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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特性分佈 

 

    本節主要探討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特性的分佈情形，探討特性包

括：性別、年齡、學校所在地、就讀科系及問題類型五個部份。 

 

壹、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性別分佈 

    電子郵件諮商求助個案中，男性有8位，女性有20位，詳細情

形見表4-1-1。 

 

 

 

 

 

由表4-1-1可知，電子郵件諮商的使用者以女性為多數，佔全體

使用人數的71.4%，而男性使用者的比率只佔28.6%，女性使用者的

人數將近男性使用者人數的2.5倍。 

大專院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的性別分佈情形，與台北市生命

線協會電子郵件諮商、張老師網路函件輔導及心靈診所網路諮商的調

查結果一致(台北市生命線，民91a；白雅美等，民90；張德聰、黃

正旭，民90)，女性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系統的比率高於男性。結果顯

示大專院校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系統的性別分佈情形與一般民

眾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系統的性別分佈情形是一致的。 

 

貳、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年齡分佈 

電子郵件諮商求助個案中，69年次個案有6位，70年次個案有

表4-1-1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性別分佈統計 

性別 求助人數 百分比 

男性 8 28.6% 

女性 20 71.4% 

合計 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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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71年次個案有8位，72年次個案有4位，73年次個案有2位，

詳細情形見表4-1-2。 

 

 

 

 

 

 

 

 

由表4-1-2可知，電子郵件諮商使用者年齡層在大專院校裡有偏

高的趨勢，70年次、71年次使用者各佔全體使用者的28.6%，70、

71年次年齡層相當於大四、大三的年紀，加上69年次的學生，相當

於大五年齡層所佔的21.4%，69~71年次個案佔全體使用者的78.6%，

接近八成的比率，結果顯示大專院校學生利用電子郵件尋求諮商協助

的個案中，以高年級學生為主，大四、大三學生是主要的使用族群。 

大專院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的年齡分佈情形與台北市生命

線(民91a)的歷年個案年齡分佈情形一致，20~29歲年齡層是主要的

使用族群。研究更發現大專院校裡大三以上高年級學生使用電子郵件

諮商的比率佔所有學生78.6%，是大二以下低年級學生將近四倍的比

例。 

 

參、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學校所在地分佈 

電子郵件諮商求助個案中，台北市個案有9位，台中市個案有6

位，高雄縣個案有5位，高雄市個案有3位，台北縣個案有2位，新

竹市個案有1位，台中縣個案有1位，台南市個案有1位，詳細情形

見表4-1-3。 

表4-1-2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年齡分佈統計 

年齡 求助人數 百分比 

69年次 6 21.4% 

70年次 8 28.6% 

71年次 8 28.6% 

72年次 4 14.3% 

73年次 2 7.1% 

合計 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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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3可知台北市大專院校學生是電子郵件諮商的主要使

用者，佔全體人數的32.1%，台中市大專院校學生則是比率第二高的

使用者，佔21.4%，此外高雄縣、高雄市學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

的比率各為17.9%及10.7%。 

研究結果顯示，都會區學校學生是電子郵件諮商系統的主要使用

族群，台北市、台中市加上高雄市的學生人數，佔全體人數的64.2%；

另外也發現到，偏遠地區大專院校學生並沒有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系統

的習慣，如屏東縣、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屏東縣、雲林縣、嘉

義縣市等，研究過程中並沒有任何一位主動求助者。 

利用電子郵件尋求諮商協助的大專院校學生中，研究結果發現就

讀於台北市學校的學生是主要的使用者，這部份與台北市生命線(民

91a)與心靈診所(民89)針對一般民眾求助的調查結果一致，台北縣

市是求助者的主要居住地。 

另外研究者也發現，除了台北縣市外，台中市、高雄縣市都會區

學校學生，也是電子郵件諮商的愛好者，台中市加上高雄縣市的使用

者人數佔全體使用者的五成，比起台北縣市的四成比率還高。除台北

縣市外，其他外縣市都會區學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的比率也是值

得關切。 

表4-1-3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學校所在地分佈統計 

學校所在地 求助人數 百分比 

台北市 9 32.1% 

台中市 6 21.4% 

高雄縣 5 17.9% 

高雄市 3 10.7% 

台北縣 2 7.1% 

新竹市 1 3.6% 

台中縣 1 3.6% 

台南市 1 3.6% 

合計 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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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就讀科系分佈 

電子郵件諮商求助個案中，商業及管理學門個案有9位，自然科

學學門個案有5位，人文學門個案有3位，教育學門個案有2位，電

算機科學學門個案有2位，體育學門個案有2位，經社及心理學門個

案有1位，醫藥衛生學門個案有1位，工程學門個案有1位，建築及

都市規劃學門個案有1位，詳細情形見表4-1-4。 

 

 

 

 

 

 

 

 

 

 

 

由表4-1-4可知就讀商業及管理學門學生是電子郵件諮商系統

的主要使用者，佔全體人數的32.1%，另外自然科學學門的學生也有

蠻高的使用率，佔全體人數的17.9%，其次是人文學門的學生，佔全

體人數的10.7%。 

求助個案就讀科系的分佈情形方面，研究結果發現，「商業及管

理」學門的學生是最主要的求助者，每三個來信求助的學生中就有一

個是就讀「商業及管理」學門的學生，就讀「商業及管理」學門的學

生是否容易在就學過程中發生困擾，非常值得學校輔導人員的留意。 

除了「商業及管理」學門的學生外，「自然科學」及「人文」學

門的學生，亦是電子郵件諮商的愛好者，各有17.9%及10.7%的比率。 

表4-1-4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就讀科系分佈統計 

就讀科系 求助人數 百分比 

商業及管理學門 9 32.1% 

自然科學學門 5 17.9% 

人文學門 3 10.7% 

教育學門 2 7.1% 

電算機科學學門 2 7.1% 

體育學門 2 7.1% 

藝術學門 1 3.6% 

經社及心理學門 1 3.6% 

醫藥衛生學門 1 3.6% 

工程學門 1 3.6% 

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門 1 3.6% 

合計 28 100.0% 



 63 

伍、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求助問題類型分佈 

經由求助信件內容分析得知，個案求助困擾通常不只包含一項，

在一位個案身上常會發現到好幾類型的困擾，本研究將以個案主訴、

最迫切、最想解決的困擾，當作個案求助時的主要求助問題類型。 

一、人際關係困擾是主要的求助問題類型 

研究者依據求助信件內容進行分析，發現採用電子郵件尋求諮商

協助的大專院校學生，主要的求助困擾是「人際關係問題」，總共有

7位，佔全體求助人數的25%，也就是說每四位求助的學生當中，就

有一位是因為人際關係困擾的因素來尋求協助，以下為求助實例。 

 

