務經驗，有助於研究者

對於網路諮商服務網站的規劃與管理，並給予求助者安全與保密的諮

商環境。 

關於網路現象，研究者在網站運作與管理過程中有深刻的感受，

對於網路文化的發展，研究者擁有極高的興致，並曾發表過專文「21

世紀教育的衝擊：網路學習風潮」(林世鴻，民91)，探討網路文化

對學校教育的影響。網站管理經驗以及學術專文的撰寫過程中，研究

者逐漸培養出對於網際網路發展的敏感度，有助於研究者掌握助人網

站的整體運作，確保研究進行的流暢性。 

研究者知識背景與相關經歷資料整理見表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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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方法論的訓練 

在方法論的訓練上，研究者修習過「質的研究」、「行為科學研究

法」、「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評鑑」等課程，從教授對課程縝密規劃與

實務化的教學取向中，實際從事工作日誌(log)的書寫、觀察筆記、

訪談記錄、文件蒐集與分析、信度與效度的討論等等，方法論上的啟

迪與探究，對於研究者在質化研究能力上的培養，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質化研究的實務訓練上，研究者於修習相關課程的同時，利用

質化研究方法獨力完成「大四準畢業生的生涯決定與生涯規劃」之論

表3-3-1 研究者知識背景與實務經驗 

項目 詳細說明 

助人專業訓練 修畢輔仁大學心理復健學系四年完整助人課程 

修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中，包括「諮商理論與技術專題

研究」、「諮商倫理與相關法規」、「個案專題研究」、「心理衡

鑑研究」、「變態心理學研究」等課程共32學分 

諮商實務經驗 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實習 90年 10月~91年 1月 
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實習 91年 3月~91年 6月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全職實習 91年 8月~至今 

學術著作 發表於教研趨勢導報第一期「21世紀教育的衝擊：網路學習

風潮」 

網站架設經驗 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網站 

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網站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網站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網路討論區 

勤益技術學院身心障礙學生第二專長培訓專屬討論區 

善用架站軟體

及語法 

FrontPage 

Flash 

CuteFTP 

PhotoImpact 

JavaScript 

ASP 

實體網路架設

經驗 

宜蘭縣市國民中小學校內實體網路線路規劃與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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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世鴻，民90)，整個研究過程中，以生涯決定與生涯規劃為主

題，書寫工作日誌、觀察筆記、大四準畢業生訪談與錄音、紀錄、文

件蒐集等，過程中經由教授的指正，磨練研究者的研究能力與技巧，

對於本研究有相當大的助益。研究者方法論上的訓練整理於表3-3-2。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欲探討電子郵件諮商個案特性、諮商員口語反應與諮商滿

意度，求助者的電子郵件是分析個案特性的資料來源；諮商員所回覆

的電子郵件是分析諮商員口語反應的來源資料；研究者自行編製之電

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則是研究者分析諮商滿意度的資料來

源。 

關於求助者以及諮商員回覆之電子郵件部份，由於電子郵件諮商

是網路諮商服務型態之一，是故必須架設一網路諮商服務網站，藉由

真實的諮商行為，始能蒐集個案求助信件以及進行諮商信件之回覆。

此外網路諮商網站之架設與諮商服務之提供必須符合諮商專業與諮

商倫理。 

網路諮商服務網站與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之全貌，見附

錄一及附錄二。諮商員口語反應則依據Hill於1999所提出之「口語

反應模式類別系統」做為分類依據(林美珠、田秀蘭，民89)。以下

表3-3-2 研究者方法論訓練 

項目 詳細說明 

方法論訓練 修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中包括「質的研究」、「行為科學

研究法」、「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評鑑」等課程 

實際從事工作日誌(log)的書寫、觀察筆記、訪談記錄、文件

蒐集與分析、信度與效度的討論 

質化研究成果 利用質化研究方法獨力完成之小型研究「大四準畢業生的生

涯決定與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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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網路諮商服務網站、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與電子郵件諮商

服務滿意調查表進行詳細說明。 

 

