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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即是轉機：從危機干預談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 
 

王智弘 

 

摘要 

危機在所難免，但若能事先預防，則勝於事後處理，如何早期發現、早期預防，

為助人專業所關注，華人文化有危機就是轉機的說法，如何因應危機而展現智慧

確實我們應該關心的議題，比如晚近以來普遍讓學校與家庭困擾的網路成癮問題，

如何預先防範、早期發現、早期處理一直是助人專業人員關心的課題，而在探討

網路成癮的問題成因分析與諮商輔導策略時，其中一項重要的研究發現即是對網

路成癮危險因子的探討，其重要成果之一即是「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的編製與應用。研究發現

當事人發生網路成癮的徵兆時，其實正是其潛在心理問題被發現的契機，網路成

癮問題可能是冰山的一角，可能使其他未被發現或潛伏的問題提早曝光，因此，

網路成癮的徵兆變成是求助或預警的訊號，使助人專業人員得以發現需要被幫助

的當事人，而可早期發現、早期協助，避免問題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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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即是轉機 

在老子的《道德經．第五十八章》上有一段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提醒我們說：災禍的旁邊就是幸福，幸福的底下隱藏著災禍，余培林老

師（1994）特別引「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淮南子．人間訓》的寓言故事來說

明禍福相倚的道理，故事說，邊塞的地方住著一位老翁，有一天，老翁家的一匹

馬走失了，跑到胡人居住的地方去，鄰居知道了都前來安慰，但是老翁說：「這

件事怎麼知道不是福呢？」幾個月後，走失的馬非但跑回來了，還帶著一匹胡人

的駿馬回來，鄰居知道了都前來道賀，但是老翁說：「這件事怎麼知道不是禍呢？」

後來老翁的兒子騎駿馬摔倒，跌成了跛腳，鄰居知道了都前來安慰，但是老翁說：

「這件事怎麼知道不是福呢？」一年後，胡人來侵犯大舉入塞，壯年男子都被徵

兵去作戰，十個死了九個，唯獨老翁的兒子因為跛腳，沒有去打仗，因而得以保

全性命。 

    人生在世不免會遭遇困境與挫折，困境令人心煩、挫折令人喪氣，但是，老

子的智慧告訴我們，危機往往就是轉機，就如同宋朝詩人陸遊的詩〈遊山西村〉

所寫：「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而詩

上所寫的：「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描述的情境是：本以為窮

途末路－「行到水窮處」，卻在轉彎處發現桃花源，霎那間心境轉換－「坐看雲

起時」，這種山窮水盡、柳暗花明的心境，也正是「一次單元諮商模式」（王智

弘、楊淳斐，2006a，2006b）構想的緣起。面臨危機的時候，心境的轉換，或是

華人常說的轉念，往往就是契機的開始。 

    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的名言：「有生存理由的人，就能忍受任何的生存方式」、

「那些打不倒不了我的，會使我更加堅強」，危機就是轉機的說法，對台灣的助

人專業人員更有一層歷史上的深刻意義，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時 47 分 15.9

秒，台灣集集發生芮氏規模 7.3 大地震，俗稱 921 大地震，造成 2,415 人死亡，

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51,711 間房屋全倒，53,768 間房屋半倒，重挫了台灣

的土地與人民，921 大地震雖然令人震驚與傷痛，但使台灣的助人工作者學習到

什麼叫做「壓力後創傷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學習到

如何去從事災後心理復健，更因此催生了《心理師法》，建立了台灣諮商心理師

與臨床心理師的執照制度。 

 

從危機干預到網路成癮危險因子 

本期專題的名稱是「危機干預」，這是大陸的習慣用語，「crisis intervention」

台灣更常用的詞是「危機處理」或「危機介入」，危機若能加事先預防，可能比

事後處理要來的好，但是要如何早期發現、早期預防，專家們真是想破了頭，就

以近十年來，普遍讓學校與家庭相當困擾的網路成癮問題而言，如何加以預先防

範、早期發現、早期預防就成為助人專業人員的重要課題，在探討網路成癮的問

題成因分析與諮商輔導策略的課題時，其中一項重要的研究發現即是對網路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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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因子的探討。 

