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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獨立研究課時，我們討論要做的主題，經由投票表決出這個題目。我們

想知道家長如何管教子女使用網路，並且於研究中設計宣導單，希望讓孩子不

要沉迷於網路。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學生的上網時間多為平均每天半小時。同時，大多數的

家長認為自己了解網路成癮對子女的危害並且會與子女討論網路使用的規則，

也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還發現家長管教子女的方式不只一種，譬如家長會

限制子女使用網路時間、溫和的口頭說理、安裝監控軟體、陪孩子參加戶外的

親子活動等。 

    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家長會管教子女使用網路，並且不同意孩子可以

隨時上網，也不會以忽略、激烈的情緒反應(生氣)、體罰的方式管教。在上網

時間方面，大多數家長認為週末時間才可以上網、子女做完該做的事或因為課

業需要就可以使用網路。從家長的回饋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的家長希望了解如

何有效管理子女使用網路的方法。 

    本研究建議學校單位可以提供家長管教子女的方法、並且建議家長利用多

元的方式來管教子女較有效。未來，本研究可推廣至國高中階段，了解不同階

段家長的管教態度與方法。希望未來的有關研究可多鼓勵父親參與填答，讓研

究結果可以更全面呈現父母親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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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上獨立研究課的時候，老師要我們從食、衣、住、行、育、樂，寫出自己

最喜歡的東西，畫成心智圖，從裡面選出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和同學討論後，

我們發現有些題目是人家做過的，所以就排除掉做過的題目，再將剩下的題

目，以投票表決的方式決定這個主題。 

決定了主題後，我們開始上網查詢與研究相關的資料，記錄下重要的資

訊。我們發現小學生上網最常從事的活動有打遊戲、上社交網站、和傳送文

件。我們還發現家長如果以適合的方式管教介入的話，網路沉迷的機率較低。

我們討論了家長管教介入無效的原因，可能性有想讓孩子放鬆、覺得上網的行

為可以接受，輕忽網路沉迷的傷害、與孩子的親子約定、無法管教孩子、孩子

不聽話。 

我們開始討論家長介入管教孩子使用網路的方法有哪些？經過討論，我們

決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調查全校家長對孩子使用網路的時間與看法以及家

長對預防學童網路成癮的具體措施。最後我們再根據研究結果設計一個家長宣

導傳單，以發傳單的方式對全校的家長進行家長管教介入孩子使用網路的宣

導。 

二、研究目的 

1.了解家長管教介入孩子使用網路的方法。 

2.設計對家長的管教介入宣導傳單。 

3.了解宣導單的成效與讀者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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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成癮的成因 

網路成癮主要是中斷遊戲時，會出現躁動、沮喪等戒斷症狀，及生活習慣

明顯改變等。(林胤斈，2019) 

網路成癮的成因有：一、情緒因素，譬如憂慮、焦慮、好奇心與新鮮感、

無聊感、神經質、衝動控制不良、過動。二、心理動力因素，例如利用網路作

為表現自我的舞台、課業、工作或劇烈生活變化的壓力。三、人格發展因素，

譬如求知與自我價值的需求、低自尊、挫折忍受力低。四、網路人際因素，譬

如親密關係無法得到滿足、現實生活中缺乏歸屬感(家庭關係不佳、同儕關係

不佳)，以網路作為人際互動之橋梁。五、休閒娛樂的功能，譬如玩線上遊

戲、下載軟體、觀看影片，與好友聊天等等。(黃俊傑，2009; 林胤斈，2019) 

友緣基金會(2018)提出孩子離不開網路的七大原因有：一、網路世界很刺

激，有無止境的挑戰；二、生活無聊、缺乏重心；三、生活中缺乏成就感；

四、在生活中缺乏掌控感；五、人際關係挫折，同儕互動有困難；六、自我管

理有困難；七、特殊的生理特質。而王智弘(2018)認為網路成癮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人際關係有問題」，與現實的連結可免於網路成癮。 