壹、 網路諮商服務網站 

諮商之實施必須遵守專業倫理守則，本研究網路諮商服務網站之

架設與提供之服務，遵守中國輔導學會(民90)諮商專業倫理守則中

網路諮商的專章內涵。 

諮商服務提供，諮商員的專業背景是一個必須考量的重點，特就

本研究諮商員之專業背景做詳細介紹。 

此外本研究顧及諮商服務之品質，於諮商服務過程中，特聘兩位

博士級諮商員擔任專業督導，以維持諮商專業、確保當事人權利，並

且在緊急情況下能進行危機處理。 

以下分別就電子郵件諮商員、諮商員督導以及網路諮商服務網站

實體做詳細介紹。 

一、電子郵件諮商員 

本研究以國立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諮商心理組

碩士班研究生擔任電子郵件諮商員，兩名諮商員除接受過完整晤談訓

練外，在大專院校學生輔導中心進行專業諮商實習時，擁有實際接案

經驗，目前更是在大專院校擔任全職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兩名電子郵

件諮商員的專業背景，茲說明如表3-4-1與表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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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諮商員除擁有諮商專業訓練與諮商實務經驗外，本研究

進行前，兩位諮商員都接受過行前教育課程，內容包括：「網路特性、

網路諮商意涵與型態介紹」(60分鐘)、「電子郵件軟體操控與諮商技

巧認識」(60分鐘)、「電子郵件諮商危機處理」(60分鐘) 、「電子郵

件諮商試驗與模擬」(5次往返)。行前教育目的為使諮商員對網路特

性更以認識，了解電子郵件諮商如何進行，降低系統誤差，並且在緊

急情況下，擁有危機處理對策。行前教育課程內容詳細說明如表

表 3-4-1 電子郵件諮商員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 諮商員(甲) 

項目 詳細內容 

諮商專業訓練 諮商理論與技術專題研究 
團體諮商研究 
班級輔導研究 
個案專題研究 
諮商倫理與相關法規 
心理衡鑑研究 
變態心理學研究 
兒童心理病理學研究 

諮商實務經驗 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實習 90年 10月~91年 1月 
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實習 91年 3月~91年 6月 
中山醫學大學學生輔導組全職實習 91年 8月~至今 

 

表 3-4-2 電子郵件諮商員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 諮商員(乙) 

項目 詳細內容 

諮商專業訓練 諮商理論與技術專題研究 
團體諮商研究 
班級輔導研究 
遊戲治療研究 
諮商倫理與相關法規 
心理衡鑑研究 

諮商實務經驗 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實習 90年 10月~91年 1月 
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實習 91年 3月~91年 6月 
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全職實習 91年 8月~至今 

 



 45 

3-4-3。 

 

 

 

 

 

 

 

 

 

 

二、諮商員督導 

本研究將以兩位博士級諮商員擔任督導，以維持諮商專業，確保

當事人權利，並在緊急情況下能進行危機處理。督導進行方式，除每

週一小時例行性督導外，在緊急情況下，諮商員與督導可以有緊急聯

繫，立即針對個案問題進行處理。諮商員督導的專業背景說明如表

3-4-4、3-4-5。 

 

 

 

 

 

 

 

 

 

 

表 3-4-3 電子郵件諮商行前教育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目的 時間(次數) 
網路特性、網路諮

商意涵與型態介紹 
了解網際網路運行特性、風險與安全性 
了解網路諮商意涵 
認識網路諮商特質 
清楚網路諮商服務型態 

60分鐘 

電子郵件軟體操控

與諮商技巧認識 
了解電子郵件軟體操作與安全性設定 
了解諮商郵件填寫流程與安全性辨識 

60分鐘 

電子郵件諮商危機

處理 
緊急支援系統說明與準備 
危機情況辨識與處理 

60分鐘 

電子郵件諮商試驗

與模擬 
熟悉諮商郵件撰寫步驟 
電子郵件諮商實務演練 

5次往返 

 

表3-4-4 督導員專業背景—督導員(甲) 

項目 詳細內容 

學歷與經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博士 

現任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現任台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教授 

現任台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教授 

 

實務經驗 曾任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現任台中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特約諮商員 

 

督導經驗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生督導 

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研究生督導 

台中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輔導組學生督導 



 46 

 

 

 

 

 

 

 

 

 

 

 

三、網路諮商服務網站實體 

網站實體指本研究網路諮商服務網站於網際網路上所呈現之全

貌。網站建制參考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b)、DearShrink.com(2002)