個案編號02的當事人在教育學程課堂上，發現自己無法與其他

同學有良好的互動，心裡充滿了孤單無助的感覺，課堂環境讓他陌生

到不知所措，這是他最主要的求助原因，經過幾次的諮商，個案明確

的表示自己從小就是朋友不多的人，幾位認識他的朋友都曾跟他說

過，個案在團體中常是過份安靜的人，會讓其他人產生不好相處的感

覺。 

 

學程的課都需要分組或是討論，而大部分都是我所陌生的同學，開學至今一

個星期，連續面對在課堂上的無助感及陌生感讓我十分不知所措【案02-1(2-4)】 

從小到大，我就不是朋友很多的人，過去在班上別人眼中我是一個很安靜的

人，甚至有不好接近的感覺，這是朋友後來告訴我的【案02-2(7-8)】 

 

個案編號04的當事人則表示自己已經是21歲的成年人，可是發

現自己還沒辦法與其他人正常的相處，在面對其他人的當下，心裡頭

總是會產生擔心害怕的感覺，不知道自己要說些什麼，無法與對方產

生良好的互動及溝通，個案知道自己在人際互動上還有很多需要學習

的地方，可是卻不知道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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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是個21歲的成年人了，為何對所有人都是這醬怕怕的呢？不論是面

對人，面對事物，和人面對面時不知道講啥⋯好多好多的問題都讓我覺得做人好

難做唷。我覺得我有很多地方要去學習，但是又不知道從何處下手【案

04-2(7-10)】 

 

個案編號14的當事人則表示自己無法與其他人建立長期親密的

關係，個案發現到自己常常會對自己認定是朋友的人非常好，真心真

誠的對待對方，個案希望對方也能夠同樣的對他那麼好，可是個案常

會發現到事實並非如此，他努力付出的結果卻常換來無情的對待，個

案這時就會覺得對方對不起他，而且進一步的要求對方，最後往往落

得兩邊不歡而散，彼此的關係決裂。個案表示其實自己在國中就發現

到自己在人際關係上有問題，可是卻一直在逃避，直到現在上大學才

敢提起勇氣去面對。 

 

我覺得自己無法與人建立長久的關係，更無法與人建立親密關係【案

14-1(1)】 

她似乎都不理我了，我覺得很灰心，真心的付出卻換來無情的對待，我不知

道是自己有問題還是別人有問題，我總是覺得別人對不起我，總會要求別人，我

很想改變，但是覺得很無力，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該如何與人建立親密

的關係和長久的關係。【案14-1(10-13)】 

我對別人好，也會希望她對我好，我都會選擇我喜歡的人當朋友，這種選擇

朋友的心態是不是很不應該？【案14-2(10-11)】 

其實我人際關係的問題在國中就發生了，只是我都一直逃避，到大學才遇到

比較大的問題，讓我提起勇氣去面對它【案14-2(14-15)】 

 

個案編號17的當事人表示自己從國小五年級轉學後到現在大三

超過10年的時間，自己身旁卻沒半個可以談心的朋友，有時候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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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逛街說說話，可是卻找不到人陪，希望諮商員可以提供改善問題的

方法。 

 

我的人際關係，我自己是感覺蠻嚴重的吧!自從國小五年級轉學後至今，身

旁要好的朋友，似乎是敢說沒有吧~如今我以上了大學，現在也以經是大三了但

身旁卻是連個談心的朋友都沒有【案17-2(2-6)】 

實在現在身旁連一個一起出去逛逛街說話的朋友、同學也沒有，你是否能給

我點建言呢？【案17-2(13-14)】 

 

個案編號21的當事人表示自己是一位非常積極的人，常常希望

把事情做到很完美，問題就出現在當那一份報告是團體報告時，他也

會想要要求同組的其他同學能夠配合他，一起把團體報告做到盡善盡

美，然而他這樣的要求，造成了其他同組同學很大的壓力，同學往往

不想配合他的提議，當事人就因為如此，在班上人際關係變的很糟

糕，當事人希望能改善自己在學校的人際關係，而且進一步帶起團體

的動力。 

 

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是讓我覺得還要再加把勁的地方,因為,人與人的相處的

確是不容易的!!我是一個積極的人,不容易不把事情做到完美,以致於我可能會

造成同學的壓力【案21-1(1-3)】 

我該如何與同組的同學相處呢?該怎樣處理課業上的問題呢?我該怎麼帶出

大家為功課衝刺的氣氛呢？【案21-1(9-10)】 

     

個案編號22的當事人表示自己在同學面前是一個開心果，願意

陪著大家一起歡笑，而且如果有同學請他幫忙，他一定會說好，結果

也都讓同學滿意，最後大家都公認他是能力非常好而且是有才幹的

人，然而當事人自己偶爾也會有一些煩惱，不過這時候卻找不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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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訴的對象，因為他是大家的開心果，他怎麼可以有煩惱呢？找不到

訴苦的對象、完全無法拒絕同學的結果，讓自己在私底下過得很痛

苦，當事人希望可以改善這個困擾。 

 

像是我有時候，心情不好時，也沒有人可以訴說，或許覺得是小事吧，在同

學的面前，我總是個開心果，而我也樂意陪大家一起歡樂，但遇到無能為力的事

時，又覺得沒有人願意幫我，在同學的面前的我，是很厲害的，如果我不會的話，

她們也會覺得她們不會，這是什麼世界丫??人家說學校生活是最單純的，但我是

否是雙面人丫，在同學面前什麼事都說好，但私底下卻很不高興，要對不喜歡的

事說yes真得很痛苦，但要拒絕別人卻又更痛苦~~【案22-1(6-11)】 

 