由以上資料我們可知不要太沉迷網路的方法有，要做好自律、還有不要太

沉迷於虛擬的世界，這樣會導致你沒有現實感，因此你的人際關係會不好。而

學齡兒童最需要父母親循循善誘，因此，家長管教方式也是影響兒童有沒有網

路成癮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家長管教的方法 

    父母親管教方式的轉變，從早期的「不打不成器」到現在家長過度溺愛小

孩或是不知如何管教小孩。從文獻討論我們知道，父母管教孩子的方式有：專

制型父母、寬容型父母及威信型父母。 

    Baumrind 提出以下幾種父母管教方法 (Baumrind，1983；引自楊青垂，

2005)。專制型就是管教很嚴厲，子女完全遵守規定，親子間缺乏情感交流，

以至於孩子悶悶不樂、被動消極，不願與人交往，生活缺乏目標。寬容型父

母，就是對子女行為表現從不要求，隨子女的個性和興趣發展，以至於孩子的

自信心和學習動機低落，情緒衝動、個性放任，生活缺乏目標。威信型父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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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子女遵守合理、明確的行為規範，子女對的時候給予鼓勵，錯的時候給予糾

正，善於與子女溝通，考慮子女的慾望與需求，以致孩子自信心較強、個性較

活潑、人際關係良好，興趣較廣，生活有目標、讀書用功、努力。 

    劉雁婷(2010)整理父母管教方式的理論與相關研究發現，「孩子是看著父

母親的背景長大的」，父母親從小到大對孩子的管教很重要。而其有關的理論

有心理分析論、認知發展論、社會學習論、存在現象及行為論五大理論。 

    這五大理論的主旨是，一、心理分析論：父母唯有了解兒童的內在驅力，

再進行管教方式，才能避免產生不當影響。二、認知發展論：兒童在成長階段

會有許多不成熟的行為，而父母則應依孩子的發展階段加以輔導和指導。三、

社會學習論：父母管教子女時，應注意子女觀察學習的重要性，並且做到身教

重於言教，如此才能提供良好的楷模供子女學習。四、存在現在論：父母要能

控制情緒，對孩子的行為應有所選擇以使其適切的發展。五、行為論：運用增

強原理、削弱原理、行為塑造，來管教子女。糾正子女不良行為時，多使用剝

奪式懲罰，少用施予式懲罰，以避免兒童產生不愉快的經驗。 

    劉雁婷(2010)也整理了家長管教的相關研究發現父母管教的類型分為單向

度、雙向度及多向度。單向度類型採截然不同的劃分方式，也就是非此即彼的

分類方式，譬如接納、民主、放任、獨斷、權威、平等、寬容、放任、忽視等

等。雙向度以兩個相互獨立的向度，交織構成四個象限來區分。譬如「高權威

-高關懷」、「高權威-低關懷」、「低權威-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而

Maccoby & Martin(1983；引自劉雁婷，2010)提出的父母管教的雙向度類型有

開明權威、專制權威、寬鬆放任和忽視冷漠。多向度的管教方式並非一成不

變，它是用多個向度來思考、劃分，例子有縱容、焦慮、忽視、嚴格控制等

等。 

    我們詢問了家長意見、綜合研究者個人的看法，我們認為雙向度的理論完

整度充足，較適宜發展問卷。並且問卷題目數量適中，能讓受試者仔細閱讀，

有助於問卷回收率的提升。因此，本研究以雙向度作為理論基礎，以此作為我

們的研究分析方向。 

三、家長管教孩子上網行為成效的相關研究 

    學生對上網的需求越來越高，需要花的錢也越來越高，家長也越來越煩惱

這樣的事情。因此家長對學生上網行為的管教也越來越普遍。柯凱齡(2019)研

究指出，國中生手機成癮傾向不高，國中生家長對手機網路管教也傾向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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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生主要管教者的學歷未達大專畢業、學生則是從小學三年級以下開始使用