及Child Psychotherapists.com(2002)網站，由研究者利用

FrontPage 2000、Flash MX、PhotoImpact7.0等軟體及HTML、ASP

語法架設而成，詳細說明如下： 

(一)網站首頁 

    包括服務網站動畫、運作日期說明以及網站瀏覽人次統計。 

(二)網站主頁 

    網站設立目的與研究說明。 

(三)電子郵件諮商認識 

    說明何謂電子郵件諮商，與傳統諮商的不同點以及電子郵件諮商

的優點。 

(四)諮商員 

    詳細說明諮商員專業背景，包括諮商專業訓練及諮商實務經驗。 

(五)專業督導 

表3-4-5 督導員專業背景—督導員(乙) 

項目 詳細內容 

學歷與經歷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博士 

現任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中心副教授 

現任嶺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實務經驗 現任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中心主任 

曾任嶺東技術學院諮商與潛能中心專任諮商員 

 

督導經驗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生督導 

台中師範學院諮商與教育心理研究所研究生督導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督導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學生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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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員專業背景說明，包括學經歷、實務經驗以及督導經驗。 

(六)諮商辦法說明 

    說明適用對象，提供不適用對象緊急求助資源，填表說明以及信

件處理流程。 

(七)進入諮商 

    信件表格用途說明，首次諮商信件表格以及安全辨識碼說明及填

寫。 

(八)諮商員回信說明 

包括諮商員回信內容及安全辨識碼說明，服務滿意調查表說明。 

 

貳、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 

本研究採用Hill所編製之「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Hill與

O’Brien指出，Hill自1978年發展出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

至今，已經經過四次的修正，1999年版本是最新的修正版(林美珠、

田秀蘭譯，民89)。本研究即採取最新之修正版做為分類依據。 

1999年版本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將口語反應分為12

個類別，包括贊成-再保證、封閉式問句、開放式問句、重述、情感

反映、挑戰、自我表露、立即性、提供訊息、直接引導、解釋與其他。

詳細說明與定義如表3-4-6。 

 
表3-4-6 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 

口語反應類別 定義 

贊成-再保證

(approval and 

reassurance) 

提供情緒性的支持、再保證、鼓勵以及增強。贊成-再保證

可以讓當事人知道其感覺是正常的，或是可預期的，另外

也讓他們知道自己面臨到的困擾是正常的，他們並不是唯

一有那樣感覺的人。 

封閉式問句 

(closed question) 

所問的是有限的或特定的訊息或資料，通常要的是一個或

兩個字的回答，像是「是的」或「不是」，或一個肯定的

答案。封閉式問句可以用來獲取訊息，要求個案再重複一

次，或是用來詢問諮商員的介入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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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問句 

(open question) 

請個案澄清、探索想法或感覺的問句。助人者不問特定的

訊息，所以用意不在得到限制性的回答，如獲得「是」、

「不是」或是一兩個字的反應，既使個案可能作這樣的反

應。開放式問句可以是問句「你對那件事感覺怎樣?」或是

直述句「告訴我你覺得如何」，只要是意圖在於澄清或探

索。 

重述 

(restatement) 

重複或覆述個案所說的內容或意義，重述通常用的字較少

但與個案原意相似，而通常也比個案所說的還要具體明

白。重述可以是暫時性的敘述或直接陳述，重述可以覆述

當下發生的素材，或是稍早前所說過的。 

情感反映

(reflection of 

feelings) 

重複或重述個案的陳述，包括明確指出個案的感覺。這感

覺可能是個案所說的（用同樣或相似的話），或是助人者

根據個案非口語行為、脈絡或個案訊息內容所作的推論。

反映可以用假設性或陳述句來說。 

挑戰 

(challenge) 

指出個案沒有覺察到的、無法處理或不想改變的，包括不

一致、矛盾、防衛或非理性信念。挑戰可以用假設性或面

質性的語氣來說。 

自我表露 

(self disclosure) 

助人者表露個人過去(非立即性)的經驗或感覺，助人者意

圖在提升洞察、處裡抗拒或挑戰。自我表露內容可以是個

人的歷史以及學經歷、感覺、個人經驗或策略。 

立即性 

(immediacy) 

助人者揭露對個案、對治療關係或是對自己與個案當下的

感覺。 

提供訊息

(information) 

提供資料、事實、資源、解答或是意見。 

 

直接引導 

(direct guidance) 

對於個案應該如何做改變提供建議、指導、教導或忠告(超

過了引導個案探索想法或感覺)。 

解釋

(interpretation) 

