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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技日新月異，雖然這為我們帶來很多方
便，但部份年青人卻過份沉迷其中，特別是愛
玩網上遊戲的年青人，可以一天花上15小時上
網，甚至為了使用網絡而逃學，並嚴重影響其
家庭關係。其實不論是西方先進國家或鄰近本
港的地區（例如國內及南韓等地）已發現部份
電腦使用者出現了「沉迷網絡」的情況，而長
期參與網上遊戲的電腦使用者則有「打機成
癮」的現象。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２００３)

2.「網上沉溺」

•不上網後仍屢屢思念網上的活動。

•需要越來越長的上網時間才能得到相等程度的
滿足。

•無法控制上網衝動，或企圖減少上網但無法成
功。

•不上網時有情緒化,憂鬱或煩燥不安等退癮或戒
斷反應。

•上網時間遠超過預期的時間。

(突破／東華三院不再迷網)

定義 網絡成癮的五大種類:

•網絡關係成癮--過份投入網上關係，例如聊天室、留

言版及即時溝通工具如ICQ, MSN Messenger, Yahoo
Messenger等；

•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強迫性網瀏覽網

頁（Web Surfing）、不斷地查尋資料庫(Database
searches)或不斷地檢視電郵；

•電腦成癮(computer addiction)--強迫性玩電腦遊
戲，這不僅限於雖連線上網的網絡遊戲。

•網絡色情成癮--強迫性瀏覽網上成人網站／色情資訊
和參與網絡性愛 ( cyber-sex )；

•網上賭博--上網主要圍繞網上賭博,購物等

如何分辨「沉溺上網」者

(Young, K.,1996)列出8項「上網成癮」的指
標，給網上瀏覽者作自我評估，如當中有5項或以
上的回應乃「是」，即表示自己有上網成癮的傾
向。

1.你是否覺得心思被網絡所佔據，包括上線及離線的時候？

2.你是否覺得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網絡上，才能獲得滿足？

3.你是否多次努力嘗試去控制或停止使用網絡，但總是失敗？

4.當你要中止連線或停止上網時，你是否覺得悶悶不樂、情緒
低沉、容易發怒？

5.你上網的時間會否比預期的時間長？

6.你會否為了上網，寧願冒著損失重要的人際關係或教育機會
的危險？

7.你曾否向家人或朋友說謊，以隱瞞自己沉迷上網的程度？

8.你上網是否為了逃避問題或釋放一些感覺，例如無助、罪
疚、焦慮、沮喪？

(Young, K.,1996)

原因
•馬和民、吳瑞君（2002）認為在網絡世界中，沒
有人介意自己的身份、樣貌是否娟好、身體有否
殘疾缺陷。因此，在網絡溝通時，他們可完全釋
放自己，勇於發表自己的觀點。

•一些常感到自己被遺棄、在現實中找不到滿足
感，如成績差、社交關係差的人，在虛擬世界中
會有另一番體會，因為打得「好」，自己會有滿
足感，即使失敗了，在網上換上另一個身份又可
從頭再來。（陳競存、陳之虎，1998）。

 填補個人自尊發展上的缺憾

•學生喜歡玩網上遊戲，只是企圖從真實世界中
走到虛擬世界，這樣他們便可逃避問題，因他
們害怕生活及覺得生活空虛（Kelly, R. V.,
2004）。

•SulerJ.（2004）認為沉溺上網或活躍於虛擬
世界中的人，是因為他們覺得虛擬世界是他們
的理想世界，他們不需面對人群，不需面對面
溝通，網絡彷彿一個保護膜，給他們去逃避現
實世界中的複雜人事關係。

•陳之虎（2003）續指，其實青少年打機也有沉
悶的時候，只是他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活動來
代替。或者他們沒有生活目標，唯有選擇打機
來填補時間，不致感到生活空虛。



從心理角度上來講:
•網路使用者對網路產生依賴性和耐受性，也就
是所謂的上網成癮，患者只有通過長時間的上
網才能激起興奮來滿足某種慾望；當一個人上
癮對網際網路重覆了，不成功的努力控制，裁
減了或經常停止網際網路用途。當他們試圖減
少使用網絡時間，有可能出現吊癮徵狀譬如坐
立不安、憂鬱、消沉或暴躁等感覺。同時成癮
者通常花大量時間於網絡中，長時間的上網還
使人不願與外界交往，行為孤僻，喪失了正常
的人際關係等。因此可能忽略了身邊在生活中
對他重要的人，如家人、伴侶及朋友等。

影響 從生理角度來看:

