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諮商輔導組
副教授
　　　　　　　　　　　　敬啟

延續上一期與教師討論談情說愛的議題，
本期則專為兒童與青少年的情愛教育困擾的家長所規劃。

倚聖老師透過活動提示家長可以注意的徵兆，家長篇提綱
挈領提醒家長面對孩子網路交友議題時的應對要領，希望
有助於現場的任課教師掌握與家長溝通的基本原則；而最
後部分，編輯群為導師準備實用的對話綱要與例句，幫助
導師與家長的溝通。

2021年接近尾聲，感謝編輯群七位小矮人的專業與創意，
為學校輔導工作注入活力與青春；也感謝讀者的熱情迴
響，讓我們知道花種子已然撒播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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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當女兒戀愛時--青少年的網路世界比你想的閣較複雜當女兒戀愛時--青少年的網路世界比你想的閣較複雜
愛的魔力轉圈圈--破解戀愛迷思，讓孩子在情「網」裡不迷路愛的魔力轉圈圈--破解戀愛迷思，讓孩子在情「網」裡不迷路

本期主題 兒童與青少年情感的疑難雜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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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長期在中國經商，我獨自帶大女兒敏敏，
雖然不太懂該如何與她溝通，

但起碼生活照料上我可是勞心勞力，
只要她想要，我都買給她，

手機、平板、電腦，
就連她想參加才藝班我都沒意見，
但…我是真的不知道她在想什麼。

 砰

不知道沉思了多久，
我抬頭看看時鐘，

赫然發現已經九點，
敏敏怎還沒回來，
我撥打她手機，

沒想到鈴聲卻從她的
房裡傳了出來…

不知道⼤家是否有玩過解謎遊戲？
通常在每個解謎遊戲當中，

都會伴隨⼀個吸引⼈的劇情架構，
隨著遊戲的推進，你會慢慢地釐清整個故事脈絡。

�
今天想帶⼤家體驗看看「現實版」的解謎遊戲，

你是否能了解⻘少年的故事�？
讓我們⼀起⼀探究竟吧！

當女兒戀愛時
青少年的網路世界比你想的閣較複雜 文/林倚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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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站 附���

交友軟�

��*

戴�險套 懷孕�率

國中⽣ 性⾏為

天天玩��* 結�

天天玩�� 儲值

阿武

以下為尚未�讀的訊息

�有GOOGLE餐廳了ㄇ？
很期待第⼀次的⾒⾯，
放⼼我不會像你前男友⼀樣渣ㄉ
(燦笑)

寶⾙晚安，
沒有�陪我就睡不著了，
今天還要掛睡*嗎？

好啊~

*掛睡：在睡覺時保持語⾳通話。
*探探：⽬前⻘少年常⽤的交友軟體之⼀。
*天天玩樂園：⽬前⻘少年流⾏的⼿機遊戲，結合遊戲、交友、訊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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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Line FacebookFacebook InstagramInstagram 天天玩��天天玩��

YoutubeYoutube TikTokTikTok ZenlyZenly 蝦⽪購物蝦⽪購物

SafariSafari
SnowSnow KKBOXKKBOX

WePlayWePlay

天天玩��
�哥�原諒我吧��存的照�我都刪掉了�不信�可�拿我⼿�檢��我真的很���3000�儲值的錢�不⽤��了沒關��我們�合�嗎�

爸�給我

3000��
�交才�

�的錢�

才��不是上禮拜才

剛收�錢嗎�

除了上才����可

不可�����⼀下

學校功課�

���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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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故事內容，真真切切發生在目前青少年的生活之中。
網路交友、遊戲儲值、語音聊天是青少年習以為常的生活型態，
看似危機重重，但更危險的是，
身為家長的我們不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他們。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能帶給大家一點不同的經驗與感受。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學習該如何與他們相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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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從手機裡面得知女兒時常與一名叫阿武的男性通電話。

而在line訊息中發現兩人是透過交友軟體相識的，
除了關係親密之外，還約定好要見面。

另外也在筆電搜尋紀錄中驚覺敏敏可能早已發生過性行為。

在平板裡，爸爸明白了剛剛與敏敏吵架的原委，
原來敏敏是想拿錢去處理有關手機遊戲的事情。

最後爸爸透過FB的訊息，得知敏敏離家之後，
去找了閨蜜小芳，也在連繫之下終於找到敏敏。

6
引用來源：林倚聖（2021）。當女兒戀愛時—青少年的網路世界比你想的閣較複雜。中原諮商輔導通訊，7，2-6。



媽媽看完訊息後，質問糖糖，糖糖⽮⼝否認交往⼀事，
堅持雙⽅只是朋友，對話�容只是開玩笑。

媽媽覺得不放⼼，打電話向班導師詢問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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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魔力轉圈圈
破解戀愛迷思，讓孩子在情「網」裡不迷路