在個案描述或承認的陳述之外，給個案行為、想法或感覺

一個新的定義、理由或解說，讓個案能從新的角度來看問

題。讓個案把彼此不相關的陳述事件連結起來，點出個案

行為或感覺中的主題或型態，讓防衛、抗拒及轉移明朗化；

提供一個新的架構，讓個案不自己的行為、想法或感覺有

一個新的認識。 

其他 

(other) 

包括與個案問題無關的助人者陳述，像是閒聊，問候、對

天氣或事情的看法。 

摘錄自《助人技巧— 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林美珠、田秀蘭譯，民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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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 

本研究所採用之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是由研究者自行

編製而成，藉由當事人的真實回饋，用以了解電子郵件諮商的成效。 

一、編製過程 

研究者先行收集電子郵件諮商相關資料，包括：台北市生命線協

會(民91b)電子郵件諮商的服務辦法、求助個案歷年統計資料與未來

服務展望；救國團張老師網路函件輔導求助個案特性分析與未來展望

(張德聰、黃正旭，民90)；心靈診所個案特質初探(白雅美等，民89)；

張景然(民89a)準諮商員的網路諮商即時經驗研究；王智弘、李偉斌

與陳慶福(民91)的網路即時諮商歷程分析研究。 

研究者發現國內尚缺乏電子郵件諮商成效評估的相關研究。而在

心靈診所網路諮商服務滿意程度調查中發現，信件回覆內容滿意度、

信件回覆速度滿意度、網頁設計滿意度及網頁瀏覽速度滿意度是此次

進行滿意度調查所關心的重點(白雅美等，民89)。 

另外從準諮商員的網路諮商即時經驗研究 (張景然，民89a)與

網路即時諮商歷程分析研究 (王智弘、李偉斌、陳慶福，民91)中發

現，網路即時諮商與電子郵件諮商在諮商歷程上雖有同步與非同步的

差異，但在本質上同樣隸屬於網路諮商服務型態之一。綜觀網路即時

諮商歷程之相關研究，發現與諮商成效有關係的部份，包括：郵件回

覆速度的影響、諮商進行過程中電腦軟硬體對諮商流暢性的影響、諮

商員與當事人工作同盟的情形、電子郵件諮商與晤談諮商的效果比

較。 

此外本研究所提供的電子郵件諮商服務，而在諮商過程中，使用

者暱稱與安全辨識碼是判斷身份的重要依據，是故必須納入調查表

中，用以判斷填寫者的真實身份。 

綜觀上述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研究者決定以「電子郵件諮商服

務滿意調查表」為名，調查表內容包含填寫說明、基本資料與使用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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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調查三部份。 

二、調查表內容 

    本調查表包括填寫說明、基本資料與使用滿意調查三部份。 

填寫說明部份，詳細陳述本調查表的目的與當事人回饋的重要

性。 

基本資料部份，當事人不需填寫性別、年齡等基本資料，只需填

入暱稱與安全辨識碼，即可作為身份判斷標準，關於當事人基本資料

部份，已存在於當事人首次求助的電子郵件中。 

使用滿意調查部份，包含五個大題，第一題在探討當事人問題困

擾處理情形；第二題關心的是諮商員功能的發揮；第三題、第四題在

探討諮商服務的滿意情形；第五題關心重點在服務網站的評估。各題

均採用開放式問句方式，以期收到當事人最原始的資料、最真實的回

饋，用以分析評估網路諮商之成效。 

 

第五節   研究程序 

     

中國輔導學會舉辦2000年諮商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設置主題

論壇，針對「網際網路與助人專業」進行討論。研究者有幸參與此盛

會，浸淫在學術研討與實務經驗交流的分享情境中，當下，研究者萌

發出參與網路諮商相關研究的意願。 

研究者瀏覽諮商相關網站時，常常見到求助者在網站中留下的求

助訊息，於是研究者進一步瀏覽提供網路諮商服務的相關網站，如救

國團張老師、台北市生命線協會等，並且針對助人專業與網際網路相

關的文獻進行閱讀，從網站的調查報告、文獻與相關研究中，研究者

擬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確定研究方向。 

研究者開始與學校教授、學生輔導中心輔導員，共同商討提供網

路諮商服務的可行性，並詢問大學部學弟妹，是否有利用網路尋求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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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務的動機，研究者同時廣泛閱覽網路諮商相關文獻，瀏覽網路諮