•沉溺上網行為對人體的健康影響甚大，尤其會使人體
的植物神經功能嚴重紊亂，導致失眠、緊張性頭痛、
背部疼痛,眼睛疲勞等；同時還可使人情緒急躁、抑
鬱和食慾不振。

• 學業方面：

•由於沉溺者長時間使用電腦，以致精神不振，
睡眠不足，日間因不能專心上課，令學業成績退
步，更嚴重者可能會放棄上學，無故曠課或選擇
輟學。

•馬和民、吳瑞君（2002）指出網上有關網絡遊
戲的資訊極為吸引，如學生沉迷當中，便容易放
棄學業，導致無心向學。

影響 •社交方面：

•由於沉溺者只顧上網，容易忽略日常的人
際關係，他們會減少社交活動，對以往的
嗜好失去興趣，甚至連家庭活動、與父母
溝通的時間也會減少，引致兩代間、或兄
弟姊妹間的爭執。

•對網絡的過份沉溺容易使人失去理智，他
們不能清晰分辨網絡虛擬世界與現實生活
的差異，影響道德認知以及合理行為的判
斷，嚴重者更會導致神智不清，行為怪異
（香港家庭福利會，2005）。

相關的香港研究
過往相關的調查結果

0303年年0101月月 –– 突破機構突破機構
<<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
14.7%14.7%的受訪青少年有沉溺上網的癥狀的受訪青少年有沉溺上網的癥狀

0404年年1111月月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

<<青少年網絡行為青少年網絡行為>>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36.9%36.9%的受訪青少年「嚴重沉溺上網」的受訪青少年「嚴重沉溺上網」

0505年年0404月月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青少年使用電腦現象青少年使用電腦現象>>調查報告調查報告

5.4%5.4%的受訪青少年「打機成癮」的受訪青少年「打機成癮」

青少年上網成癮的問題日漸受到關注，過往亦有不少
相關的調查，例如：

本研究目標及前設

目標

• 了解香港不同區別及不同組別
初中學生上網情況,從而了解有否上網成癮情況

• 了解中學生上網對
家庭關係的影響



前設

1.屬不同組別的初中學生均有上網習慣

2.受訪初中學生可能有百分之十至十
五，有網上沈溺的現象

3.網上沈溺現象惡化初中學生與家庭關
係

研究方法

•迷「網」中的孩子 香港中文大學 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謝永祥博士

•上網成癮青少年特質研究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家庭福利會2005.3青少年網上面面觀研究調查

•http://ftp.citac.hk/sswnews/Issue-1/face.htm

•東華三院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計劃 不再迷「網」 「子女沉迷上網」家長意見調查

•http://cyberaddiction.tungwahcsd.org/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青少年使用網絡與上網成癮現象

•http://www.hkcs.org/info/cnews/c263/c2630301.htm

•突破機構(2002)【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21_Cyberrisk/Cyberrisk.htm

•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

1.文獻研究

•對象：初中學生

來自3間分別為第一組(何文田區),

第二組(葵涌區)及第三組(天水圍區)中學

•抽樣方式:中一至中三級,每級十人,男女比例各佔一半

•成功回收問卷數目：90

2.問卷調查

•對象：星仔 (中四學生)

• 來自第二組(油尖旺區)直資中學

• 家庭屬於中產階級

• 父母出外工作

• 家中獨子

• 懷疑有沈溺上網的習慣

3.個案研究--訪問

問卷調查結果
及分析

上網習慣與原因

受訪學生平均每天上網時間為1.8小時, 3間學校相若

474043Online game

736060聽歌

406050網上日誌(例如: Xanga)

806780與朋友MSN對話

505323上討論區

272327查看e-mail

373327搜尋資料

Band3Band2Band1

通常會進行的網上活動

上網習慣與原因

63%60%73%舒緩生活壓力

90%83%93%消遣娛樂

Band3Band2Band1

上網的原因:



20%37%27%17%BAND3

3%57%23%13%BAND2

10%23%50%17%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一回家便開電腦上網。

17%23%30%33%BAND3

10%30%30%30%BAND2

3%33%40%2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會一邊上網一邊做功課。

上網習慣與網上沈溺傾向

27%37%27%10%BAND3

13%27%33%23%BAND2

3%57%27%1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會因上網而花少了時間做功課或溫習。

23%43%13%20%BAND3

3%47%33%13%BAND2

20%33%43%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花費在上網的時間通常比預期的要長。

10%33%27%30%BAND3

0%20%37%40%BAND2

0%27%40%3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當你減少或停止上網，你會覺得不安及暴躁。

10%20%43%27%BAND3

7%13%27%47%BAND2

0%33%33%3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曾努力想減少或停止上網，但總失敗。

7%30%43%20%BAND3

0%17%40%43%BAND2

3%20%43%3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因為上網而變得與家人多了爭執。

23%33%33%10%BAND3

3%33%43%23%BAND2

7%50%30%1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曾因為花太多時間上網而受到父母干預。

上網習慣對家人關係的影響

10%37%30%23%BAND3

3%13%43%40%BAND2

0%10%40%50%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當父母指責你上網時間太長，你會表現得很憤怒，和大發脾氣。