個案編號24的當事人表示自己很重視對方，然後跟著對方的要

求去做，可是到後來卻發現自己好像被對方耍了，因為對方並沒有那

麼重視他，其實其他朋友也已經跟個案講過對方是這樣的一個人，可

是個案還是沒辦法不重視他，個案希望自己能夠不要再那麼在乎他，

希望可以把時間擺在自己身上，好好為自己做點事。 

 

感覺真的很糟糕耶，一直跟著她說的跑來跑去的，有種被耍的感覺【案

24-1(11-12)】 

這樣的感覺真的很糟糕耶，以前也不只一次發生這類的狀況，她的一些朋友

也曾經覺得，她會不在乎其他人的事情【案24-1(17-18)】 

好想好想，完全不理會她，這樣我能夠專心安排自己時間，補回自己落後的

課業【案24-1(26-27)】 

 

二、生涯發展問題及兩性問題是次要的求助問題類型 

「生涯發展問題」及「兩性問題」也是大專院校學生常見的求助

問題類型，各有5位，各佔求助人數的17.9%，是除了人際關係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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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電子郵件諮商過程中第二大類的求助問題類型，以下為求助實例。 

 

(一)生涯發展問題部份 

個案編號01的當事人表示，大二上必修學分全部被當，而且還

被擋修，他現在陷入失眠、惡夢、負面情緒等低氣壓中，當事人回想

現在自己為什麼會唸這個科系，其實也是莫名其妙考上的，他也不曉

得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這個科系，而且聽系上的老師說，畢業後一定要

念碩士、博士，而且讀完後還不一定有工作，當事人對於自己的未來

產生了極大的恐慌和不確定感。 

 

我懷疑我大2到底在上什麼,必修學分全部不及格,其中一科被檔修,失眠,

惡夢,負面情緒,低氣壓一直圍繞在我生活,那種感覺真的很苦,也不知道要跟誰

傾訴,XXX學系真的是我要的嗎?假如我現在後悔了我又能怎樣...不讀書我又能

幹麻,國中推甄上XX一中,渾渾噩噩的讀完高中莫名其妙考上這個學校這個

系,XXX學系大學畢業後的就業之路,連老師都講的很模糊,大家都說一定要念研

究所要唸碩士,博士,讀完後也不保證有工作,開始對於未來產生極大不確定感. 

【案01-1(4-10)】 

 

個案編號05的當事人表示上大學後才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他

不喜歡現在自己唸的科系，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感到無力感，他發現自

己喜歡聆聽別人的心事，看見對方一掃陰霾的樣子，會讓自己有成就

感和滿足感，自己喜歡的是心理學的東西，不過想到自己現在唸的會

計，雖然有無力感，不過未來卻可以帶來收入，生活比較有保障，心

理學的專業雖然很感興趣，可是卻也不敢貿然放棄會計專業，當事人

目前呈現出極度矛盾的現象，整個人有停滯的感覺。 

 

我目前面臨的困擾應該是升學和價值觀的問題，我不喜歡我現在唸的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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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厭煩，而是一種無力感【案05-1(5-7)】 

上了大學之後才發覺自己的興趣所在，也是和你們同樣的領域~~心理學，我

喜歡觀察人，也樂於聆聽別人的心事，看見對方一掃陰霾的樣子，會讓我有成就

感和滿足感，但是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真的喜歡，因為我有所顧忌，不敢真的去轉

系或轉校，畢竟麵包和理想不能兼得，唸會計至少未來有保障，感覺自我矛頓，

當想的和做的不同，整個人就呈現僵滯狀態【案05-1(12-17)】 

 

個案編號09的當事人表示想到畢業後的未來就有很大的煩惱，

不曉得要走哪一條路，目前雖然決定要考研究所，可是怕考不上就要

被家人送出國，可是個案極度不想要出國，另外聽說補習班有專長培

訓，結業後就有工作，可是家人又覺得這樣的廣告不可信，不贊成個

案走這條路，個案對於未來發展，陷入極度焦慮。 

 

我目前對於我的未來該怎麼走，有了很大的煩惱，我目前暫時決定要考XX

研究所，但又聽到說錄取率狠低，我很擔心我考不上就要被送出國，但我非常不

想出國唸書還有又聽到人家說坊間有補習班提供，XX培訓結業後即有工作提

供，但我爸說這種的沒保障！【案09-1(1-9)】 

 

個案編號18的當事人表示自己想要繼續升學參加研究所入學

考，可是真的不知道要選擇哪一個系所，因為對於自己現在唸的系所

並不感興趣，自己的組織能力並不好，還比較喜歡計算，希望諮商員

能夠協助他找出適合的目標。 

 

我有一些的困擾的事,希望你能夠協助我,就是我想要繼續升學考研究所,但

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報考哪一系【案18-1(1-2)】 

但是我讀了XX系之後,覺得我好像不太適合,但是我在功課上都還可以,我

也覺得我在組織能力上不是說很好,而我覺得我很喜歡算的東西,所以我就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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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到底到考研究所時要報哪一系【案18-1(5-7)】 

 

個案編號20的當事人表示，自己是一個缺乏人生目標的人，現

在就快要畢業了，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要工作好？還是繼續升學好？家

人期望他畢業後就去找工作，可是個案心裡頭又有繼續升學的念頭，

當個案又考量到家裡頭的經濟情況時，真的是讓自己陷入極度的渾

沌。 

 

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很沒有人生目標的人，所以怎麼跟別人爭呢？有時候父

母問起我該往那邊發展找工作時，我都要愣一會兒才回答有找到工作就很不錯

了，還能奢望什麼呢？【案20-1(2-5)】 

所以有點想繼續升學，但害怕家裡的經濟不容許，所以也只是口頭上說說想

要去考看看，之後的事再說吧！不敢明確的說出自己的想法。所以很想問說，我

到底是工作好呢？還是就業好呢？【案20-1(7-9)】 

 