  網路成癮可說是這十年來最受關注的跨領域研究主題，網路成癮會受社會大

眾、學術界與助人專業界持續關注與探討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其相當流行， 一般

來說，各國網路成癮的人數比例，約在 6-17%之間（柯志鴻，2004，2005），而

就台灣過去的研究調查資料來看，國中生曾測出為 7.5%（柯志鴻，2004），高職

曾測出為 13.9%（李佳蓁，2005），大學曾測出為 10.3%（林旻沛，2003）、15.3%

（Lin, Ko, & Wu, 2011），但在教育部官方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嚴文廷，2010）：

國小四到六年級的網路成癮高危險群，佔 20.4%；國中學生佔 23.7%；高中職佔

32.3%，成癮狀況比以往更加嚴重。就大陸的調查資料來看，青少年約為 13%（岳

曉東、應力、嚴飛，2006），但韓國漢陽大學接受政府經費支持的三年期調查研

究卻指出，韓國十八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中，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人有網路成

癮的風險（The New York Times, 2007）。就由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王智

弘與劉淑慧、台灣大學心理系陳淑惠、高雄醫學大學柯志鴻、台中科技大學楊淳

斐等人及博碩士班研究生所成立的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之調查所得（王

智弘等，2010，2011；施映竹，2011；陳慧苓，2011；楊淳斐，2014）：台灣的

國小三到六年級網路成癮者約佔 18.8%；七到十二年級的國、高中學生則約佔

20.2%(以上是以陳氏網路成癮量表，陳淑惠、翁儷禎、蘇逸人、吳和懋、楊品鳳，

2003，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 64分為切分點)、大學生則約為20.3%(以

陳氏網路成癮量表 68 分為切分點，若以 64 為切分點則為 29.6%)，由於調查工

具與認定標準的不同，因此結果有所差異，但是都提醒我們，網路成癮問題確實

不可加以小看或掉以輕心。 

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試圖突破研究技術的限制，曾以第三者評量技

術，編製「陳氏網路成癮量表」家長版，對國小低年級學童的主要照顧者進行測

量：以推估出小學低年級可能有網路成癮問題孩子的估計比率，小學一年級可能

為 3.03％，小學二年級可能為 16.22%（林靑潁，2012；林青穎、王智弘、陳淑

惠、劉淑慧、柯志鴻，2015；張翠芬，2012）。因受第三者評量為間接評量技術

會有偏誤，且家長與主要照顧者可能有過份憂慮孩子問題而有高估現象，接受評

量的研究參與者亦僅為 164 位，是屬於初探性之研究，此等結果僅能供未來研究

的參考，尚不能反應完整的真實狀況。但是可以觀察到國小低年級學生的網路成

癮已是該擔心的問題，小一升小二更是預防網路成癮問題的關鍵時刻。了解網路

成癮的盛行率固然重要，但對解決網路成癮問題而言，對網路成癮問題成因的探

討更是令人關切。 

   造成網路成癮問題有其心理層面因素，包括（王智弘，2009a；白育甄，2003；

邱聖玲，2003；柯志鴻，2003，2004，2005；陳冠名，2004；陳淑惠，2003；黃

一玲，2001；楊正誠，2003；盧麗卉，2002；戴秀津，2002；顏如佑，2004；韓

佩凌，2000；Ko, Yen, Yen, Lin, & Yang, 2007; Yen, Ko, Yen, Wu, & Yang, 2007）：

1.網路成為生活問題的避難所：網路可能成為逃避下述生活問題的臨時避難所，

包括：(1)缺乏自尊；(2)缺乏社會支持或情感寄託，或是人際衝突；(3)家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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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4)課業或工作挫折；(5)生活無聊。亦即有此等問題的當事人是較可能成為