10%13%40%37%BAND3

7%13%37%43%BAND2

0%13%33%5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曾因隱瞞瀏覽內容和時間,而拒絕或逃避回答父母有關上網的活動。

3%23%23%50%BAND3

3%10%30%60%BAND2

3%3%40%53%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曾偷偷地上網而不想父母知道。

20%17%40%23%BAND3

0%27%43%30%BAND2

0%13%47%40%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會因為上網而減少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13%20%33%33%BAND3

3%13%33%50%BAND2

3%10%37%50%BAND1

經常間中甚少從不

你曾因進行上網活動而放棄其他家庭活動。(例如:與家人出外活動)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反映雙方關係的相關程度

•相關係數會是一個介於-1到+1間的
值。+1代表兩者完全正相關，-1表
完全負相關。在資產配置理論裡，
相關程度愈低的資產，將發揮愈大
的”互補”功效。



沈溺傾向者與家人關係的相連關係

R=0.49R=0.28R=0.28你曾因進行上網活動而放棄其他
家庭活動。(例如:與家人出外活
動)

R=0.40R=0.13R=0.40你會因為上網而減少了與家人相
處的時間。

R=0.28R=0.37R=0.41你曾因為花太多時間上網而受到
父母干預。

R=0.38R=0.22R=0.38你因為上網而變得與家人多了爭
執。

你曾努力想減少或
停止上網，但總失
敗。

當你減少或停止上
網，你會覺得不安及
暴躁。

你曾因上網而忽視日
常生活。（如：洗
澡、食飯等）

沈溺傾向行為

與家人關係

correlation coefficient(R):反映雙方關係的相關程度

綜合分析
及

回應研究前設

青少年網上沈溺現象
與家庭關係

•在探討的過程中發現，初中學生網上沈
溺的現象不算嚴重，當然個別情況亦有
例外。

•青少年網上沈溺而影響家庭的關係，問
題也不算太大

•相反對青少年網上沈溺而影響功課的現
象，家長更為憂心。

討論及建議

1.若你的子女，經常沉迷上網，你會如何
處理？

2.家長對“上網”的應有之態度是怎樣?

家長對互聯網的印象是怎樣?

A)教壞細路，只會令人沉迷的，令家人
關係變差……

B)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壞，視乎使用者
如何利用它…..

C)網上世界，好危險的，能讓細路結識
不良份子….

D)好有用，又方便又快捷取得我想要的
資料……

根據2004理工大學子女沉迷上網意見調查

A)2004年4月17日至20日進行了電話問卷
調查

B)調查涵蓋全港所有擁有住宅電話線的
住戶中，年齡在18歲或以上，有子女
現正就讀中學，及家中在過去半年有
可上網的電腦的家長或監護人

C)調查最終完成了1002個個案

請問你覺得你嘅仔女有無上網成癮呢?



咁你嘅仔女通常响屋企上網嘅時候係
做咩嘢嘅呢?

請問曾經用過咩嘢方法去處理你嘅仔女
嘅上網問題呢?

『互聯網』或“上網“…..

是中性的，為善為惡，

主要視乎其使用者，如何使用

它。

不是它本身必然為惡的。

面對“上網問題”：親子關係何去何從呢?

重點：家長對“互聯網”的態度

• 直接影響親子關係，

• 直接影響處理孩子上網的問題的成敗關鍵。

•在與子女談及上網的問題，必
先了解上網令他們得到甚麼？

青少年鍾意ICQ/ MSN是因為…可以
1.“自由自在的講話”，
2.“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感受及意
見”

難道在現實生活中，
他的需要不能被滿足?

數據來源：突破機構---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2002年 9月數據)

On-line game(網絡遊戲)是什麼?

• 網上
• 電腦
• 模擬
• 遊戲

類型：足球比賽



類型：軍隊槍戰 類型：科幻格鬥

類型：世界大戰，國家爭霸 類型：麻雀耍樂，網上對戰

6.3%

34.1%

0% 10% 20% 30% 40%

2000

2002

10-29歲參與的人口增
至四十萬人以上

每星期參與的平均時數
=10小時

(2002年 9月數據)

數據來源：突破機構---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2002年 9月數據)

吸引之處

•故事性強，劇情緊張

•角色代入，自由發揮

•任務模式，增耐玩性

•人物角色，各有特徵

•努力付出，道具回報

•網上結社，互動性強

•虛擬世界，仿真度高

2.追求能力感

1. 追求獨立，抗拒權威，自我調
控環境

青少年需要

累積經驗，不斷升級

發揮個人專長

 獲得現實生活不能獲

得的滿足感及好勝心

於遊戲中創立自己幫

派

由我話事

如何滿足？

究竟玩網上遊戲
青少年可以獲得什麼呢？

究竟玩網上遊戲
青少年可以獲得什麼呢

有神秘感、好玩5.匿名、私隱

4.朋輩認同

3.快速、真實性及互動
性

青少年需要

透過合作、並肩作戰，一起玩遊戲

即時可與戰友交換意

見、合作爭取成功

如何滿足？



家長態度：

1.接受網絡生活，大勢所趨；

2.主動認識網絡世界；例如：參加有關電腦
工作坊、電腦使用課程

3.家長以身作則，生活事宜能均衡分配；凡
事不沉迷，例如：跑馬、麻雀、賭博….