(二)兩性問題部份 

個案編號08的當事人表示他現在的心情很複雜，因為他發現現

任女友曾經和她前男友上過床，他本來是很喜歡女友的，可是現在不

知道自己是否還能夠那麼愛他，希望諮商員能夠給他一些意見，幫他

澄清現況。 

 

我現在面臨ㄉ是感情方面ㄉ困擾，我本來是很喜歡我現在ㄉ女朋友ㄉ，但是

自從她跟我說她跟她ㄉ前男友上過床以後，我ㄉ心情很複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

不是還會那麼ㄉ愛她，希望你能給我一些意見【案08-1(1-6)】 

 

個案編號10的當事人表示前陣子認識了一位男孩，而且在認識

不久後，就跟對方發生了性關係，他覺得很荒謬，因為彼此並不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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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朋友，而且他不也曉得自己是不是那麼喜歡對方；另外男方喜歡做

愛的感覺，當事人本身則是非常排斥這個部份，因為他小時候曾有過

被性侵害的經驗，當事人害怕甚至排斥性行為。 

 

我最近對於感情的世界覺得很慌張，因為前些日子我認識ㄌ一個男孩，我跟

他認識不久之後就跟他發生了性關係，我覺得很荒謬，因為我跟他既不是男女朋

友，就有一種感覺像是一夜情的感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他在一起的原因是因

為我覺得我不喜歡做愛的感覺，我從以前就很排斥那種事發生，或許是因為我小

時候就發生過性侵害的關係吧，所以從那一天起，我很排斥碰我的男生【案

10-1(1-5)】 

我現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還是很喜歡他，只知道，我不想再被傷害一

次... 【案10-1(24-25)】 

 

個案編號11的當事人表示，他現在有感情上的困擾，雖然現在

有固定男友，而且彼此間的感情還不錯，可是一想到在高中時曾經辜

負過一位男孩，而現在那位男孩卻與他一同生活在同一個大學校園

裡，當事人一想到對方就會覺得很難過，碰到面難過，不碰到面也難

過，雖然知道事情已經過去了，可是一想到曾經辜負對方，難過的情

緒就無法抑制。 

 

我有感情方面的困擾，我現在的心情很難過【案11-1(1)】 

我跟男朋友的感情沒有大問題，只是我一直為了當初辜負高中這位男孩的承

諾難過，遇到他，難過，沒遇到他也難過，最近一直一直想到他，就覺得很難過，

就是很難過，因為我覺得自己曾經辜負了一個好男孩，即使我知道這已經過去

了，已經過去了，最近我越來越難過【案11-1(9-12)】 

 

個案編號13的當事人表示自己沒有女朋友，不過卻想和女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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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而且在沒有對象的情況下，只好不斷的自慰，而且擔心自己自慰

太過頻繁，詢問個案自慰時的地點、想法，個案回答通常是在床上，

而且自己在自慰完後很累的情況下才睡的著；詢問個案是否有喜歡的

女生，個案則表示姻緣天註定，三言兩語很難說的完。 

 

我想和女生做愛，我沒有女朋友【案13-1(1-2)】 

自慰太過頻繁【案13-1(4)】 

Co:您可以說一下自慰的頻率嗎？每週幾次或一天幾次？約一天一次；您通

常在什麼時間、地點自慰？自慰後心裡頭有什麼想法？Cl:睡前在床上,之後會很

累才睡的著,不然睡不著【案13-2(12-15)】 

Co:您有暗戀的女生嗎？您可以詳細描述您們之間的關係嗎？Cl:三言兩語

是講不完的，簡單的說，魔非魔,道非道,善惡在人心，情非情,慾非慾,姻緣由天

定【案13-4(23-27)】 

 

個案編號28的當事人表示與兩位男生間發生了情感上的糾葛，

最後卻發現自己必須墮胎，他心裡對於其中一位男生感到非常虧欠，

想到已經拿掉的小孩，更是讓他淚流不止，發生這件事之後，個案覺

得班上同學都開始討厭他，甚至聽到一些令人恐慌的謠言，個案變得

很鬱悶。 

 

這是我感情上的問題以及墮胎的問題，原本和我交往4年的男友A,去年我

跟他分手了,因為我遇到比他更好的男生B,我和A的感情還沒了段乾淨的時候我

就答應B跟他交往了,我也沒跟B說我有男朋友的事情【案28-1(1-3)】 

我的心裡一直無法忘記這些事情,眼淚常在流,尤其是對A和小孩的歉意,和

悔意,發生這些事情時,我在學校也是和同學發生一些事,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事,自己的組員都開始排斥我討厭我,甚至說我的壞話,還有一些恐怖的謠言,我

變的好憂鬱,好煩~~【案28-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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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身上亦會出現學習困擾及精神疾病的求助問題類型 

在求助學生身上亦會發現「學習困擾」及「精神疾病」的問題類

型。「學習困擾」求助個案有4位，佔全體求助人數的14.3%，「精神

疾病」困擾求助個案有3位，佔全體求助人數的10.7%，這兩類型問

題出現比率雖然沒有前三者高，但亦是值得留意的部份，精神疾病困

擾的部份，資料顯示每十位求助的學生，就有一位遭受到精神疾病的

困擾，以下為求助實例。 

 

(一)學習困擾部份 

個案編號03的當事人表示自己跟班上同學的程度有嚴重的落

差，拿術科跟其他人比是沒差，可是一拿起學科來比較，個案心裡頭

就會升起強烈的自卑感、挫折感，而且個案表示還有同儕的藐視，真

的是讓他覺得很恐慌，希望諮商員可以提供他一些讀書的技巧。 

 

現在已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囉！可是自己程度與本班的同學相差甚遠...而

且又有同儕藐視，在因為如此，對此又很恐惶...開始覺得，自已差人太多了，

可是我真無從下手.......我好怕哦！變的很自卑.........可以告訴我一些讀

書的方法、技巧嗎？像英文【案03-1(1-4)】 

真在如果要拿學科比較的話！唉....我對自己有強烈自卑感，挫折感..在學

科上【案03-2(4-5)】 

 