網路成癮的高危險群；2.其他的心理問題：有網路成癮問題的當事人亦可能合併

有其他的心理問題，比如不良的心理狀態：神經質、憂鬱與焦慮等情緒狀態，或

是 3.甚至可能連帶有精神疾病的症狀：比如躁鬱症、憂鬱症、過動及注意力不足

症候群、社交恐懼症、思覺失調症與人格違常等。亦即現實生活問題的逃避、個

人心理問題的合併發生，可能產生網路成癮行為背後的現實心理問題。此為造成

網路成癮的心理因素，也就是現實生活的推力。 

    所謂現實生活的推力正是造成學生網路成癮的重要因素，若不計精神疾病問

題，這些重要的心理與環境因素，我們稱之為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王智弘等，

2010；Chan et al, 2010），為研究網路成癮的危險因子，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

究團隊，曾就台灣先前的網路成癮研究透過系統性回顧（systematic reviews）研

究方法進行文獻分析，先收集國內已有之網路沉迷與網路成癮研究共得 193 篇，

次依第一階段篩選標準篩選出實徵研究 73 篇，再將研究中所納入的變項依其特

質之相近性加以歸為 16 類，再依第二階段篩選標準篩選出七個危險因子，包括

低自尊、同儕疏離、家庭功能不佳、課業壓力、神經質、憂鬱、社交焦慮等七個

因子，再經網路成癮臨床與實務專家之建議納入無聊感，至此共得八個網路成癮

危險因子（王智弘等，2011；施映竹，2011；陳慧苓，2011；楊淳斐，2014）： 

1.缺乏自尊；2.同儕疏離；3.家庭功能不佳；4.課業壓力；5.無聊感；6.神經質；7.

憂鬱；8.社交焦慮等。其中的課業壓力因子，又特別會對學業低成就學生產生影

響（陳慧苓，2011），因此，以課業挫折稱之更為真確。 

     

    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 

從實徵研究觀之，網路成癮者自述能夠脫離成癮的原因包括：上網已不能再

滿足需求(成就感、賺錢、交友、新鮮刺激感與挑戰感等)、有外力介入(包括帳號

被盜、被關、網路人際衝突、遊戲規則改變)以及生涯壓力(升學考將至)等（邱聖

玲，2003；鍾筑凡，2010）；或是其遭遇發生重大事件或改變，其嚴重性足以轉

移成癮者的注意力（白育甄，2003；鍾筑凡，2010）等。亦即能夠脫離網路成癮

的主要原因在於外在力量的變化，同時引發內在力量的調整所致。將上述的相關

研究與模式加以統整，並佐以實務經驗的考慮，可得網路成癮的可能解釋模式與

脫離成癮原因的脈絡如下（王智弘，2008e）： 

網路成癮的脈絡：遭遇生活問題的情緒壓力（現實生活的推力）→方便取得

網路以接觸網路活動（接觸網路的機會）→暫時得到情緒紓解與愉快經驗（網路

經驗的吸力）→增強上網行為→生活問題仍舊存在或惡化（同時可能引發逃避問

題的罪惡感），情緒壓力再次昇起（現實生活的推力）＋再次接觸網路活動的欲

望（網路經驗的吸力）→方便取得網路以接觸網路活動（接觸網路的機會）→持

續重覆上網行為（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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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成癮的脈絡：持續降低上網行為（醒悟）←生活問題的情緒壓力（現實