4.有相有量，努力達致”親子雙嬴”局面。

知識：
• 認識及學習使用互聯網

• 明白青少年的成長發展特徵，

例如：小學生與中學生的不同成長需要，因材

施教，青春期的發展需要：朋輩的認同

• 多睇電腦雜誌、認識青年潮流文化

• 認識網上違法行為及法律如：Copyright(版權

法)、Hack(駭客行為)、Crack(程式拆解懂得

在需要是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建議

家長應該做…

• 與子女協定時限

• 互相表達想法，互相尊重，尋求共識，訂定未能遵守協
定時的安排和後果，加强子女對承諾的責任感

• 剛柔並重

• 提醒及容許有寬限時間，重申協定

家長應該做…

• 與子女在相同頻道接觸

• 多去了解、參與，明白其利與害，減少因誤解而產生的
擔憂及抗拒

• 例：參與MSN, ICQ, Online Game, Blog

• 改變電腦位置

• 以求增加了解，減少誤會，提高監察

家長不應該做…

• 打駡

• 拔掉插頭

• 强行關機

• 小心PC Lock

參考資料及網址

• 迷「網」中的孩子 香港中文大學 資訊科技教育促進中心 謝永祥博士
• 上網成癮青少年特質研究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會賽馬會華明綜合

服務中心
• 香港家庭福利會2005.3青少年網上面面觀研究調查
• http://ftp.citac.hk/sswnews/Issue-1/face.htm
• 東華三院預防青少年上網成癮服務計劃 不再迷「網」
• http://cyberaddiction.tungwahcsd.org/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青少年使用網絡與上網成癮現象
• http://www.hkcs.org/info/cnews/c263/c2630301.htm
• 突破機構(2002)【青少年網絡危機研究】
•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21_Cyberrisk/Cyberrisk.

htm
• 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
• http://www.breakthrough.org.hk/ir/researchlog.htm
• 香港家長如何指導兒童使用網絡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40316_76_119812.html



電玩的反社會antisocial討論

身為母親的疑問

•宮田加久子1993電子媒體社會-新溝通環境的社會心理

•1.在這些電子媒體中成長的小孩，溝通方式會如何改變

•2.心理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3.對身體會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

• 檢視媒體對社會的影響，研究相當大量且歷
史悠久，大多數的議題集中於對兒童的影
響、媒體的資訊應用、上癮、資源分配、政
治行為、反社會行為等，其中反社會行為
antisocial behavior最獲重視(直接牽涉道
德議題)：

1.暴力問題(色情)

2.偏見、刻板印象(女性與弱勢族群)

研究結果

• 多數研究結果顯示暴露於媒體的經驗與
時間的長短都有影響：

1. 長期暴露影響終身

2. 短期暴露的造成暫時影響

3. 研究結果都引起爭議，未能真正定案

今天的報告綱要

•電玩的暴力議題

•電玩的人際關係

•虛擬與真實的界線

•電玩的性別議題

•做為家長與教師的
省思

犯罪事件的罪魁禍首？

• 1988.7.8東京都目
黑區14歲少年殺害
雙親與祖母事件

1.事前公開計劃並
尋求朋友協助

2.準備多樣凶器

3.宣稱要強暴偶
像，犯案後觀看
偶像女星錄影帶

4.宣稱自殺
•藤原新之：由虛擬侵入現實？犯罪
過程不可思議的與勇者鬥惡龍3一致

•電玩強盜



•1999,4,20 Littleton Columbine High School兩名高
中生Eric Harris, DylanKlebold身穿黑色大衣與面
罩，持多款槍械自動武器、炸彈在校園中瘋狂掃射，
四小時候自盡，共造成13人被殺，超過24人受傷，成
為史上最大校園射殺慘案

•警察在其房間內發現兩人熱愛暴力電玩Doom毀滅戰士
Quake雷神之鎚

設計者觀點

•暴力電玩的
設計原始目的
在於提供遊戲
者一個虛擬的
空間抒發個人
情感與攻擊的
精力(Emes,
1997)

媒體研究者觀點

電玩的影響會遠勝過電視與電影的理由如下：

1.認同自己為侵略者

2.主動參與施暴

3.反覆執行侵略的過程

4.暴力直接獲得回饋

5.暴力的發生機率更高

•例如：第一人稱射擊遊戲fps：cs戰慄時空,
GTAViceCity, Doom, Quake
film observation GTA

研究方式

•NCTV (1990)的一項文獻回顧中指出，75％的研究發現
暴力型遊戲可能促使兒童或青少年較多的暴力行為，
但兩者可能僅有短期的關係而已(Cesarone,1994)。