個案編號15的當事人表示，由於課堂上的要求，需要更多有關

輔導以及個案處理的案例資料，不過當他尋求其他學校的協助時，學

校都無法給他協助，不肯幫忙他，個案覺得很困窘，希望諮商員能夠

幫幫他。 

 

我曾想過回去訪問我的母校的老師，但實在沒有辦法，附近學校的老師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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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通常也不太願意接受訪問⋯⋯很希望由你這方面的管道能 知道更多關於輔

導和案例的處理 【案15-1(5-7)】 

 

個案編號16的當事人表示，由於同組的同學都不負責任，結果

小組報告都要他辛苦的挑起，該堂課的老師久而久之就要他為該小組

負責，每堂課都要他報告，甚至還要他帶動小組氣氛，最後甚至要當

事人去參加他公司辦的活動，當事人當場哭了出來，逃出了教室；之

後當事人已經無法正常上那一位老師的課，當事人希望能克服這樣的

現況，回歸正常的學習。 

 

他的上課方式是分組討論後，派每一組的一人上去報告，而我那組卻沒人要

討論，大家都沒有意見，每次都是我想的很辛苦，還要順便在課堂上寫出討論結

果，加上上台報告，最後老師也不叫別人了，每次都指定叫我，我的壓力真的是

很大【案16-1(4-7)】 

老師也跑過來對我警告說，「妳要把這組的氣氛帶起來丫，否則妳這組就慘

了」【案16-1(9-10)】 

有一次他又強迫每一組要派一個人去參加他公司辦的活動，我們那組沒人要

去，他又跑過來指定我一定要去，當場我就哭了出來，和同學衝出教室，哭完才

回來，不過自此以後，我上那老師的課，每次他跟我說話，我一定眼淚自動掉下，

再也無法與他溝通了【案16-1(14-17)】 

 

個案編號26的當事人表示最近自己在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因

為是應屆畢業生，所以仍然有學校的課業要應付，時間常常被分割的

四分五裂、無法掌控，而且邊考試邊放榜，壓的讓他喘不過氣無法放

鬆心情，當事人希望諮商員給予適當的協助。 

 

最近在考研究所的考試中，壓力倍感沈重，本人自覺是一個樂觀的小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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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卻覺查自己抗壓性並不大，好煩！邊考試邊放榜的感覺好難放鬆心情考試！

【案26-1(1-3)】 

因為我是應屆畢業生，所以還在準備之餘，仍有學校課業要應付，常常時間

被分割的四分五裂的...令人難以掌控...怎麼辦呢！【案26-2(12-14)】 

 

(二)精神疾病部份 

個案編號06的當事人表示，一天晚上一個想法驚動了他，他想

不出自己為何而活，不知自己人生的意義在哪，他緊張到想吐，後來

他找了一些參考資料，認為自己患了恐慌症，後來也找了醫師做診

斷，目前正在服藥，個案表示是跟女友在交往時發病的，他把太多心

思放在女友身上，而個案也宣稱，在同時他被黑道立委恐嚇。 

 

有一天一個人晚上這個想法驚動了我，就是懷疑自己存在價值，不知自己為

何而活，想不出我的人生意義在哪，那時我緊張過度，緊張到想嘔吐，因為太閒

所以才會胡思亂想，後來就得了焦慮症以及有輕微憂鬱，我在書上看到是恐慌症

我比較其他同學，有些跟我一樣，但他們不會向我那麼緊張、那麼急【案

06-1(9-13)】 

我有恐慌症，是我自己找資料的，然後在去找醫師診斷，目前有服藥【案

06-2(6)】 

我是跟女朋友在交往期間發病的，我把我的心放太多在他身上，都不顧我的

前途了，至於我被恐嚇，我只能說，跟黑道有關，而且還是立法委員，黑道立委，

至於細節不願多說，我的反應是恐懼、心生不安，七情六慾中，有一情，正是恐

懼【案06-2(52-56)】 

 

個案編號07的當事人表示自己曾經有過20歲時要自殺的念頭，

本身有一堆亂七八糟的問題，像在人際關係還有憂鬱，曾經看過三位

精神科醫師，其中一位診斷個案是邊緣型人格異常，另外兩位則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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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抗憂鬱的藥，他曾經服藥，不過現在自行斷藥，因為服藥會影響

思考；之前的治療經驗讓他發現了到自己內心裡的情緒因子，之後情

緒像洩洪般宣洩出來，個案目前日子裡充滿了憤怒、難過的情緒，而

且覺得別人總是聽不懂他說的話，總是誤解他的話，亂詮釋他的話。 

 

本身還有亂七八糟的一堆問題,像人際關係,憂鬱...看過醫生,都說要用

藥，用藥會影響思考,而且我想痛苦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直想求助於心理

諮商,現在自行斷藥【案07-1(6-9)】 

我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決定要在20歲時自殺【案07-2(3)】 

我從可以自行控制以來沒有哭過,之後接受治療,反而天天哭的很慘.開始知

道一些痛苦的情緒和表達喜惡【案07-2(9-10)】 

我看過三個精神科醫師,其中有一個說我是社會人格邊緣化.另兩個並沒有

多說什麼,但開的藥都是抗憂鬱的【案07-2(15-16)】 

最近這幾天我覺的很憤怒,我受夠了別人老是誤解我的話,並擅自做詮釋,但

我仍無法改變這個狀況.為什麼不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不同的詮釋,他們說我的

語言留給人家太大的空間去自由思考,或說我有習慣說無意義的話,這讓我聽了

又急又氣【案07-3(5-8)】 

 

個案編號12的當事人表示，無法控制自己的思考，他在朋友面

前會緊張的不知道臉部表情要怎麼擺，會害怕被人發現，所以常常會

去偷看別人，那種緊張的感覺一但被觸發，就會無法抑制，不斷的去

想，個案發現那種緊張、恐懼的感覺從國二的時候開始，現在他如果

偷看別人有沒有在看他，過了一段時間後，就會無法控制的一直去偷

看對方，當事人很害怕這樣的自己；當事人從去年九月開始就醫，不

過就醫經驗不佳，因為每次醫師都是問幾句話就要當事人拿藥回家，

所以當事人才會尋求電子郵件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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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煩惱的是我的思想。因為，我覺得自己是個很糟糕。我覺得我太追求想