生活的推力）降低＋情緒紓解與愉快經驗（網路經驗的吸力）降低＋自我的覺察

力（自我調適的拉力）＋現實生活情境的重大改變：不方便取得網路、替代性其

他活動與生活上發生重大事件與改變（現實生活的拉力）＋重要他人與專業人員

的協助（他人協助的拉力） 

上述「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中，有關網路經驗的吸力因素，主

要是採用行為主義的觀點加以詮釋，相關因素包括（白育甄，2003；邱聖玲，2003；

柯志鴻，2003，2005；陳淑惠，2003）：（一）同步空間的立即回饋：隨時隨地

上網幾乎都可以得到網友的立即回應；（二）連續增強與間歇增強：上網的經驗

可能得到立即的情緒需求滿足而使上網行為得到增強，更包括有機會能夠名（角

色與等級）利（金錢收入）雙收；（三）匿名化身的挫折與喜悅：不同的角色扮

演帶來多元而複雜的難忘經驗；（四）網路情色與暴力的致命吸引力：其中特別

是網路遊戲中的影象與聲光所引發的新鮮感與感官刺激尤為強烈，（五）網路滿

足網友現實生活所不易獲得的心理期待：滿足成就感、掌控感、歸屬感與虛擬名

聲：網路提供了滿足其正向自我意象的可能性，特別是此可能是其在現實生活所

不易獲得的；意即上網時的網友立即回應、持續性或間歇性得到行為增強的經驗、

匿名與模糊情境的幻想空間、性與暴力的感官刺激經驗、以及現實生活無法滿足

的心理期待，是強化了網路成癮行為的重要心理機轉（王智弘，2005b），也就

是網路經驗的吸力，此為造成網路成癮的網路心理因素。而有關網路成癮是否有

大腦認知神經機轉的生理反應的問題，根據柯志鴻（2009）的研究顯示，在網路

遊戲圖片的誘發下，網路遊戲成癮大學生在功能性核磁造影的圖像顯示，腦部出

現活化反應的位置與物質依賴者誘發渴求之位置一致，顯示網路成癮可能具有與

物質依賴類似之腦神經機轉，而在線索誘發渴求（cue induced craving）或注意力

偏誤（attention bias）上造成強烈的制約反應而引發成癮的行為，但研究同時指

出網路遊戲成癮大學生並未出現有物質依賴者所呈現的認知能力(如決策分析或

反應抑制)缺損的問題，因此，網路成癮者有可能出現衝動控制上的問題，但未發

現對認知能力有負面影響。雖此等研究結果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釐清，但初步

而言，在未造成認知缺陷的情況下，對網路成癮者提供教育與諮商協助是可發揮

積極的功能的，惟有關網路成癮被視為一種行為成癮的成癮機轉問題確實值得關

切，並應持續加以研究。 

    簡而言之，就前述「網路成癮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而言，脫離網路成癮

的關鍵因素即在降低現實生活的推力與網路經驗的吸力，而增強自我調適的拉力、

現實生活的拉力與他人協助的拉力，可以圖一表示，由圖一與上述的「網路成癮

與脫癮的脈絡分析模式」，我們可進一步由過去之實務經驗與相關實徵研究所得

資料以推導出圖二之「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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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網路成癮的推力與吸力 

 

 

圖二，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圖，引自陳慧苓（2011），青少年網路成癮

評估模組之初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 

 

    網路成癮評估模組 

就上述「網路成癮與脫離成癮脈絡模式圖」所示之現實生活的推力，主要就

是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為評估此等危險因子，以期針對網路成癮當事人的問題狀

況與成因加以評估，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即嘗試透過「網路成癮評估模

組」之建構，尋求評估此八大危險因子的適切方法，其經由選取可分別評量上述

低自尊、同儕疏離、家庭功能不佳、課業壓力、無聊感、神經質、憂鬱、社交焦

慮等八種危險因子之八種心理評量工具，採用包括「Rosenberg自尊量表」、「真

實人際互動問卷」、「家庭關懷指數量表」、「壓力經驗與感知量表」、「無聊

傾向量表短版」、「性格自評量表」、「CES-D憂鬱量表」及「社交互動焦慮量

表」等，取其全量表、分量表或部份題項再加上「陳氏網路成癮量表」以組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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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成癮評估模組」（王智弘等，2010，2011；陳慧苓，2011；施映竹，2011；楊