•Funk (1995)即指出，一般人相信暴力是一種可習得的
行為。

•兩組學生遊戲行為觀察。

•限制學生打電玩遊戲數週 (Fortis-Diaz, 1997)。

整理結果

電玩對個體的影響主要有：
1.可能與個體敵意與侵略行為有關聯。

2.可能會造成生理上的不適，如眼力疲勞、
體重增加、心跳加快、噁心、頭昏眼花與置身
於高危險的心臟血管疾病中等。迷電玩小心變
成電玩腦。

3.對暴力受難者的同情心降低。

４.以暴力作為無法滿足需求的習慣性反應。

疏離的不成熟個體？

缺乏直接體驗的人際關係
距離現實感覺遙遠

•大部分的電玩強調的是自主行動或對抗而非合
作關係。

•社會互動可能有其侷限性，易於由偏差團體中
獲得認同，並因而以暴力作為無法滿足需求的
習慣性反應。

•對於人際關係欠缺調整能力。

•自閉化的傾向日趨失去了本身仍在生存的真實
感。



•笠原敏彥1996影響青少年心理成長的社
會要因，精神神經學雜誌

•耐性較低的小孩會追求親切的虛象，來
取代嚴肅的實像，寧可躲在房間看電視
電腦，也不願意到室外找朋友遊玩，將
偶像當成對象，逃避在幻想的世界裡，
逃避的過程無法找出獨立之路。

其他意見

•以電玩遊戲為媒介，甚至是匿名與片段
了解的情況下，不需要交談、見面，卻
可以強烈意識到對方存在的關係（競爭
對手、戀人、朋友、偶像）。甚至可以
超越種族階級職業性別的交流

•是否要重新思考朋友的意義？

•更熱衷社交

其他意見

•稻增龍夫：

•在虛擬社會電玩中或許能夠產生新社會
秩序模式、發現人類新潛能。

模擬市民

其他意見

•中原美惠-探討電玩的用途1988電玩症候群、
電玩與少年的病理

•現代少年犯罪加害者的性格與沉迷電玩小孩的
狀況相同：缺乏直接體驗的人際關係、距離現
實感覺遙遠。但是應該歸咎於過去人際關係的
負面體驗。

•電玩是與外界接觸的材料之一，應該更積極的
面對電玩與遊戲場所，以協助他們恢復對於人
類的信任感。

其他意見

•不信任感宣洩口論：平林久和、赤尾晃一1996
電玩大學

•電玩的體驗對於許多對於電玩接觸不多的年齡
層而言，是非常奇特的。很多人對他有著警戒
感與不信任感。當年輕人出現了超乎理解的行
動時，他們就把自己不信任的媒體行動視為主
嫌，以此作為抒發不信任感的宣洩口，所謂的
電玩原因論，無非就是反映這一種心理。

•類似事件發生的媒體或次文化影響論、媒體渲
染。

其他意見

•坂元章1993現代的精神312號-電玩的不良影響
是真的嗎？

•不良影響相關性微弱不嚴重

•只在遊戲後發生

•僅見於幼兒的研究

•影響不比電玩以外的活動大

•社會適應性：無關，或是負相關

•玩電玩的學生比不玩的學生外向

•有電玩經驗的幼兒比沒有經驗的幼兒具備更
高社會能力（兒童的交際僅限於遊戲資訊的
交換，而且資訊不足的兒童會遭遇到排斥的
傾向）。

其他意見

•笠原敏彥1996影響青少年心理成長
的社會要因，精神神經學雜誌

•要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必須擴大視
野，觀察其與家人週遭的社會環
境，不能單從許多因素當中摘取其
一，草率地去了解青少年的症狀與
行動。

糾纏不清的虛擬與真實



•藤原新之：由虛擬侵入現實？在虛擬世代中，
虛構已經開始侵蝕現實，而且電視畫面中，電
玩主角可以反覆死而復生，根本不了解自殺的
意義。少年背叛已經被定型，失去原有現實味
道的現實，在電視畫面中進入更像現實的虛構
中，在裡面遨遊重生。

•電玩使得現實與虛構無法區分？

大逃殺

•深作欣二『電玩暴
力的預言』

•同學互相殘殺,到
『最後的一人』戰
鬥會停止。最後生
存之學生便可回到
家中‧‧‧。

這不是遊戲！！

•由美國著名線上遊戲群cloudmakers
(www.cloudmakers.org)上的玩家們在911之後提出
「玩遊戲」的心態是一適當且有效的方法協助人們面
對911的醜陋真實，並藉由集體的智慧解決問題。