把每件事都做好，以致於，現在，我連面對朋友都會不自覺緊張，因為，我不知

道臉部表情該如何擺【案12-1(3-7)】 

我在國二時，開始對老師產生了恐懼感，上課時，得緊張，每次一抬頭，就

彷彿面臨大敵。【案12-1(15-17)】 

我又因為，我害怕被別人發現，所以，我都會偷看別人有沒有人在突然轉頭，

或者旁邊的人有沒有發現。過了一段時間，我就有不能控制的偷看別人的習慣，

有點監看的行為。【案12-1(30-32)】 

每次上課，我會有一絲絲的緊張、抗懼，有著一但恐懼被觸發，我就會相當

緊張，且事後會不斷地想。到現在也是如此【案12-1(46-48)】 

去年9月，我有找過，心理治療師，我覺得，他每次去，只問說，藥吃的如

何啦~~很簡短的幾句話，我就拿藥回家。【案12-1(63-65)】 

 

四、求助問題類型分佈與比較 

當事人因為「人際關係問題」求助的有7位，佔全體求助人數的

25%，因為「生涯發展問題」與「兩性問題」求助的當事人各有5位，

各佔全體人數的17.9%，面臨「學習困擾」的當事人有4位，佔14.3%，

「精神疾病」困擾的當事人則有3位，佔10.7%，面臨「家庭問題」

困擾當事人有2位，佔7.1%，「情緒困擾」及「其他」困擾當事人各

有1位，各佔3.6%，詳細情形見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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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5可知大專院校學生利用電子郵件尋求諮商協助的問

題類型以人際關係困擾為最，其次是生涯發展問題及兩性問題，這部

份的研究結果與王郁文(民90)針對大學生網路諮商意願所做的調查

結果相符合：「人際關係、生活與生涯適應、性、愛方面的困擾，大

學生接受網路諮商的意願高達七成以上」。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救國團張老師都曾針對電子郵件諮商個案進

行求助問題類型分析(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民91a；張德聰，黃正旭，

民90)。研究者將本次研究結果與上述兩個單位的調查作比較，結果

整理在表4-1-6。 

 

 

 

 

 

 

 

 

 

表4-1-6 台北市生命線、救國團張老師與本研究中電子郵件諮商個案求助問題類

型分佈比對 

 服務對象 主要求助問題類型 

台北市生命線

(近三年平均) 

全體民眾 情緒困擾 

(27.9%) 

愛情問題 

(18.3%) 

婚姻問題 

(10.0%) 

救國團張老師 全體民眾 兩性問題 

(32.0%) 

人性觀 

(25.0%) 

家庭問題 

(12.0%) 

本研究結果 大專院校

在學生 

人際關係問題 

(25.0%) 

兩性問題 

(17.9%) 

生涯發展問題 

(17.9%) 

 

表4-1-5 電子郵件諮商中個案求助問題類型分佈 

求助問題類型 求助人數 百分比 

人際關係問題 7 25.0% 

生涯發展問題 5 17.9% 

兩性問題 5 17.9% 

學習困擾 4 14.3% 

精神疾病 3 10.7% 

家庭問題 2 7.1% 

情緒困擾 1 3.6% 

其他 1 3.6% 

合計 2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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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6可以得知，不管是本研究以大專院校學生為服務對

象，或是台北市生命線、救國團張老師以全體民眾為服務對象，兩性

間的情感困擾，都是主要的求助問題類型之一。 

不過依據比較結果可以發現，在大專院校學生身上常出現的「人

際關係問題」、「生涯發展問題」並不是台北市生命線電子郵件諮商或

是張老師網路函件輔導調查結果中常見的求助問題類型；台北市生命

線電子郵件諮商中常見的「情緒困擾」或是張老師網路函件輔導中常

見的「人性觀」問題，並不是大專院校在學生主要的求助問題類型。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重點是，台北市生命線個案問題類型調查結果

顯示，個案求助時呈現精神心理問題的比例是7.3%(近三年平均)，

而本研究針對大專院校學生進行服務的結果顯示，本身被精神疾病所

困擾的個案比例是10.7%，高於台北市生命線的調查結果3.4%，這些

訊息是否透露出大專院校學生罹患精神疾病的比率較高，值得進一步

的留意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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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口語反應使用情形 

 

針對28位當事人，兩位諮商員總共撰寫了45封的諮商回覆信

件，回覆信件數量依當事人求助信件寄送頻率與陳述問題方式而有所

不同，當事人至少收到一封回覆信件，至多收到四封。諮商員於回覆

信件中所使用之口語反應類型，詳細分佈與統計見表4-2-1。 

透過表4-2-1可以得知，電子郵件諮商過程中，諮商員使用最多

的口語反應類型分別是開放式問句、其他、提供訊息與重述，其次是

情感反映、贊成-再保證、封閉式問句與解釋，而直接引導、挑戰、

立即性及自我表露則很少使用。 

開放式問句、其他、提供訊息與重述是最常出現的口語反應，使

用比率佔全部口語反應的62.59%，情感反映、贊成-再保證、封閉式

問句與解釋合計佔35.21%，直接引導、挑戰、立即性及自我表露使

用率合計只有2.20%。 

本研究與網路即時諮商口語反應研究結果(王智弘等，民91；李

偉斌，民91；張景然，民89a)進行比較，發現開放式問句與重述是

電子郵件諮商與網路即時諮商中都常出現的口語反應類型，另外網路

即時諮商中常出現的封閉式問句與贊成-再保證，在電子郵件諮商中

則是次高的出現率。電子郵件諮商比起網路即時諮商，諮商員較容易

出現其他以及提供訊息的口語反應，推測可能原因，網路即時諮商研

究(王智弘等，民91；李偉斌，民91；張景然，民89a)是在情境實

驗設計下完成，而本研究則是在網際網路上提供真實服務，雖然當事

人都是大專院校學生，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多了諮商專業倫理以

及場面構成的說明，所以其他口語反應類型的使用率會比較高；提供

訊息部份除了有可能是諮商員本身的習慣外，當事人於求助信件中，

多表達希望諮商員能給予具體意見或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於是造成了

提供訊息的口語反應使用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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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弘等(民91)、李偉斌(民91)指出情感反映在網路即時諮商

