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院校學生網路遊
戲成癮及運動參與之
相關研究-以南部某大
學為例
吳品諭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所



緒論
•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 網路空間，這個虛擬的、資訊流動的空間是普遍大學生喜愛涉足的世界。網路的世界有豐
富、多元的風貌，具有難以預知的新鮮特性；它具有國界聯結快速、方便與虛擬的特性，隨著網
路遊戲越來越普遍並已涉及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癮的風險也跟著增加，並且可能成為主要的健康
問題。自1960年代末，網際網路（Internet）開始萌芽，隨著電腦網路技術日新月異，使得今日
網際網路服務功能多元豐富、五花八門，讓人目不暇給，全球使用人口亦呈現大幅度的成長。
• 在107年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調查發現，全台的小學三年級到大學三年級青少兒學生每周收
看電視逾14小時、上網逾24小時，使用手機逾26小時，運動時間卻僅僅8.05小時，一旦網路遊戲
成癮後，往後許多環節都將會受到影響；尤其隨著電競產業的勃蓬發展，預估網路成癮問題將更
形嚴重。電競產業的經濟效益驚人，但伴隨而來的網路遊戲成癮造成民眾身心受影響可能造成國
家在醫療、治安等問題的支出增加。有學者表示，網路成癮除了會有戒斷症狀，還會直接影響到
學業、工作、婚姻與人際關係、時間管理等日常生活功能 (Goldberg,1996;Young,1996)。因此
網路遊戲成癮對於大專院校學生的運動參與程度是否有影響，是十分需要被探討的。
•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
究假設：

大專院校學生網路遊戲成癮會影響運動參與。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如下：

本研究範圍是以南部某大專院校有接觸網路遊戲
之大學生，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是由研究者委
託學校系所的行政人員協助問卷發放及填寫。本
研究是以南部某大專院校為研究對象，因為學校
校系眾多，及採樣之便利性，研究者無法親自前
往發放問卷、做問卷說明與解釋，以及解決受試
者之疑惑。



文獻探討

網路遊戲成癮之意涵

「網路成癮」是由一位紐約的精神科醫師Ivan 
Goldberg(1995)所提出，用來形容因過度使用網
路而造成幸福感的欠缺；心理學者 Kimberly 
Young在1996年，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後，網路成
癮的現象逐漸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廣泛討論
（陳淑惠，1998）。Brenner表示，網路成癮應
該算是心理學上的成癮現象，屬於一種行為上無
法抵抗且會造成其他角色功能問題的衝動，在概
念上，這種現象非常類似於病態性的賭博行為
（web information, 2001）。2018年世界衛生
組織正式將網路成癮納入診斷，網路遊戲障礙症
不但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也會衍生出家庭及人際
關係衝突，嚴重可能造成社會安全隱憂。



大專學生網路遊戲成癮之原因及相關因素之研究

在科技網路急遽發展的時代，人機互動緊密，網路遊戲成癮現象將是大眾不可避免要認識
與面對的身心發展問題。根據2019年心理醫學期刊(Psychological Medicine)研究顯示，青
少年網路遊戲成癮和男性、反社會行為、憤怒控制、情緒挫折、自信問題、注意力缺失過動
症狀以及父母親焦慮有相關。此研究也發現若青少年長期沈迷於電玩，即使於戒斷後，二年
內仍有較高機會出現情緒症狀，包括焦慮、憂鬱及畏懼。
Van Rooij(2011)研究指出：有網路遊戲成癮問題的學生，嚴重者可能會伴隨負向自尊、情緒
抑鬱、人際焦慮及擔心寂寞等相關議題。Kang與Yom(2009)指出青少年會透過網路遊戲來
滿足休閒和人際上需求，當逐漸成癮後則無法自拔。Cole與Griffiths(2007)提到青少年網路
遊戲成癮者會關注認同於自己的虛擬人物，想要為此人物或自己爭取到最好的事物，但同時
忽略他們的學業成績和真實的人際關係。



運動參與之相關研究

運動是讓身體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運動」與「參與」這兩個名詞各自都
有屬於他們的定義，把運動跟參與二詞合起來的定義，又跟「運動」或「參
與」二字單獨的定義又有所不同。運動是一種可以幫身體建立出良好的狀態，
保持健康且保有競爭力的好方法，利用運動這個行為讓個人發自內心或透過
外在因素來參與運動，即稱為運動參與 (Coakley & Hirsch,1998)。 運動參
與對於身體有非常多的益處，可能夠低身體罹患心血管疾病以及慢性病的機
會，也可以透過正常且規律的運動參與，讓身體保持正常機能，維持健康的
體態發展；在學習表現上，若保持運動參與，並且維持良好的體適能，可以
讓學習效果有正向的提升。靜態活動若過多，對於需要更多身體活動來刺激
生長、強健體魄的大專院校生而言，將不利身體及體適能發展;且體能活動不
足是造成近年來我國青少年體重過重或肥胖盛行率逐年上升的因素之一，肥
胖所衍生的相關疾病將不利青年生命品質，影響未來國家競爭力，更是國民
健康的一大隱憂。