淳斐，2014），就該團隊目前之研究結果觀之，在「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中所評

估的八大危險因子(除中學生在課業壓力危險因子之表現外)均直接與網路成癮

顯著相關，課業壓力可能在連帶有學業低成就時（也就是產生課業挫折時）較會

與網路成癮發生顯著關聯，其與網路成癮的關係較為迂迴。應用此一「網路成癮

評估模組」有助於助人專業人員進行初步評估以快速找出導致當事人網路成癮的

可能原因，而有利於後續諮商輔導工作之進行。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考慮實務使用的方便性，台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進一步研究建構一個

可方便使用，於實務上可具有快篩功能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可提供快速篩檢與了解當事人網

路成癮成因的功能，因此，研究團隊就上述「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中八個危險因

子分量表中，以台灣大學生網路成癮盛行率調查的資料（楊淳斐，2014），依「1.

社交焦慮」、「2.憂鬱」、「3.無聊感」、「4.低自尊」、「5.神經質」、「6.課

業或工作壓力」、「7.家庭關係不佳」、「8.同儕關係不佳」各取出對網路成癮

預測力最高的一題，共得八題，研究團隊基於過去研究與實務的觀察，建議再加

上「9.敵意」與「10.衝動控制不良」兩項危險因子，並各撰擬一題，共得十題，

是為「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參見附錄），以此一「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

核表」十個題項與「陳氏網路成癮量表」進行相關的研究，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委

託陳淑惠教授進行全國性實徵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以台灣本島、金

門、馬祖與澎湖等離島地區等22縣市為調查範圍，進行分層隨機抽樣之電話訪問

調查，成功訪問到2,077位受訪者，就其中年滿12歲以上且有上網經驗之民眾1,614

位進行統計考驗，證實十項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皆與網路成癮顯著相關，其Pearson

相關係數依高低分別為憂鬱（r﹦.48）、課業或工作壓力（r﹦.43）、無聊感（r

﹦.43）、同儕關係不佳（r﹦.40）、神經質（r﹦.38）、低自尊（r﹦.37）、社交

焦慮（r﹦.36）、家庭功能不佳（r﹦.35）、衝動控制不良（r﹦.35）、敵意（r﹦.30）。

可見此等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確實與網路成癮行為是有顯著關聯的，值得注意。     

就陳淑惠教授進行之全國性實徵調查（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資料所得，

若以CIAS得分67/68為網路成癮診斷切分點（Ko, et al., 2005, 2009），那麼台灣地

區12歲以上民眾，以所有電話受訪者而言，有3.5%有網路成癮風險，以有上網經

驗者（網路族）而言，則有4.6%。而具網路成癮風險者在網路成癮危險因子上的

平均得分，顯著高於非網路成癮風險之網路族，如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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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網路成癮風險者與非網路成癮風險網路族在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的平均得分

差異，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5，「網路沉迷」研究報告，80 頁 

 

可見，網路成癮危險因子的得分對網路成癮者與非網路成癮者具有辨別力，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有可能可被作為預防網路成癮的早期偵測工具，以

及對網路成癮者進行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時之輔助診斷工具。而從網路成癮危險

因子的研究，更使我們能夠了解有網路成癮風險者其實背後可能具有心理性的危

險因子，或可說是脆弱因子，當學生或當事人被發現有網路成癮的徵兆時，其實

蘊含著其潛在心理問題被發現的契機，因此，網路成癮問題可被視為冰山的一角，

其他未被發現或潛伏的問題可能因網路成癮的被發現而提早曝光，使網路成癮的

徵兆變成是求助的訊號，或是預警的訊號，讓我們發現需要被幫助的學生或當事

人，可以早期發現、早期協助，避免問題的惡化。所以，網路成癮問題雖然令人

頭痛，但是，並非沒有功能，危機即是轉機，誠非空言。 

 