文/ 石佳穎、林冠每、林倚聖、林敏妮、翁子涵、高婉玲

糖糖甜美可愛，個性外向活
潑，在學校⼈緣不錯。

糖糖會利⽤可以上網的時間
認識許多網友，甚⾄有些互
相以⽼公⽼婆來稱呼。

某天媽媽打開電腦後發現⼥
兒的對話紀錄……

糖寶〜�這張⼤頭照很可愛捏，
還有其他⾃拍照⽚可以傳給窩嗎

蛤

那我也要看看你其它照⽚

不然…疫情結束後我們出去玩〜

可是我媽應該咘會答應…

�可以跟��要跟同學去圖書館

我怕你被我帥死
我要吐了

(///▽///)，那腦公你要答應
我不ㄎ以傳給其他⼈看歐

我真的好想⾒�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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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過3次的好朋友，
應該約出來⾒⾯。

國中⼆年級

我們無所不談，
他是最瞭解我的⼈。

國⼩四年級

在⼿機遊戲認識很多⼈，
有幾個⼤哥⾮常照顧我，
花錢買遊戲寶物送給我。

國⼩六年級

他聲⾳很好聽，
會陪我聊天、玩遊戲，
晚上也願意跟我掛睡。

國⼩六年級

⽂字看起來很溫柔，我想他
是⼀個很不錯的交往對象。

國中⼀年級

我們在FB認識，他常跟我
聊天，�我⼤頭照很好看，
希望可以多傳⽣活照。

國⼩五年級

我⼼情不爽時，他也幫我駡對⽅，
我覺得他⼈很好、很會保護⼈。
最近有想約出來⾒⾯。

國中三年級

我們公會*的⼈都很好，
會帶練還會送裝備，
固定時間會上線聊天。

國⼩四年級

網路交友
⽐想像得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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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遊戲中的⼩群組，通常遊戲會有公會專屬的功能、活動或任務，促使玩遊戲的玩家可以⼀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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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孩子使用網路交友、談戀愛，
可以用什麼樣的態度與孩子談論？

態度理性和緩，表達願意陪伴、耐⼼傾聽。
「我看到你最近使⽤網路時很常跑出對話框，我很好奇這些⼈你是怎麼認識的？」
「我發現你最近在網路上跟網友聊天，這樣的舉動讓我有點擔⼼，我想要跟你談談。」

主動表達關⼼，暫停質疑否定

家⻑篇

透過尋找網路資料、整理相關資訊，討論網路交友的優缺點與危機。
可舉例⾃⾝戀愛經驗提供孩⼦作為參考，提升使⽤網路交友的安全性。
「我知道年輕⼈喜歡也習慣使⽤網路交友或連繫，
    想請你試著找找網路交友的好處與壞處，我們⼀起了解看看。」

共同�找資料，討論網路交友的危機

以網路交友優缺點與危機等客觀資料作基礎，討論網路使⽤公約。
違反規定要有相對應的作為，若孩⼦因⽽產⽣情緒時，則溫和表達：
「我知道你現在覺得很⽣氣，可是這是我們講好的規則，我期待我們能共同遵守。 
    我很珍惜我們的親⼦關係，請讓我能�繼續相信你。」

⼀同訂定網路交友的安全守則

網路使⽤安全約定�

了解個資能透露的範圍避免涉及法律的⽂字影⾳不單獨與網友⾒⾯避免⾦錢交易

使⽤網路已是現代孩⼦⽣活中的⼀部分，
家⻑們不妨先試著瞭解現代網路的⽣態、
孩⼦的3C使⽤習慣及網路戀愛相關管道，
以開放的⼼態拉近與孩⼦之間的距離。

溫馨⼩提醒

孩⼦使⽤網路交友的動機不盡相同，
家⻑們可利⽤平⽇休閒活動時，持續與孩⼦討論網路交友的情形，
讓孩⼦知道不是只有網路世界的網友�他，現實⽣活中也有⼈關⼼他。

持續陪伴，並且保持關⼼

動機

渴望被認同
渴望被理解
渴望被愛
逃避挫折
⼈際壓⼒
課業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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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觀察到的�容回饋給孩⼦，讓孩⼦知道家⻑的肯定與期許。

