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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書寫治療淺談部落格網路書寫之療效 

王薇棻 

 

摘要 

近年來網路書寫隨著部落格的興起而開始盛行，部落格之特性不僅具有自我 

書寫與展演之功能，書寫層面亦可能具有書寫治療之性質。本文試從書寫治療理

論來探討網路書寫中，心理治療之可能性，旨在瞭解部落格之網路書寫如何融合

書寫與網路空間之特性，從不同層面中為網路書寫者促進心理健康。 

網路書寫之特性含有便利與快速性、多元性，亦具備特有的網路空間特質，

如「匿名性」、「異名性」之虛擬特性，以及私密與公開之「半隱密性」、空間距

離泯滅的「接近性」，是能夠拉近人際距離與互動的互動空間。在部落格之網路

書寫活動中，個人雖然未必以心理治療為出發點，但其實網路書寫本身亦可以提

供某些書寫治療之功能，例如情緒宣洩、自我覺察、團體的正向回饋與支持、去

病理化的觀點，從自我表露、觀看、敘說或與他人觀點互動中，達至轉換、擴大

視框，再到故事重寫、建構新的觀點，甚至於生命經驗的昇華。 

 

 

 
 

 

關鍵詞：網路書寫、書寫治療、部落格 

王薇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 

（weifen@alumni.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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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透過書寫，人的思想、意識與情感經驗得以顯現，然而從書寫當中亦可看到

人與書寫是可以互動的，書寫亦能反過來重新形塑人對世界的認知與感受，影響

人的思維，過去的書寫僅限於紙筆，然而近代因著科技發展，使得書寫工具有了

革命性的改變，網路正是造成此改變的關鍵因素，網路已成了大眾化的書寫工

具。在網路使用的調查統計中，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FIND的資料顯示：2006年台灣「10歲以上」

的上網人口，已高達1,185.6萬，上網率接近六成（59.1%）；「10至39歲」的上網

率已超過75%；「40-49歲」的族群則是首度超越五成，有55.3%的上網率；「50歲

以上」的民眾亦有17.6%的上網率（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2006）。

整體而言，2006年12月底止之經常上網人口為976萬人，而至2007年6月底止，我

國經常上網人口已達999萬人，網際網路連網應用普及率為44%；與去年相較，

半年內即增加了23萬人（資策會，2007）。隨著上網率的增加，網路上提供方便

的書寫空間，成為網友上網書寫的絕佳環境，包括BBS、留言版、討論區和新聞

台等，其中又以部落格為網路書寫的最佳環境，更能讓網友淋漓盡致地在網路空

間中展演自我。 
部落格（Blog）又被稱為「網誌」、「網路日誌」，不需要編輯網頁和架設網

站等需要複雜而專門的技巧，就可以製作出具文字、圖片、音樂或動態影片等多

元風貌的自我舞台，又有和BBS、留言板或討論區相同的互動功能，可以更為多

元的紀錄自我的心情與生活點滴，發表個人創作，又可以藉此擴張自己的人際網

絡，使生活的觸角更廣也更豐富。近幾年部落格（Blog）業已大舉進入網路使用

者的日常生活。根據部落格的使用普及率調查顯示：2006年8月，無名小站的使

用者已高達66.8%，Yahoo!奇摩部落格，也有48.2%的到達率表現，其他如Webs-tv
所經營之天空部落在一年以來網友造訪的次數有7倍以上的成長，Xuite Blog與樂

多日誌亦有2倍以上的成長。2005年8月的數據則顯示：台灣部落格相關網站之使

用族群過半數為29歲以下的網友，其中學生更為主要族群，各網站有44.7%至

59.2%的使用者為學生，而上班族則約為11.3%至20%。及至2006年8月時可發現，

雖然29歲以下的網友仍佔多數，但結構分佈已有往上移動的情形，以樂多日誌和

新浪部落格為例，30歲以上的網友所佔比例超過四成（42.5%和44.2%），顯示部

落格使用人口有成熟化的趨勢。就職業類別看來，在2006年8月各網站之學生約

佔32%至46%，上班族約佔19%至25.3%，相較2005年上班族有增加的現象（資策

會，2006）。 
由此可見，現今電腦與網路的發達，留言板與部落格已成為個人書寫的最廣

泛的使用介面，網路書寫成為一種個人化及普遍化的習慣，且它也延伸出網路上

特有的人我關係、重塑了個人認同，對個人生活適應、心理健康皆可能有長足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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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路書寫的特性 
 