手機、每日使用手機超過五小時、學習成績丁等、對校園生活不滿意或非常不

滿意之國中生，成癮傾向較高。而不同年級、性別、持有手機者、使用手機時

間不同的國中生，使用手機對其自我概念有負向的影響。 

    王鍾和(1993)提出父母管教方式不同，子女的行為表現有顯著的差異，譬

如說，如果父母採用開明權威的方式子女的行為表現方式最佳。如果父母採用

忽視冷漠的方式，子女的行為表現最差。張政文(2016)研究則發現管教方式為

開明權威、專制權威，則學生上網時數最短；寬鬆放任、忽視冷漠的管教方

式，學生上網時數最長。上網時間越短，成績越高；上網時間越長，人際關係

愈差。林淑美(2007)指出，良好的親子關係，孩子才會有正向的發展。並且大

部分家長(65.1%)贊成孩子擁有手機，反對的家長則只有34.9%。尤吉祥(2014)

的研究也發現家長限制手機的使用，孩子手機上網成癮偏低；網路成癮的中學

生，父母管教初期多用寬容放任。 

    陳慧娟(2016)指出，家長監控、學校行為不熱衷、情感不熱衷與青少年從

事危險網路行為呈正相關；家長限制、家庭凝聚力，學校行為投入、情感投

入，與青少年危險網路行為負相關。家庭凝聚力的影響更勝於家長管教對危險

網路行為的效果。 

    蕭邦琪(2017)對年齡較輕的青少年子女在網路使用的安全上，家長有較多

的憂慮，並設立更多的規則與限制，這些家長們更傾向使用科技工具去過濾、

阻擋與監督。劉宏慈(2008)家長的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子女人數，及網路

使用行為，與網路管教行為有顯著的關聯。低網路素養家長在網路管教頻率、

教導、鼓勵子女使用網路行為上，顯著高於高網路素養的家長。 

    由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知道，不太會使用網路的家長，對網路較不認同、管

教也較多。家長對學生的網路管教傾向如果較高，學生也較不會沉迷於網路。

家長使用開明權威的方式管教孩子使用網路的行為，會使孩子使用網路的時間

較少。家長使用寬鬆放任、忽視冷漠的方式，會使孩子使用網路的時間較多。 

    從文獻探討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研究偏向青少年或國中生，而忽略了國小

生的管教方式。因此，我們的研究以國小生家長為研究對象，希望了解國小家

長管教子女使用網路的方式以及國小生使用網路的時間，最後用研究的結果來

製作宣導單，幫助家長了解如何有效管理子女使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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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以下流程進行研究主題的探討，依序為： 

    1.訂定主題：討論與選擇研究主題。 

    2.文獻探討：搜尋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 

    3.小組討論：討論問卷發展方向。 

    4.發展問卷：依據理論發展問卷題目，製作雙向細目表，並進行專家效度

檢驗。 

    5.問卷調查：請導師幫忙發放問卷。 

    6.問卷分析：回收問卷後，分析調查結果。 

    7.整理研究結果：將蒐集到的資料統整後，歸納結果。 

    8.討論結論：小組共同討論研究結論。 

    9.製作宣導傳單：根據研究結果，製作宣導傳單。 

    10.發放傳單：請導師幫忙發放傳單。 

    11.傳單回饋：了解家長在閱讀宣導單後的反應。 

    12.撰寫報告：撰寫研究報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調查研究法，首先先確定研究主題，然後閱讀與主題相關的文

獻，之後開始設計問卷，再請學務、教務主任進行專家效度檢查和評估問卷的

問題。我們依據專家的建議來進行修改問卷的工作。再第二次給專家檢查問

卷，依據專家建議修改後，我們請台南市區兩個國小的一到六年級導師，以 A

校每個年級兩班、B 校每個年級一班，六個年級共18個班，發放紙本問卷324份

給學生家長。最後收回問卷309份，回收率95.37%。研究者利用 GOOGLE 表單輸

入問卷內容、統計資料。最後，依據問卷的資料來進行研究問題討論並製作宣

導傳單。宣導傳單發放後，再利用 QR CODE 設計，讓家長能線上回傳閱讀感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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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結果： 