    本期刊物專題為「危機干預」，是令助人專業人員頭疼的問題，特別是在

大專院校（大陸稱為高校）服務的助人專業人員，更是視之為一個高壓力課題，

本期特別邀請對此一主題有長期研究的馬喜亭老師擔任專題主編，本期刊出三

篇專題文章，分別是馬喜亭老師撰寫的「大陸高校學生心理危機預防與干預：

回顧與瞻望」，胡月、樊富珉與戴艷軍老師撰寫的「緊急事件晤談法（CISD）

在大學生心理危機干預中的效果研究」，以及何元慶、李璐和錢景老師所撰寫

的「1983—2012 中國大陸心理危機干預研究的文獻計量學分析」，三篇文章分

別針對大陸的危機干預的實務與研究狀況加以描述與回顧，使我們對大陸危機

干預的專業發展有了更了深入的了解。在面對危機之時如何因應，如何化危機

為轉機，確實考驗我們的智慧，值得我們好好研究與學習。本刊由於採取接受

中文正體、簡體以及英文稿件投稿的立場，因此，此期的中文簡體文章仍以其

簡體形式刊出，惟在簡體摘要後加上正體摘要，以利讀者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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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網路成癮危險因子檢核表 

      (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 

 

 

 

 

以下句子的描述與您目前的情況是否相像? 

1.

非

常

不

同

意 

2.

不

同

意 

3.

普

通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1.您和他人視線接觸有困難?      

 2.您作事時集中精神有困難?      

 3.您感到生活總是千篇一律或是無聊?      

 4.您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5.您感到悶悶不樂?      

 6.您覺得搞不懂您的課業內容或工作要求?      

 7.您不滿意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8.與朋友談話時，您沒有被關心的感覺?      

 9.覺得別人或這個世界惹您生氣?      

10.您覺得難以控制自己的衝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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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 

 

 

 

Do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 resemble your 

current situation? 

 
1
. 
s
t
r
o
n
g
l
y 
 
d
i
s
a
g
r
e
e 

 
2
. 
d
i
s
a
g
r
e
e 

 
3
. 
a
v
e
r
a
g
e 

 
4
. 
a
g
r
e
e 

 
5
.
s
t
r
o
n
g
l
y 
 
a
g
r
e
e 

 1. Are you having trouble making eye contact with others?      

 2. Do you have difficulty concentrating while doing things?      

 3. Do you feel that life is always the same or boring?      

 4. Do you tend to consider yourself a loser?      

 5. Do you feel upset?      

 6. Do you feel you don't understand your schoolwork content or  

job requirements? 

     

 7. Are you dissatisfied with your family?      

 8. Do you not feel cared for when talking to friends?      

 9. Do you think someone else or the world is making you angry?      

10. Do you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trol your impuls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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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i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Crisis Intervention to Risk Factor 

of Internet Addiction 
 

 

Chih-Hung Wang 

 

Abstrct 

 

The crisis is inevitable, but if it can be prevented in advance, it is better than 

dealing with it afterward. How to detect and prevent early is the concern of 

helping professionals. There is a saying that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in Chinese 

culture. How to show wisdom in response to a crisis is indeed an issue we 

should care about.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of Internet addiction has 

troubled schools and families. How to prevent, detect, and deal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vance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for professionals. 

When discussing the caus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unseling strategies, 

one of the critical research findings is the discussion of risk factor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One of its essential results is the compi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hecklist for Risk-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ion (CRIA").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when a person's symptoms of Internet addiction occur, it i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ir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o be discovered. 

Internet addiction may be the tip of the iceberg and may expose other 

undiscovered or latent mental issues early. Therefore, the symptoms of 

Internet addiction become a signal of asking for help or warning, so that help 

professionals can find the parties who need help, and early detection and early 

assistance can prevent the problem from getting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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