中的使用率很低，僅達3.23%，本研究發現電子郵件諮商中情感反映

的使用率達9.78%，是次高的口語反應類型，推測可能原因，由於電

子郵件諮商採匿名方式進行，當事人容易不加防衛帶著嚴重困擾求

助，求助信件中充滿情緒線索，而且由於並非即時諮商，諮商員較容

易做到情感反映部份。 

電子郵件諮商中直接引導、挑戰、立即性及自我表露口語反應使

用率偏低，與王智弘等(民91)、李偉斌(民91)網路即時諮商研究結

果一致。 

本研究與面對面諮商口語反應研究結果(許秀惠，民82；陳慶福

與謝麗紅，民83；陳慶福，民84)進行比較，發現開放式問句、提供

訊息與重述是電子郵件諮商與面對面諮商中都常出現的口語反應類

型，另外面對面諮商中常出現的情感反映與封閉式問句在電子郵件諮

商中是次高的出現率。 

依據Hill三階段助人歷程進行分類，贊成-再保證、開放式問

句、封閉式問句、重述與情感反映是屬於探索階段常用的口語反應類

型；挑戰、解釋、自我表露、立即性是洞察階段常用口語反應；直接

引導及提供訊息則是行動階段常用口語反應類型(林美珠、田秀蘭

譯，民89)。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在開放式問句及重述口語反應

上有極高的使用率，另外情感反映、贊成-再保證、封閉式問句有次

高使用率，以Hill三階段助人歷程觀點，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口

語反應整體使用情形較接近探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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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滿意度 

     

本節旨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使用電子郵件諮商服務的滿意情

形，將分為五個方面做探討，第一個部份擺在當事人困擾的處理情

形；第二個關心的重點在諮商師於諮商過程中功能發揮的情形；當事

人對於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感到滿意及不滿意處，是第三個及第四個要

探討的部份；對於網路諮商服務網站的整體評估是最後一個關心的重

點。 

 

壹、電子郵件諮商當事人困擾處理情形 

大多數當事人皆表示，電子郵件諮商對於他們所遭遇到的困擾有

正面的協助，能夠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困擾，更加了解問題的本質與

不同面，提供了他們一個改善困擾的思考方向，並且確定了自己的未

來方向與發展目標。 

 

我覺得透過電子郵件諮商,對我的困擾有些許的幫助,還有我覺得網站可以

提供一些改善困擾的思考方向,而我做了這次的諮商之後,覺得讓我對我的有想

選的系有了目標了.【調18-1(1-3)】 

諮商員給我很多意見，最近因為要比賽，所以沒有很多時間跟他聊聊我現在

的狀況！課業的情況有些力不從心！也許是因為要比賽的關係吧！我重心都放

在練習上，不過比完賽之後又是真正確立是否自已真要畢業以後繼續進修....

確立自己的方向....使我有明確的目標....往前【調03-1(1-5)】 

更了解問題的本質與不同面【調05-1(4)】有比較認識自己的困擾【調

12-1(4)】恩,是的,非常有幫助!【調09-1(1)】y【調13-1(1)】有吧!【調16-1(1)】

YAS!【調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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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表示，有了更多的想法、思考面向後，可以讓自己的情緒

不會陷入低潮。 

 

可以了解更多的想法,心情也會好些【調24-1(1)】 

 

另外有當事人表示，使用了電子郵件諮商之後，確實減少了他在

現實生活上不愉快的時間，不過他也發現到，電子郵件諮商成了他傾

訴的管道，他會習慣性的上網吐苦水，當事人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的習

慣是好是壞。 

 

不知道這樣算好算壞,但會慣性上網吐苦水.同時也減少現實生活哀嚎的時

間【調07-1(1-2)】 

 

    不過也有當事人表示，因為困擾他的問題是一年後的事，他現在

會擔憂，他沒辦法知道到時候自己的困擾是否能夠獲得解決。 

 

    困擾目前未解決，因為找工作的事明年才會發生【調19-1(3)】 

 

有個案表示透過電子郵件的形式，並沒有辦法把他內心裡真正的

感受表達出來，採用電子郵件諮商的方式，並沒有辦法幫他解決問

題，所以最後他選擇中止諮商，又再一次的逃避面對問題。 

 

    沒有,因為我放棄了,對不起,因為我又再一次逃避問題,而我也不曉得怎麼

將自己心裡的感受說出來【調02-1(1-2)】 

 

貳、電子郵件諮商中諮商員的功能 

關於電子郵件諮商過程中，諮商員的角色與功能，多數當事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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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可以感受到諮商員的溫暖與真誠，可以接受到諮商員正向鼓勵

的訊息，當事人願意信任諮商員，向諮商員表露內心裡真正的困擾。 

     

    鼓勵我克服不如人的感覺！謝謝你們讓我得以抒發的管道..感覺到你們給

我的溫暖、真誠... 【調03-2(1-3)】 

    自然完全信任對方願意協助我度過難關.【調07-2(2)】 

    y【調13-2(1)】嗯【調16-2(1)】YAS! 【調25-2(1)】 

 

當事人也都表示諮商員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困擾與需要，諮商員與

當事人能站在同一陣線，一起面對困擾並解決問題。當事人表示諮商

員在諮商信件中所陳述的意見與想法，他們可以拿來參考，而且這些

想法與意見可以帶給他們很大的幫助，幫助他們思考並解決問題。 

 