一、基本資料分析： 

1.抽樣的學生性別男生是51.1%、女生是48.9%，

男女生的抽樣數量大致平均，所以我們的研究具

有代表性。 

2.抽樣的學生年級中，六年級占21%所占比率略

高、四年級9.7%所占比率略低，其他年級約略都

在16%-18%之間。 

3.在填答者與孩子的關係中，母親占的比例最高，

占69.9%；而父親占的比例為22.7%，其他則由其他

親屬填寫，占7.4%。因此，本份問卷的結果，會較

偏向呈現母親的思想、觀察與觀點。 

4.在「我的孩子平均上網時間」中，每日半小時最

高(26.2%)、其次是每日一到二小時(24.9%)、再來

是每日半小時到一小時以下(21.4%)、再來是每日0

小時(14.9%)，最後是每日兩小時以上(10%)。值得

注意的是，有2.6%的家長不清楚小孩的上網時間。 

二、家長管教子女網路行為的態度及方法分析 

1.在「我覺得我的孩子每週的上網時間」中，超過

半數的家長(57%)認為每週孩子上網的時間是剛好

的。其次是覺得孩子上網時間很久占27.2%，再來是

「從不上網」占了9.4%，而認為孩子上網時間太少

的則占6.5%。比對基本資料第三題，研究者發現近六成的家長認為子女的每週

上網時間剛好，但剛好的時間是每週0小時、半小時或一小時、兩小時，則在

家長間沒有共識。 

2.在「我了解網路成癮對兒童身心的傷害，例如成

績落後、人際疏離……等」這題中，絕大多數的家

長非常清楚(83.5%)或有點清楚(14.6%)網路成癮的

危害，但仍有少數的家長不太清楚(1.3%)或非常不

清楚(0.6%)網路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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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我覺得我管教孩子使用網路的方式能

有效約束其使用網路的時間」中，絕大多數

的家長非常同意(52.1%)或有點同意(37.5%)

自己能有效管束孩子的網路使用，只有少部

分的家長認為不同意(7.8%)或非常不同意

(2.6%)。顯示將近九成的家長對於自己管教孩子的網路使用方式有自信，只有

10.4%的家長覺得自己無法有效的管教子女。 

4.在「我覺得學校可以提供家長管理孩子

使用網路的方法與資訊」中，高達九成五

以上的家長非常同意(70.9%)或有點同意

(25.6%)此說法，只有極少數的家長不同意

(3.6%)此觀點。顯示教育單位如果提供管

理孩子使用網路的方法，可以獲得大多數家長的支持。 

5.在「我會和子女討論網路或3C 的使用規

則與時間」中，我們發現九成七以上的家

長，非常同意(73.1%)或有點同意(24.3%)與

子女共同討論使用3C 的規則與時間，而只

有極少數的家長不同意(1.6%)或非常不同意

(1%)和子女討論使用3C的規則與時間。 

6.在「我會堅持和子女使用3C 及網路的約

定進行獎勵或懲處」中，將近九成(89.3%)

的 家 長 非 常 同 意 (58.9%) 或 有 點 同 意

(30.4%)，只有約一成的家長不同意(9.1%)

或非常不同意(1.6%)。 

7.在「我覺得子女所有的網路或3C 使用行

為、時間，都必須由我限制、規定與決

定，不可違反」中，有約八成的家長非常

同意(46.6%)或有點同意(34.6%)，只有將

近兩成的家長不太同意(16.2%)與非常不同

意(2.6%)。這一題與第五題的答案高度重複，顯示家長有不只一種的管教子女

的方式，並因應當時的情況實施不同的教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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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我覺得子女使用網路或3C 的行為都