•The Beast的集思廣益的成功經驗

虛擬與真實的重疊

Cloudmakers的遊戲組成一般包括：

•透過網站及電子郵件的傳播追蹤

•詮釋情節的發展以及證據

•電話、傳真、電視廣告、PDA

•即時或是離線事件

玩家需要靠著廣泛的程式、翻譯、電腦入
侵及強大的電腦運算能力、文學、歷史、
藝術等領域知識來破解複雜且費時的謎
團。

結合虛擬的線上遊戲以及玩家離
線後的真實生活

•無介面式介面（interfaceless
interface）是遊戲發展之中的一個異
數，尋求消滅自己以使玩家不再發現自
己所面對的是一個媒體，反而讓其站在
思考與媒體內容關係的位置之上。

波灣戰爭不曾發生？

War in Russia

現代海軍戰役遊戲《魚叉》的真實模擬度非常高，事
實上，它是美國海軍軍官學校用來訓練用的模擬器。

榮譽勳章

web

www.cloudmakers.org


•「生存Online」，
遊戲是以第三次世
界大戰為背景，世
界各國成立陣營聯
盟，展開一場能源
資源爭奪戰。各種
現代的戰爭武器裝
甲車、坦克、直升
機等大型戰爭軍械
都相當考究，將近
300多個實際軍事
裝備將會出現在遊
戲中讓玩家使用。

•web

波灣戰爭不曾發生？

•1991年的波灣戰爭被評為類似電玩的戰
爭。

•在後現代媒體掛帥的今天，我們是否毫
無保留地默然接受媒體或個別人的敘
述，去了解任何事件的真相？布希亞的
評論正是要反抗默默接受波灣的軍事與
政治操作及其媒體報導，針對這些軍事
事件，質問媒體與政治的真實性。

•真實戰爭的數位介面

•真實世界中的虛擬操演

•虛擬戰爭的擬真影像

•媒體的虛擬影像

•當立場應該中立的戰地記者變成隨美軍出發
的拍攝隊伍，當戰爭圖片可以因為構圖不夠
震撼力而以電腦加工處理，當前《紐約時
報》記者杜蘭蒂隱瞞烏克蘭的大屠殺及掩飾
史太林的暴行，可能被褫奪普立茲獎，我們
在媒體中所見的是事實嗎？如何證實戰爭真
的存在？若真的存在，我們看到的戰爭影
片、圖片、文字便是真相的全部嗎？

人見一彥，1991，精神障礙與時代

現實發生的戰爭影像與遊戲影像雖然在
觀者的心理衝擊不同，有些病例卻將
「真空管映出的影像」與自己置身的
「現實狀況」混淆，反應出其現實檢
討能力的不足。這種傾向也不是這些
病例所特有。生長於電視與錄放影機
時代中的青少年，普遍在第一人稱的
世界裡具有過多的親和性，但是對於
現實的第三人稱世界，觀察與客觀判
斷的能力卻不足。

其他意見

•在資訊化的大眾社會中，隨著大眾媒體
的發達與向個人內部滲透力的增強，與
現實社會相對，由大眾媒體創造出來的
準環境（pseudo-environment）比重越
來越高，人類即使非狹義的分裂症，也
會喪失現實與虛擬的分際。（小田晉，
社會體制與精神障礙，精神醫學，
1971）

• 準環境增加

• Cf1
• 電影─關鍵報告、海灘

• 電玩商家的賣點：虛擬世界中無限的想像力與超脫的樂趣。不斷擦去的
虛擬與真實界線。

• Cf1 Cf2 Cf3

• 由於其幻想性與非現實性，將間接地透過媒體接觸的世界，轉移到現實
生活圈內的社會。（小田晉，社會體制與精神障礙，精神醫學，1971）

• 在資訊環境無限擴大的過程中，自我世界抽象性地膨脹，與此平
行地，世界觀的主觀性也會越來越強。虛擬環境非常遼闊，但是
實際上現實生活卻極為狹小。

• 現實與虛擬的界線消失，或許是資訊化社會的本質問題，單純歸
咎電玩或許有忽略問題本質之嫌。

擴增實境



女性 vs電玩

刻板印象

•兒童於六七歲時形成對於性別的認知與刻板印
象。

•刻板印象的成因是以過度簡單、批評不當地判
斷進行假設。女性應該具備多樣特質、角色、
興趣、外貌，刻板印象卻只限於幾種相當少數
的特徵。

• 大多數的暴力或刻板電玩的訴求對象為
16-35歲男性

• 許多遊戲反應的即為社會上對於性別的架
構，女性角色甚少出現在遊戲中，多數僅
扮演等待救援、完成遊戲的獎賞角色。

game

逐漸增加的女性角色

•Provenzo, 1991從100項遊戲中發現92%無女性角色，
6%是飾演無助地閨女，2%才有主動的女性角色，從遊
戲的封面上廣告，也可以發現男女的比例為十三比
一。