商服務網站，思考本身能力與研究之可行性，開始擬定研究方法。 

確定研究方法，研究者廣泛瀏覽電子郵件諮商服務網站，閱覽相

關文獻，評估保密性、安全性與專業倫理，針對研究需要架設網路諮

商服務網站；同時，研究者收集電子郵件諮商相關資料，分析探討諮

商成效內涵，並編製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研究者並於架設

網站的同時，徵詢諮商員與督導的意願，確定了提供電子郵件諮商服

務的諮商員以及諮商員督導，並針對諮商員進行了電子郵件諮商行前

教育課程；確定諮商員口語反應分類採用Hill於1999年所修正之「口

語反應模式類別系統」。 

研究者開始撰寫論文計畫，並且針對整個論文計畫施行之可行

性，尋求專家的指導，期使本研究的進行能更加順利。 

    正式研究開始進行，網路諮商服務網站正式運作。 

諮商員提供求助個案電子郵件諮商服務，諮商員並定期接受專業

督導；研究者開始蒐集資料，資料來源包括，諮商往返信件全文以及

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資料蒐集完成後，開始整理、分析資

料。 

開始撰寫研究報告，並對所呈現之結果加以分析、解釋，再與相

關文獻加以比較、分析。 

    本研究之實施流程見圖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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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1 本研究流程圖 

擬定研究主題 

詢問大學生 
電子郵件諮商動機 

閱覽相關文獻瀏覽諮

商服務網站 
與專家暨實務工作者商

討電子郵件諮商可行性 

研究方法確定 

網路諮商服務網

站架設 
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

意調查表編製 
諮商員口語反應

分類系統確定 

論文計畫口試 

諮商員正式接案

暨督導 
資料蒐集、整理與

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網站正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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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括個案諮商信件、諮商員回覆信件及服務滿意

調查表，個案諮商信件是分析個案特性的資料來源，諮商員回覆信件

是分析諮商員口語反應的來源資料，服務滿意調查表則是分析諮商滿

意度的依據。 

 

壹、個案特性部份，經由個案求助信件中可收集到相關資料，欲探討

特性包括：性別、年齡、就讀科系、學校所在地與問題類型五個

層面。性別分男、女兩個水準；年齡分為69年次、70年次、71

年次、72年次、73年次五個水準；科系部份則依學門劃分水準；

學校所在地部分依據教育部(民89)公布大專院校所在縣市做為

劃分標準；求助問題類型經由歷次求助信件內容來進行分析判

斷，個案求助問題將以九個類型做為分類參考標準，包括學業問

題、生涯發展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兩性問題、家庭問題、情緒

困擾、人生信仰、精神疾病及其他。求助問題類型部份，將先經

由研究者對求助信件內容進行編碼，經過整理分析後，進行分

類。分類完成後將採用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經由另外

兩位分析者來對當事人的困擾進行判斷，並與研究者之分類做比

較，針對有問題部份，將進行再一次的商討與分類。採用多位分

析者的三角測定法，以確保個案問題分類的準確性，三位分析者

身份分別研究者本身、一位電子郵件諮商員以及另一位具有輔導

碩士學位的現任大專院校輔導員。求助問題類型診斷與分類詳細

步驟如下： 

一、 將求助信件予以編碼：編碼方式為「案」字指求助個案，

第一個二位數字代表個案編號，橫線後的阿拉伯數字代表

求助信件編號，括號內數字代表信件內容的行數，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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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01-3(5-8)】中，第一個二位數字01代表編號01的個