是合理的，就算子女使用網路時間太久，

我也不會介入」中，絕大多數的家長

(90.6%) 非 常 不 同 意 (55%) 或 不 太 同 意

(35.6%)，只有低於一成的家長有點同意

(5.5%)或非常同意(3.9%)。此結果與第六題有一致性，顯示問卷的內容能反應

家長的情況，近九成的家長會管教其子女的網路使用。 

9.在「我允許子女在任何時間都可上網或

使用3C」中，有九成二的家長非常不同意

(57.3%)或不太同意(35%)，只有不到一成

的 家 長 有 點 同 意 (5.8%) 或 非 常 同 意

(1.9%)。本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家長不太會

有放任孩子使用網路的行為，但仍有少數的家長會放任孩子使用網路。這些家

長是因為工作忙碌無法花時間陪伴孩子或是孩子叛逆無法有效管教子女，都是

未來研究值得繼續探討的地方。 

10.在「我會以溫和、口頭說理的方式來管

理子女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有大

約八成的家長非常同意(38.8%)和有點同意

(44%)，但仍有一成七的家長，不太同意

(13.6%)和非常不同意(3.6%)。研究者對於

這一成七的家長是用什麼方法管教子女上網非常的好奇，是未來可加以研究的

方向。 

11.在「我會以口頭約定的方式管理子女

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可以發現將近

九成五的家長非常同意(54%)或有點同意

(40.8%)，而極少數的家長不太同意(4.2%)

或非常不同意(1%)。顯示絕大多數的家長

都會用口頭約定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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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我會以安裝軟體或 APP的方式管理

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中，有約七成

的家長非常同意(27.8%)或有點同意

(43.4%)，而有將近三成的家長，不太同意

(23.6%)或非常不同意(5.2%)。研究者認為下載軟體較複雜也較容易被駭客入

侵、中毒；因此，較少的家長會願意使用此方法。 

13.在「我會以帶孩子參加戶外活動的方式

來減少子女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約

九成六的家長非常同意(66%)或有點同意

(30.4%)，而極少數的家長不太同意(2.3%)

或非常不同意(1.3%)，顯示大部分家長會

與孩子外出互動。 

14.在「我會以限制(不能使用3C)的方式

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大

約八成的家長非常同意(37.5%)或有點同

意(45.6%)，而有約一成六的家長不太同

意(14.9%)或非常不同意(1.9%)。顯示大

部分的家長會以限制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15.在「我會以不理睬的方式來管理子女

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有約九成三的

家長不太同意 (36.2%)或非常不同意

(57.3%)，只有少部分的家長非常同意

(2.3%)和有點同意(4.2%)。此題結果與第

11題有一致性，顯示大部分的家長都會處理孩子上網的使用方式與時間，且至

少會以口頭提醒的方式管理。 

16.在「我會以激烈的情緒反應(暴怒、生

氣)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 的使用時間」

中，有七成八的家長不太同意(44.7%)或

非常不同意(33.3%)，而大約兩成二的家

長非常同意(3.6%)或有點同意(18.4%)。

顯示大部分的家長不同意以激烈的情緒反應來管教子女上網，但仍有兩成的家

長無法以理性和平的方式管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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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在「我會以體罰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