我覺得諮商員有部分了解到我的困擾了,而諮商也有針對我的需求,給予我

一些的意見,而這意見對我的幫助很大,我覺得諮商員有和我站在同一陣,和我一

同面對困擾並解決問題. 【調18-2(1-3)】 

..是阿...諮商者給我很多意見參考，鼓勵我克服不如人的感覺！謝謝你們

讓我得以抒發的管道..感覺到你們給我的溫暖、真誠... 【調03-2(1-3)】 

是的,諮商員感覺完全了解我的困擾,並給予我適當的建議! 【調09-2(1)】 

有，諮商員一同和我解決問題【調12-2(3)】 

我覺得諮商員能了解問題,並且給我幫助【調24-2(1)】 

是【調05-2(3)】 

自然完全信任對方願意協助我度過難關.【調07-2(2)】 

 

不過有當事人表示通信的次數不夠多，沒辦法完整陳述本身的困

擾，所以覺得諮商員並沒有完全瞭解到他的問題所在。 

 



 86 

有了解，但因為才通信二次，所以尚未全部了解【調12-2(1)】 

 

另外也有當事人表示，諮商員雖然有向他針對不清楚的地方提出

疑問，不過由於在還沒收到諮商員的回覆前就先填了服務滿意調查

表，所以覺得諮商員並沒有提供他較具體的建議。 

 

有針對不清楚的地方提出疑問，但是回覆後未再回覆信件給諮商的人，所以

並沒有提供較具體的意見【調19-2(3-4)】 

 

此外，有當事人表示，雖然諮商員能夠了解到他的困擾，與他站

在同一陣線一同面對問題，可是有時諮商員做了過多的猜測，這部份

會讓他覺得不舒服。 

 

我覺得諮商員有做到以上各點,但是對於諮商員的猜測有時候會讓我點不舒

服的感覺【調02-2(1-2)】 

 

參、個案對於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感到滿意之處 

當事人覺得諮商員的服務態度非常好，而且專業度夠，也夠體

貼，這是當事人會繼續透過電子郵件，尋求諮商協助的原因，當事人

也非常感謝諮商員。 

 

態度很好,這是繼續願意索請協助的主要原因.【調07-3(1)】 

專業的態度，體貼度【調12-3(1)】 

態度超好,服務超棒! 【調25-3(1)】 

謝謝你們...【調03-3(1)】 

 

 



 87 

當事人覺得諮商員回覆信件的語氣和緩，而且陳述出的內容很有

道理，諮商員能適時的回答問題，提供出必要的資訊，幫助個案整理

思緒。 

 

我覺得做的不錯的是諮商員回答的問題回答的還不錯【調18-3(1)】 

回答的語氣和緩【調19-3(2)】 

有些話很有道理【調16-3(1)】 

提供必要的資訊，幫助個案整理思緒【調05-3(1)】 

 

當事人覺得諮商員回覆信件夠迅速，讓他覺得有受到重視的感

覺，而且能幫助當事人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諮商員的回信速度很迅速,讓人有被重視的感覺【調02-3(1)】 

諮商員的回信速度很快,且能為我找些解決的方法【調24-3(1)】 

諮商員很誠懇,且會一直鼓勵我,回信速度也很快【調02-4(1)】 

 

另外有個案覺得保密性做的很棒，是可以繼續保留的地方。 

 

保密性做的很棒!我認為可以保留!【調09-3(1)】 

 

當事人如果覺得網站的服務不錯，而且專業度夠，甚至會向其他

朋友推薦這樣的求助管道。 

 

文字表達的態度還不錯，諮商員的專業性曾有朋友說是蠻不錯的【調

1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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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案對於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感到不滿意之處 

關於當事人對於電子郵件諮商服務感到不滿意之處，幾乎全面性

的指向回信速度太過緩慢，當事人表示只要能加快回信速度，幾乎就

沒有可以挑剔之處，另外當事人可以體諒到網站服務人手的不足，所

以才會造成回覆信件速度過於緩慢。 

 

我覺得做的不好的只有回信太慢而已,其它的好像就沒有了,只要你們能加

快回信的速度就可以了,也不用使我們等太久【調18-4(1-2)】 

知道是資源缺乏的原因,所以諮商員回信速度慢.【調07-4(1)】 

回信速度有點緩慢⋯【調12-4(1)】 

回信速度【調05-4(2)】 

回信速度太慢【調16-4(1)】 

回信速度問題【調19-4(2)】 

回信速度有點緩慢⋯我尚未收到上封的回信【調12-4(1-2)】 

 

另外當事人在填答諮商服務滿意調查表之前，並未收到諮商回覆

信件，對於尚未收到回覆信件的部份，也會感到不滿意。 

 

我尚未收到上封的回信【調12-4(2)】 

回信速度慢，回覆問題後並未再回覆予我【調19-4(1)】 

 

伍、網路諮商服務網站評估 

當事人覺得網路諮商服務網站的整體設計不錯，滿意電子郵件型

式的諮商方式，若要豐富網站的服務內容，當事人希望可以多提供心

理衛生的資訊；若要增添服務型態，當事人覺得可以增添網路聊天室

的線上諮商或是影音同步的線上即時諮商，另外也有當事人希望可以

增加電話諮商的服務方式。不過也有當事人覺得目前的服務方式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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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他的需求，並不需要再增加其他型式的諮商服務。 

 

我覺得網路諮商網站整體設計的不錯,還可以多加一些有關心理的資訊提供

或是即時諮商服務.【調18-5(1-2)】 

還蠻不錯的，可以提供網路線上諮商或者是電話諮商等等【調19-5(1-2)】 

是的，網路聊天室的線上即時諮商服務、影音同步的線上即時諮商服務、心

理衛生的資訊提供【調12-5(1-2)】 

網路聊天室的線上即時諮商服務，電話諮商【調05-5(1)】 

心理衛生資訊的提供.網路聊天室的線上即時諮詢這兩個不錯【調09-5(1)】 

希望能提供心理衛生資訊【調02-5(1)】 

我覺得是不需要了.這樣對我而言已經足夠.【調07-5(1)】 

 

關於網路諮商服務網站的使用，有當事人覺得網頁上的使用可以

更簡單一點，不過也有當事人覺得隱密性應該再提高一些。 

 

希望網頁使用上更簡單【調16-5(1)】 

我覺得既然是屬於網路諮商,也許該多些隱密性【調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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