網路遊戲成癮與運動參與之相關研究

研究大學生運動參與的表現與網路成癮的狀況，結果發現網路遊戲成癮，對於運動參
與產生正相關，當網路成癮越嚴重對於運動參與時間與表現，就會越來越差。王亞非、
吳滿意（2014）研究學生的網路遊戲成癮活動，發現有網路遊戲成癮的學生體力較
差，其因是長時間待在網路上玩遊戲，未有運動參與活動而導致心肺功能下降。薛名
淳、黃品瑄、廖邕（2017）認為，玩網路遊戲是呈現久坐的姿態，在針對久坐流行
病學的研究中發現，久坐行為會負向影響個人的運動行為，即表示會大量減少個人參
與運動的時間，並會為個人健康帶來極大的危害。Deng(2009)在網路遊戲成癮對於
身體活動的研究結果中指出，網路遊戲成癮，確實會影響個體身體活動的時間，當越
沉浸於網路活動的世界中，就會直接壓縮個體身體活動的時間，進一步的影響身體健
康發展。花茂修、徐如維（2020）研究指出：網路遊戲成癮者，會因為遊戲成癮之
症狀，大幅度增加上網玩網路遊戲的時間，並減少本身的運動參與行為。

綜合上述所論，網路遊戲成癮會顯著地負向影響運動參與



研究設計與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南部某大專院校學生為樣本且於民國一百零九學年度下學期仍在學之學生為
研究母群體，採用便利取樣之方式進行問卷施測，問卷發放數量是依班級實際學生人
數進行發放與施測，共發出700份問卷，收回544筆，有效樣本為528筆。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 ，採用李
克特 (Likert scale) 五點量表填答計分，並參考國內、外文獻，自編量表問卷。再經
由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應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但仍期待研究能夠加以修訂並且未
來對與大專院校學生之網路遊戲成癮可以有更完整的掌握。

研究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研究對象的背景變項分布情形分析
本研究分析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如表4-1-1），其研究對象共計收測544筆，有效樣本為528筆，有效樣
本率為97.0%。其中研究對象為「男性」共276人 (52.3%)、為「女性」共252人 47.7%)。研究對象在年級
的分佈，為「一年級」共145人 (27.5%)、為「二年級」共161人 (30.5%)、為「三年級」共66人 (12.5%)、
為「四年級」共156人 (29.5%)；在學院分佈狀況，最多屬於「運動與休閒學院」共195人 (36.9%)、其次
為「管理學院」共68人 (12.9%)、其它學院如「人文學院」共23人 (4.4%)、「工學院」共35人 (6.6%)、
「公共衛生學院」共15人 (2.8%)、「文(外語)學院」共8人 (1.5%)、「水圈學院」共6人 (1.1%)、「法學院」
共4人 (0.8%)、「科技學院」共14人 (2.7%)、「商學院」共11人 (2.1%)、「教育學院」共7人 (1.3%)、
「理學院」共15人 (2.8%)、「農學院」共11人 (2.1%)、「電資學院」共4人 (0.8%)、「醫學院」共62人
(11.7%)、「藝術(設計、音樂)」共46人 (8.7%)、「護理學院」共4人 (0.8%)。



大專院校學生之網路遊戲成癮及運動參與現況分析

本研究於研究對象之問卷包含網路遊戲成癮、運動參與，因此本節
針對二種問卷進行分析

大專院校學生之網路遊戲成癮現況分析

針對網路遊戲成癮（包含受測者網路遊戲成癮量表總分、網路成癮
耐受性、強迫性上網與戒斷反應、人際與健康關係以及時間管理問
題）之選項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描述性分析，以清楚了解本研究
對大學生的網路遊戲成癮現況。其量表以加總分數來評估其網路遊
戲成癮症狀的嚴重性，分數越高表示嚴重程度越高。得知本研究對
象於網路遊戲成癮量表總分之平均數為48.53分 (SD=14.47)；網路
遊戲成癮的結果，於網路成癮耐受性構面平均數為13.64分
(SD=2.94)、強迫性上網與戒斷反應構面平均數為11.86分
(SD=4.70)、人際與健康關係構面平均數為12.12分 (SD=4.31)、時
間管理問題構面平均數為10.91分 (SD=5.02)。



• 大專院校學生之運動參與現況分析

• 針對運動參與（包含受測者運動次數、運動時間、運動強度以及運動參與程
度）之選項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描述性分析，以清楚了解本研究對大學生
的運動參與現況。其量表以加總分數來評估其運動參與程度，分數越高表示
運動參與程度越高。如表4-2-2得知本研究對象於運動參與的結果，於運動次
數平均數為2.97分 (SD=1.41)、運動時間為3.19分 (SD=1.42)、運動強度為
3.25分 (SD=1.00)。

• 大專院校學生之運動參與現況分析
• 針對運動參與（包含受測者運動次數、運動時間、運動強度以及運動參與程
度）之選項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描述性分析，以清楚了解本研究對大學生
的運動參與現況。其量表以加總分數來評估其運動參與程度，分數越高表示
運動參與程度越高。得知本研究對象於運動參與的結果，於運動次數平均數
為2.97分 (SD=1.41)、運動時間為3.19分 (SD=1.42)、運動強度為3.25分
(SD=1.00)。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結論

• 「網路遊戲成癮」與「運動參與程度」
的相關係數為.034，未達顯著性相關(p >.05)。

•

• 第二節建議

• 網路過度使用易成癮，建議學校應正視學生
身心健康及網路成癮問題的重要性。

• 大專學生自主性較高，網路使用時間不受同
儕、師長與家長影響，但家長仍應多與孩子
雙向溝通互動，關懷孩子的日常生活及上網
的行為，以預防網路成癮之影響。

• 加強學生自我控制能力，適度調整網路使用
的時間與頻率，以降低成癮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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