網或3C 的使用時間」中，我們可以發現有

將近八成五的家長非常不同意(44%)或不

太同意(40.5%)用體罰的方式來管教子女

使用網路或3C。只有大約一成五的家長有

點同意(10.7%)或非常同意(4.9%)。從16題和17題中我們發現如果一個班有30

個學生，約有6個學生的家長會罵小孩，而有4-5個家長會打小孩。而大部分的

家長，則不會用激烈的情緒反應或體罰方式來管理子女使用網路。我們覺得鼓

勵家長用文明的方式處理，比用打罵的方式更有效，因此，我們覺得製作宣導

單，發給家長，是一件重要的事。 

18.在「您平時對子女上網或3C 的使用時

間有那些要求與規定」中，有一半的家長

(50.2%)規定「只有週末才可以上網」，而

在「其他」的選項內，研究者利用項目分

析發現許多家長回饋表示在孩子做完自己

該做的事後、因為課業需要或用限時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 

19.在「請問您還想知道下列那些有關網路使用安全的主題」中，在複選的條

件下，我們發現大多數的家長(63.6%)想知道「如何有效管教子女使用網路」，

其次是「網路的安全」(53.4%)再來是「網路的危害」(50.5%)。因此，我們將

以家長最重視的主題-「如何有效管教子女使用網路」，來進行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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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傳單製作 

 在我們的宣導單製作中，我們首先用手繪的方式分工畫出宣導單，但我們

發現用手繪的方式字不工整、耗時、別人不易了解宣導內容。因此，我們改用

電腦文書處理軟體(Word)製作。 

    最上面，我們用提問的問句，來誘發讀者對內容的興趣。之後用問答的方

式，將我們的研究結論放入宣導單中，最後我們將我們的研究建議提供給家

長。宣導單最後，研究者加了一個 QR CODE 讓讀者可以在閱讀完畢後，提出對

問卷的建議。(宣導單如附件。) 

    由宣導單回饋結果我們發現有6個回應，反應皆為正向，有四人認為此宣

導單對家長管教子女「很有幫助」(占66%)，有兩人認為「有點幫助」(占

33%)。但宣導單的回應率(0.02%)和問卷回收率(95.37%)相比有天壤之別，我

們討論下次可以用送小禮物的方式或填寫紙本回條的方式來提升回饋比率。而

分析家長的質性回應，也大多站在鼓勵的角度出發，其中有一位家長建議多利

用數字、圖表來呈現結果。宣導單回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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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從基本資料分析中，本研究的樣本各年級的男女性別取樣平均，除四年級人

數較少外，其他年級人數較為平均。問卷的填答者多為母親，因此本研究的結

果較會偏向母親的觀點。而研究也發現學生的上網時間多為平均每天半小時。 

2.六成的家長覺得子女上網的時間是剛好的，但剛好的時間是每週0小時、半

小時或一小時、兩小時，則在家長間沒有共識。 

3.絕大多數的家長認為自己了解網路成癮對子女的危害、對於自己管教子女使

用網路的方法有信心，但是仍希望學校能提供管教孩子使用網路的相關資訊。 

4.大多數家長會與子女討論網路使用的規則，並且會堅持自己的立場；同時，

我們發現家長管教子女網路的方法不只一種，如家長會限制子女使用網路時

間、溫和的口頭說理、安裝監控軟體、陪孩子參加戶外的親子活動。 

5.大多數的家長會管教子女使用網路，並且不同意孩子可以隨時上網。家長還

不同意以忽略、激烈的情緒反應(生氣)、體罰的方式管教。 

6.在上網時間方面，大多數家長認為週末時間才可以上網、子女做完該做的事

或因為課業需要就可以使用網路。 

7.在有關網路安全的主題中，大多數的家長希望了解如何有效管理子女使用網

路的方法。 

 

二、建議 

1.如果學校單位提供家長如何管教子女上網的方法，可獲得大多數家長的支

持。 

2.請家長因應不同的情況，實施多元的方式(說理、親子活動、裝軟體、口頭

約定)來管教子女較有效。 

3.本研究未來可推廣至國高中階段，了解不同階段別的家長是否管教態度、方

法有所不同。 

4.希望未來抽樣時，父親也能多參與填答，讓本研究更能全面呈現父母親的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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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研究心得一(C生)： 