•Gailey, 1996的研究仍顯示好女性形象等待救援，做
為行動的獎賞，其他女性以競爭者姿態出現，你必須
打敗這些女性以過關，這些遊戲暗示著在公共領域街
道上出現的女性是壞女性、性感、危險、強壯到可以
可以和男性競爭（而且是進行肉體體力上的競爭）。

• 1998next generation magazine的
統計發現女性的角色大增，但是完
全是依照一個簡單的美學刻板樣本
形成。在東方，是咯咯地笑的校園
女孩，且穿著水手制服，在西方，
是豐唇、纖腰、充氣式胸部。

• 現今遊戲界宣稱具有獨立、強勢的
女性代表是古墓奇兵的Lara
Crofts，在身材上仍保有刻板印象
芭比娃娃的比例。



•養成名作遊戲
美少女夢工廠
Princess Maker，雖
說理論上是女性更適
合玩這類遊戲，但實
際上卻是男玩家最狂
熱，夢幻包裝的背後
其實潛藏著許多充滿
性別刻痕的意識型
態 。

•父親V.S.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兒這種特殊的「寄養」安排
掙脫傳統印象對父女關係的限制

•一種結局即代表了某一類人格的評價（例如學問很好的
變成學者、魅力很高但道德低下的變成酒店公關）刻板
化女性類型，並無法跳脫「女人最好的歸宿就是嫁個好
丈夫(與王子結婚)」缺乏主體性的論調

•扭曲女性的價值觀，強化外貌對女性的重要性，並將身
體的規訓合理化，漠視其主觀意志

人際互動處處充滿了目的性，女兒的成長過程也被化約為一
連串物質消費的堆積。

• 貶抑女性的身體尊嚴可以用金錢來交換，
以及受到騷擾的女人才有價值的迷思

• 扮裝遊戲滿足使用者的操控慾望

• 養眼畫面滿足了男性窺視女體的慾望

• 評論

• 角色男女比例懸殊這樣的考量當然是基於男性為主的市場，但是
也有些例外的遊戲似乎也歪打正著地吸引者女玩家，例如經典遊
戲：迷霧之島MYST，Donkey Kong country超級大金剛，Sonic
The Hedgehog音速小子，以寫實的海洋世界為背景的海豚遊戲
ECCO THE DOLPHIN等等

•1994年第一個以女性為對象的遊戲Hawaii High: The
Mystery of theTiki並沒有成功，但是其卻開啟了更
多後續女性遊戲的先鋒：以角色為中心的劇情、環繞
友情與社會關係的主題、明亮多彩的圖像。Barbie
Fashion Designer是唯一賣得較好的，截至目前，女
性玩家在遊戲的市場只佔了25%。 Mattel公司顯現隱
藏的一個大市場（Barbie占有女性99%市場），兩個月
的銷售勝過Doom、Quake。



女性本來就較不愛碰電腦？

•且從1982年的調查起，男女性對於電腦的使用比例仍
保持懸殊。1996年的調查顯示，於computer science
的領域中，女性學士只占16%，碩士20%，博士16%，助
教19%，10%副教授，6%教授。這些統計數字究竟是男
女的差異還是不公平的使用經驗、進入難度？

•Cassel, 1999指出男女性在一般電腦使用，高階電腦
科學的表現相當。另有研究指出當確保學習過程中，
男女性有相同機會使用電腦時，女性可以和男性相同
出色

可能原因

•社會大眾的性別認識：電腦及遊戲產業提供男
性較容易的入口。男性在科技相關領域上佔有
較多的工作機會，不管是電機學院、電子資
訊、遊戲設計等多是由男性主導70%，而女性
在這些領域所占的30%工作往往是薪資低且無
關技術層面。

可能原因

•性別的學習過程差異

•調查指出女生往往被賦予屬於家庭相關的玩
具，男生被賦予的玩具卻要求探索、操作、發
明、建構以獲得回饋。許多幼稚園在分配玩具
時，就將電子遊戲機視為是男生的玩具（男生
女生都認為這是男生的玩具）。中學時更多的
電腦社團、教室是由男性成立，並排拒女性的
加入。

可能原因

•電腦遊戲的暴力排拒著女性使用者
1990Cooper的實驗顯示當幼兒時期賦予男女性
相同的機會使用電腦，女性對於暴力題材顯示
緊張，而男性對於語言靈活度、合作的要求顯
得緊張。而這些不佳的使用經驗都會造成往後
的拒絕使用電腦。

可能原因

•工具VS.玩具

•當教育專家想要為男性設計電腦軟體時，多會將其設
定為遊戲取向，而女性則設定為學習工具取向，當專
家被要求設計軟體予全體學生時，就會理所當然的以
男性為Default user

•在這眾多因素的影響下，女性多將電腦視為工具，男
性多將電腦視為玩具。研究中女性報告使用電腦的原
因是趕上世界潮流儲備能力，男性報告的原因則是有
趣的玩具。

可能原因

• 女性放棄電腦遊戲，變成在科技產業弱勢的惡性循環。研究指出
多項認知技巧的培養是可以透過電腦遊戲訓練的，包括：在空間
中保有方向感、注意力，而男性女性在此表現的差異，顯然由於
對此媒體的接觸不同。