案，阿拉伯數字3代表第三封的求助信件，(5-8)表示引用

該求助信件中之第五行至第八行的內容。 

二、 進行內容分析：(一)研究者仔細閱讀求助信件內容，用紅

筆圈選求助者困擾部份，並加上陳述，例如「失眠」、「對

活動缺乏興趣」等，對於不清楚部份用藍筆圈選；(二)再

一次閱讀求助信件內容，針對藍筆圈選部份再一次檢視，

並用黑色筆加上陳述；(三)第三次閱讀，對於同一類別之

陳述剪貼於同一資料簿中，予以歸納彙整；(四)閱讀資料

簿，並對個案求助問題類型下診斷。 

三、 將求助信件交予另兩位分析者，兩位分析者將不會看到研

究者的分析結果，兩位分析者依照相同方式對求助困擾下

問題診斷。 

四、 三位分析者針對個案問題類型診斷結果做比對，結果一致

者，為問題類型之最後診斷；結果若不一致，則進行再一

次的商討，並做最後之診斷。 

個案特性資料整理完成後，採用次數分配法進行統計，用以觀察

彼此間的分佈與差異。 

貳、諮商員口語反應部份，分析資料為電子郵件諮商歷程中諮商員所

撰寫之回覆信件，分類方式採Hill之諮商員口語反應模式類別系

統，分類別為贊成-再保證、封閉式問句、開放式問句、重述、

情感反映、挑戰、自我表露、立即性、提供訊息、直接引導、解

釋與其他共12種。分析者除了研究者本身外，並搭配一位電子郵

件諮商員，經由兩位分析者進行個別分析、比對與商討，以確保

口語反應分類的準確性。詳細分類步驟如下： 

一、 兩位分析人員先各自獨立，依據Hill之諮商員口語反應模

式類別系統進行諮商回覆信件之口語歸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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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完成後碰面，進行結果比對，結果一致部份予以保留，

不一致部份，則進行商討，以求出一致的歸類結果。 

三、 將歸類結果進行統計，以釐清各口語反應之使用頻率。 

參、諮商滿意度部份，分析資料來源為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調查

表，調查表內包括五個開放式問句，關心議題包括當事人問題困

擾處理情形、諮商師功能、諮商服務滿意情形及服務網站評估。

諮商滿意度分析過程詳細步驟如下： 

一、 將調查表作答內容予以編碼：編碼方式為「調」字代表資

料來源為調查表，第一個二位數字代表個案編號，橫線後

阿拉伯數字代表調查表題號，括號內數字代表作答內容的

行數，譬如說【調01-2(3-6)】中，第一個二位數字01代

表編號01的個案，阿拉伯數字2代表題號二，(3-6)表示

引用該題中之第三行至第六行的內容。 

二、 進行內容分析：(一)閱讀調查表內容，並對於有關主題之

重點予以圈選，並加上陳述，譬如：「問題困擾改善」、「回

信速度過慢」；(二)再一次閱讀，確認是否適切掌握文句焦

點，檢視陳述適當與否；(三)將相同陳述予以剪貼並置於

同一資料夾內，以便加以歸納；(四)歸納不同類別，統整

成幾個概念主題。 

三、 上述概念主題即為諮商滿意度評估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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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信度與效度 

     

胡幼慧(民88)指出，信度和效度是傳統實證主義(positivism)

量化研究的判斷標準；然而質性研究所關注的不是「客觀分類計量」、

「普遍法則的尋找」或「因果假設的否證和統計推論」，而是「社會

事實的建構過程」，以及「人們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

經驗和解釋」。因此，質性研究者開始形成不同的思考來反應「信度」、

「效度」的議題，來因應「實證主義」者之質詢。 

黃政傑(民85)指出，質性研究者強調的信度問題，在於如何確

認他們所蒐集記錄的資料為實際情境中發生的現象，而效度問題重視

的是蒐集到研究者真正所需的資料。 

LeComt、Preissle和Tesch(1993)將質性研究之信度和效度分成

四類：內在信度、外在信度、內在效度、外在效度；並提出提昇這些

信度、效度的可行策略，極為具體可行，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此方式說

明研究者提高本研究信度與效度的具體作法(引用自廖文乾，民91)。 

壹、內在信度 

一、 在資料蒐集時，不斷反省與調整自己的主觀立場。 

二、 直接引用蒐集的資料：如個案求助信件內容及服務滿意

調查表，減少推論。 

三、 求助信件填寫格式與服務滿意調查表內容，採一定之格

式，忠實的紀錄以利於檢驗與分析。 

貳、外在信度 

一、 詳實描述研究程序：諮商信件取得中服務網站研究說

明、適用對象、詳盡服務方式介紹、求助表格填寫與諮

商員回信說明。 

二、 明確說明研究者的背景，在研究者於研究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所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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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說明研究方法：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法。 

參、內在效度 

一、 研究中的主要訊息提供人應符合實際研究需求，在取樣

時，特別說明諮商服務的適用對象。 

二、 正確詳實的紀錄資料，並建立有系統的資料檢索系統，

以消弭虛假的結論。 

三、 使用三角測定法(triangulation)進行研究資料的校

正，如個案問題類型與服務滿意度之分析。 

肆、外在效度 

一、 詳加描述網路諮商個案的取得途徑。 

二、 研究者得隨時留意資料建立的正確性。 

三、 時時反省與檢核，不因主觀偏見或不當情緒曲解研究情

境中的訊息，引導出不當的結果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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