剛開始我們想要做網路遊戲的研究，但是上網後卻發現已經有超級無敵多

人做過網路遊戲的研究了，因此我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幸虧老師一一帶我

們從食、衣、住、行、育樂之中想出主題，才讓我們可以知道要做什麼。 

決定主題之後，我們非常無敵的開心，因為我們以為已經把最難的部分做

完了。但經過老師講解後，我們才恍然大悟發現決定主題其實是超級無敵霹靂

簡單的，後面卻還有很多很困難的部份等我們來做呢!唉，真是傷心。 

在進行研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是閱讀文獻，閱讀文獻不但有很多份要

看，他也不像一般故事書一樣好看，因此閱讀文獻非常的無聊呢! 但是他卻對

我們的研究非常有幫助，它可以提供我們設計問卷時拿來做參考，因此閱讀文

獻最讓我印象深刻。 

看到那麼多我們打出來的結果，讓我非常的興奮，因為這些結果我們花了

快一年的時間才完成，但後來才發現還有心得要打，就感到非常疲憊，可是我

們還是克服了自己，慢慢的打心得，最後終於把心得打完了。 

    我們要感謝的人有好多人，有老師、主任、同學和他們的家長……，這些

人都有配合我們發問卷、填問卷、收問卷……如果少了他們，我們可能現在連

一個主題都沒想出來，因此我們要向這些人說感謝的話:「謝謝你們，你們辛

苦了。」🐬 

 

研究心得二(J生)： 

那時還不清楚要做些甚麼，還好老師一一帶我們從食、衣、住、行、育、

樂的心智圖中想出要做的主題有哪些，一開始本要做關於網路遊戲的研究，但

是因為許多人做過了，所以我們開始討論其它和網路有關的題目，因而擬定了

這個主題。 

決定好題目後，我以為在研究中最困難、最辛苦的事情做完了，當時我覺

得好放鬆、好快樂哦。但聽到老師說這個是研究裡面最簡單、輕鬆的部分時，

我整個人都崩潰了，因為還有更困難、辛苦的難題在等著我，唉……真是傷

心。 

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我覺得文獻探討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部分，因為文

獻探討不是像一般的長篇小說一樣趣味盎然，而是需要閱讀許多枯燥乏味的論

文，還要絞盡腦汁想出其精華與重點，是一份辛苦的工作。  

研究結論完成後，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我看到了這段時間辛苦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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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了解更多小學生的上網情形，還讓我見識到其他家長是如何管教子女使

用網路的，我非常感謝我能有這次參與這個機會，讓我獲益良多。 

我首先要謝謝我的老師，因為從做這個研究的一開始我們還不清楚狀況

時，老師就非常有耐心地指導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遇到難題時也給我們

方向，幫助了我們非常多。我也要謝謝我的爸爸幫我在他的學校發問卷，讓研

究結果更多元，更豐富。🦏 

 

研究心得三(H生)： 

剛開始做研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幸虧有老師慢慢的教我們，

才讓我們漸漸了解要做甚麼。開始做研究時，我們原本想做網路遊戲的研究，

但發現已經有人做過了。因此我們改做家長管教子女使用網路的研究。 

決定了我們的研究主題後，我們開心地手舞足蹈，因為我們認為已經把最

難的部分做完了。但之後我們才發現決定研究主題是一件非常簡單的小事，而

且老師還跟我們說後面還有更難的事情在等著我們，讓我們非常失望。 

在進行研究時，我認為文獻探討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因為要讀完全部的

參考文獻，會讓人非常疲倦。但因為閱讀文獻對研究非常有幫助，而且還可以

給我們的問卷做一個參考。所以我們才有精神繼續閱讀文獻。 

在做完研究結論後，我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我們做文獻探討、發問卷、

製作宣導傳單……等，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但後來又發現有研究心得要打，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疲倦。但之後我們依然慢慢地打，把研究心得打完了。 

在這次的研究中，有許多幫助我們的人，例如引導我們思路的老師、幫助

我們發傳單的學校主任、以及配合我們調查的學生家長……這些人都是我們要

感謝的人。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們可能連主題都想不出來，停留在原點。所

以我們要在這裡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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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細目表 