• 1996Cockin & Greenfield的研究指出電腦遊戲增加兒童對於電
腦的熟悉程度，增加兒童對於電腦的使用以及科技能力的信心，
鼓勵兒童在未來尋求從事科技相關產業。

可能原因

•亦有研究指出電腦遊戲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元素，形成
兒童的性別角色塑造，造成後續更多影響（許多玩家
以遊戲中的角色塑造個人的形象）。

•男性對於電腦的積極與主動並非因為教育場合所得到
的成績回饋。女性對於電腦的使用頻率受到其個人對
於性別概念影響，當其認為男性在電腦上面的表現優
於女性時，其使用的頻率較低。

急待開發的女性遊戲內容！！

•Girl’s games Movement試圖訪問女性，以女性的興
趣、品味、活動吸引女性加入科技電腦產業。Her
interactive, Purple moon,Girlgames都相繼出版遊
戲。但似乎並不能開創女性角色的新意，相反地反而
強化諸多刻板印象。

•傳統的遊戲有眾多類別，但是女性遊戲似乎只有一種
類別，而且是隨著年紀而變化的類別（裝扮、尋找情
人、結婚生子、打掃管理家庭）



Kafai指出男女對於電腦遊戲能力的表現差異，

源於context dependant。
這已經不僅是電玩市場的議題了，更牽涉到性別教育、
科技、新聞、法律領域

電玩市場競爭白熱化的時代，我們期待有更多
適合女性玩家的遊戲上市，仔細思考女性玩家
的需求（而不是依照傳統觀念塑造女性該有的
興趣），並安排讓女性消費者舒適的消費空
間，不僅是市場的福音，更是一個可以改善傳
統刻板印象的機會。

女性主義遊戲所要傳達的新意就迥然不同於時下暢銷遊戲物化女性
的刻板性別觀。越來越多專門號召女性參與的網路遊戲，標榜女
性可以安全與人進行互動，分享各種話題，而不需要擔心男性的
侵擾與異樣眼光。這股「數位女性主義（cybergirlism）」試圖
建立一個更為安全或是公平的網路空間。

女性遊戲的努力！！

好玩又沒有槍械的遊戲
才是遊戲設計者的挑戰

Sissyfight

tropicalamerica

• vagamundo

電玩的正面意義

• 香山里加，2000電玩與心理治療

• 遊戲即是療法：具有安撫、症狀消除、回複作用
• 遊戲是培養醫病關係的信賴、交流的手段
• 電玩與現實不同的邏輯法則。現實界與電玩界的逆轉現象
• 提供匿名空間的保護

• 山下恆男1995從電玩看到的世界

• 發現愉快的新世界

• 不受任何人拘束，依照自己的節奏和速度享樂

• 逃避討厭的事情

• 消解自己的不滿，去除精神的疲勞

• 想像力的開發

• 真實世界的模擬預演

• 介紹兒童進入電腦世界

• 各方面能力的培養練習：問題解決、邏輯、好的動力、空間技巧、視覺
技巧

• 提供父母與子女互動的機會

讓心更靠近

• 全家活動

現實是否都比虛擬重要？

• 面對電玩的態度，電玩高手是否應該被獎勵。
http://www.olg.com.tw/gamebbs.php?hit_id=48

• 讀書是唯一的路嗎？有不少人對於電玩著迷。或許他們可以在電玩
獲得強烈的參與體驗、學業上得不到的自信。小孩看到希望，帶來
了自信與目標。大人立即將此定律化只會造成反效果。

http://www.olg.com.tw/gamebbs.php


•高科技與高思維

•http://www.eurekacp.com.tw/digest/2
-hitech.html

• 「killographic」暴力電玩台灣誰在管？

YMA web taiwan

其他可以思考的議題

電玩的資訊傳播方式：
神秘的傳播方式與速度

•遊戲的破關方式交流：
http://www.gamer.com.tw/webbbs/brdThread.php?br
d=PowerPro&keyword=%5B%B0%DD%C3D%5D%A7%EC%B5s%C
2S

•破解指南、攻略密籍：
http://games.sina.com.cn/handbook/0212/12251155
2.shtml

公平誠實vs.遊戲趣味性

• 自動練功外掛

• 密技
http://www.pcuser.com.tw/books/page_intro_2.asp?Number=2
AG004G

• 玩家反映 http://service.gamania.com/lineage/evt_link.asp
• 公司策略 http://df.joypark.com.tw/7_1_ponish.asp
• http://news.17173.com/content/2002-7-2/n245_162071.html

Submit a link of an online game. (website or youtube)
Comment and analyze it with the help of lecture notes.

Assignment 10

http://www.gamer.com.tw/webbbs/brdThre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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