觀察交往的影響1

「你和OO交朋友，能兼顧學業和⽣活作息，你的⾃律讓我們很欣慰。」

觀察項⽬：⽣活作息 / 課業學習 / 個⼈情緒

透過平時互動了解孩⼦的⼈際或交友情形，
成為孩⼦的「重要他⼈」，孩⼦會瞭解⾃⼰可以與⽗⺟談論感情。

引導討論2

「在我⼤學時代很多班對會與班級�節， 你們�？
    同學在有了交往對象之後，⽣活會出現什麼不同嗎？」

「你知道⾏為的界線在哪裡嗎？你覺得我的擔⼼可能是什麼？」
「當對⽅提出要求，你會怎麼回應�？」

以開放⼼態回應孩⼦的想像與好奇，進⽽降低⾝體界線的⾵險。 

教導孩⼦在性與⾝體界線等議題，有能⼒表達「我不喜歡這樣」、
「我不舒服」、「我不要」。

⽗⺟以⾝作則尊重孩⼦的⾝體界線，像是尊重孩⼦的隱私、
不評論孩⼦或他⼈的外貌與⾝體等。

自我保護3

「談論代表重視」
避⽽不談無法阻⽌戀愛。
戀愛是必修的⼈際議題，
也是⽣命中美好的經驗。

當孩⼦談戀愛，
⽗⺟可以這樣做：

討論談戀愛
等於在⿎勵

孩⼦們去做？
現階段適合
跟孩⼦討論

談戀愛這件事嗎？

中原⼤學 2021年12月22日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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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

談戀愛是成績下滑可能的原因之⼀，但兩者之間並不是必然的關係。

若⽼師有此擔⼼，可以直接與學⽣討論：

⻘少年階段的孩⼦總期待能對⾃⼰的⽣活有所掌控；
⽽導師的⾓⾊，則是協助他們分析每種選擇的優劣。

談戀愛的可能影響，

或者藉由優質談話節

⽬探究這個議題，讓

同學思考是否在此時

談戀愛。

當前成績退步的狀況，討論可⾏的解決策略。例如：重新分配談戀愛與學習時間的⽐重等。

預 防 性 討 論 處 理 性 討 論

談戀愛會影響到學⽣的學習重⼼？！

學⽣⾝體界線拿捏不當，易引發性平議題？！

導師面對班上青春戀愛議題，
可能會出現的擔心或迷思有…

中原��輔��訊 ��期

在這個資訊量爆炸、網路資源唾⼿可得的時代，
學⽣能輕易從媒體中得知性別交往的訊息，
⾝體界線的議題已充斥在學⽣的⽣活中。

透過談話幫助孩⼦們更理解現實社會，
也讓孩⼦們知道這些事情可以跟⽼師訴�，
不會因此⽽得到責罰，反⽽會得到更多解答！

傳遞界線、安全與法律等概念，
做⾝體界線的約定。
仔細�明為何需要這些約定，
協助學⽣建⽴合適的相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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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篇導師面對班上青春戀愛議題，
可能會出現的擔心或迷思有…

中原��輔��訊 ��期

導師態度開放，變相導致班級談戀愛⾵氣盛⾏？！

教師的態度會讓孩⼦在談戀愛的過程中更放⼼，
知道遇到問題的時候可以找教師求救，
⽽不是像無頭蒼蠅⼀樣地搜尋網路資料，
或和好兄弟、好閨密討論。

與家⻑管教理念不⼀致，會破壞親師關係？！

教師若在學⽣的戀愛議題上有相關的疑慮，
可以主動將想法與態度向家⻑進⾏�明，
澄清理念並找到彼此都能接納的平衡點。

議題的出現是危機也可能是轉機，端看在關係中的每個⼈選擇以什麼樣的態度⾯對，
期待教師和家⻑都能發揮智慧，陪伴孩⼦發展幸福⼈⽣重要的關鍵̶「愛」的能⼒。

親師⼀致的態度
能避免學⽣無所適從

更能成為在孩⼦受傷時刻
牢牢接住他的雙重安全網絡

理性的討論與開放的態度
可以幫助學⽣對這個議題

有更多的了解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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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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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時間

本期以解謎遊戲作為開頭，
幫助讀者更了解⻘少年的網路交友世界，
進⼀步討論成⼈可能出現的迷思與擔⼼，
透過簡單語句幫助讀者與孩⼦談「愛」，
也期待�在�讀後給予我們回饋喔！

投稿截⽌⽇為110.12.31 (五) ，
並��會�得��⼩禮物喔� 

��其��問���來信洽詢�

mirrormirror5366@gmail.com
(�鏡啊�鏡�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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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學教育研究所111學年度招⽣考試

報名⽇期：111年01⽉05⽇-111年01⽉25⽇

招⽣名額：碩⼠班15名、碩⼠在職專班40名。

考試科⽬：審�資料(50%)、⾯試(50%)。

報考資格：
1.獲有學⼠學位或具有同等學⼒
   並符合本校招⽣簡章所訂有關同學⽴認定標準者。
2.碩專班報名時須為在職⼯作者
   且須⼀年(含)以上之⼯作年資。
3.在職者亦可報考碩⼠班。

⾯試⽇期：
-碩⼠班-111年02⽉25⽇(五)
-碩專班-111年03⽉04⽇(五)

招⽣網站 系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