向度 題號 

基本資料 1-1,1-2,1-3,1-4 

家長知覺 2-1,2-2,2-3,2-4 

管教態度：開明權威 2-5,2-6 

管教態度：專制權威 2-7 

管教態度：寬容放任 2-8 

管教態度：忽視冷漠 2-9 

管教方式 2-10,2-11,2-12,2-13,2-14,2-15,2-16,2-17 

開放問題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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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管教孩子網路使用的方法之研究 

親愛的家長：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了解您對子女的網路及3C 使用的管教方式。您的回答，我

們不會對外公開，僅作學術研究、絕對保密。請您依照實際狀況填答，並且

不要遺漏任何題目，謝謝您的協助。 

台南市**區**國小資優班*年級 

指導老師：***  老師 

                                              研究者  ***、***、***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貴子女的性別：□男性  □女性 

2.貴子女的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3.與孩子的關係：□父親  □母親  □(外)祖父母  □其他：________ 

4.我的孩子平均每天的上網時間： 

□0小時  □半小時以下  □一小時以下   

□1-2小時 □2小時以上   □我不清楚  

第二部分：家長管教子女網路行為的態度及方法 

1.我覺得我的孩子每週的上網時間。  □很久  □剛好  □太少  □從不上網 

2.我了解網路成癮對兒童身心的傷害，例如成績落後、人際疏離……等。 

□非常清楚  □有點清楚  □不太清楚   □非常不清楚 

3.我覺得我管教孩子使用網路的方式能有效約束其使用網路的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4.我覺得學校可以提供家長管理孩子使用網路的方法與資訊。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5.我會和子女討論網路或3C的使用規則與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6.我會堅持和子女使用3C及網路的約定進行獎勵或懲處。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7.我覺得子女所有的網路或3C 使用行為、時間，都必須由我限制、規定與決  

定，不可違反。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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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覺得子女使用網路或3C 的行為都是合理的，就算子女使用網路時間太久，

我也不會介入。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9.我允許子女在任何時間都可上網或使用3C。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0.我會以溫和、口頭說理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我會以口頭約定的方式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2.我會以安裝軟體或 APP的方式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3.我會以帶孩子參加戶外活動的方式來減少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4.我會以限制(不能使用3C)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5.我會以不理睬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6.我會以激烈的情緒反應(暴怒、生氣)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7.我會以體罰的方式來管理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 

  □非常同意    □有點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18.您平時對子女上網或3C的使用時間有那些要求與規定？ 

  □只有週末才可以上網    □只有寒暑假才可以上網    □其他，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請問您還想知道下列那些有關網路使用安全的主題？(可複選) 

  □網路的危害    □網路的幫助   □如何有效管教子女使用網路   

  □網路的安全    □其他，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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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孩子過度使用網路的困擾嗎？ 

您有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上網的煩惱嗎? 

以下幾個小秘訣，可使您的子女不沉迷於網路、

讓您的子女遠離網路陷阱。 

你知道嗎??  根據研究，學生的上網時間平均多為每天半小時!!! 

Q1:我的子女使用網路超過約定時間，怎麼辦??!!! 

A:管教子女使用網路時，父母應該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Q2:我要怎麼管理子女使用網路？ 

A:您可以(1)限制子女使用網路時間 

                 (2)溫和的方式口頭說理 

                 (3)安裝監控軟體 

                 (4)陪孩子參加戶外的親子活動 

千萬不可以…… 

讓孩子隨時上網 

也不可以…… 

用忽略、生氣、體罰的方式管教。 

根據研究，大部分的家長會讓孩子做完該做的事、在課業需要的

情況下就可以使用網路或者週末時間才可以上網。 

請家長因應不同的情況，實施多元的方式(說理、親子活動、裝

軟體、口頭約定)來管教子女較有效。 

讀者回饋：你覺得這份宣導單對你有幫助嗎？ 

掃描 QR CODE 麻煩您給我們意見與指教。 
 

 
台南市**區**國小資優班 

*年級獨立研究宣導單 

***、***、*** 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