網路與電腦的特性使得書寫產生不同的特性，網路本身具有傳播的特性，可

堪稱為一種訊息傳遞的中介媒體，具有公開與聯結社群的性質，亦具有虛擬、匿

名的使用功能，使得書寫除了抒發情感之外，亦可成為個人展演的舞台，電腦則

是讓書寫的速度和多元性提升，促使更多人將書寫變為一種生活化的習慣與個人

化的演出空間。以下係針對網路書寫的特性作概括性的介紹： 
 
一、網路書寫的便利與快速 
 

電腦打字與修改比起傳統的紙筆書寫更為快速方便，亦即網路書寫可以和口

說一樣快，快速與修改的方便性，讓人的思維與意識的流動，更流暢且更不受拘

束。電子書寫接近人類思維的速度，出現了以作者為基準（writer-based）的寫作，

引領自由和流動的感受，使用者自然地把所有浮現腦海的東西打上螢幕，因此這

個速度鼓勵了書寫者的直接與快速寫作（張玉琦，2005）。網路書寫可以使人用

更快的速度思考與寫作，書寫者亦習慣於一邊思考一邊打字，電腦的速度讓書寫

者先把修辭丟在一邊，捕捉乍現的靈光，更不用侷限於過去寫作的準則與正確

性，因此網路書寫使個人的思維與情感經驗更快地被具體化，更快地外化為文字。 
 
二、多元化的書寫性質 
 

網路上的書寫不再侷限於文字，而是將聲音、圖形、文字、動畫融合，開啟

了多重感官和多向連結的面向，網路書寫可以運用的更廣泛的符號素材，例如聲

音、圖像等，都成為了「書寫」的素材符號。王智弘（2009）論及網路文字使用

的跳脫性，包括新創的網路語言、表情符號、情緒圖案，亦即文字上各種變化，

如字型、大小、顏色或變形等，超越了傳統語言文字展現的有限性。現今的網路

文學社群亦具有後現代詩文的特質，如：文類界線消除、後設語言嵌入、意符的

遊戲、事件般的即興演出、更新的圖像詩與字體的形式實驗等，將網路文學視為

一種「新文類」，整合文字、圖形、動畫和聲音的文本，尚包括了互動的敘事結

構，此外具有個人化、去中心，以及閱聽人詮釋權力的增強等特色，成為台灣後

現代狀況的書寫象徵（林淇瀁，2001）。隨著網路使用的普及化，網路成為人們

於其中進行新的口語或新書寫語法方式的場域，此種網路書寫的多元化特質更是

使個人在展現自我風格、敘述情感經驗、記錄自己生命歷程等更為豐富且具個人

獨特性。 
 

三、網路書寫的空間特性 
 

網路是一種虛擬的社會空間，能無限的擴大生活圈、聯結各式各樣的人、超



 - 4 -

越真實環境的限制，其空間特性如下： 
 
（一）匿名性與異名性 

匿名性（anonymousness）指的是一種嚴格的匿名定義，在這樣的定義中，

使用者將自己的身分完全隱藏，在虛擬社群中，真正進行匿名的使用者並不多，

大多的使用者皆屬於異名性的模式，將現實生活裡的自我加以延伸創造，匿名

性、異名性和真實的本名可能是互相鑲嵌的，因應著不同的網路使用動機、環境

和社會連帶而呈現出不同的樣態（簡恆信，1998）。 
當然網路上的身份認同可能和現實生活中的自我認同一樣，但亦有許多人形

塑出另一個完全不同的自我，在虛擬世界中，使用者具有相當大的自由度，可以

使用暱稱、簽名檔等代號，替代現實生活中單一且無法任意更換的姓名，並塑造

出其代號暱稱中的個人特質，甚而進一步產生身份認同。這種網路「化名」

（pesudonymity）的現象，如同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對於現實生活的前台／

後台觀點一般，網路上的人際關係如同一場探索自我認同的遊戲，依靠所有參與

者共同建構出遊戲的真實性（引自王家茗，2001）。網路使用者雖然使用的不是

真名但仍有代稱，此代稱亦代表了自己或是自己想在虛擬舞台上展現的自我。

Turkle認為藉由嘗試不同的人格，可使人建構更廣泛的自我認同，亦使人更彈性

的探索自我不同的層面（引自鄭如安，2007），因此網路書寫亦能使人較不侷限

於現實生活中僵化的身份認同，反而能去實現理想的自我身份，提高自我價值。 
 
（二）半隱密性 

網路書寫者雖然沒有實際看到對方在觀看，但又知道有人觀看。網路既具私

密性也具公共性的特質使得其成為公私互涉的雙元空間（陳弘儒，1996）。如同

王智弘（2006）提出部落格之「薄紗舞台效應」，認為書寫個人不為人知的心是

原為相當隱私的事，卻又將此私密日記刊載在個人部落格上，可能受到他人觀

看，除了滿足了個人自戀、暴露自我或被偷窺的心理，同時亦滿足他人的偷窺慾

望。然而，他人觀看與回應亦可形成作者繼續網路書寫的動力，具有正向鼓勵的

作用。 
網路書寫本身就具有某種被觀看、被閱讀的動機，這又回過頭來影響到作者

如何書寫、如何呈現自己。網路上的讀者，即便沒有實體，卻是確實存在著。讀

者在網路上可以進行明確的回饋，讀者也有可能就是身邊的人，讀者甚至有可能

參與文本的創作，這種作者讀者逆轉的關係，正是諸多網路理論所提倡的，網路

讓以單一個人為主導的書寫概念有鬆動的跡象（王家茗，2001）。 
這個網路舞台的半隱密性，亦透露出個人書寫不再同於過去自我書寫的藏匿

習慣，網路書寫成了自我私密空間與公共場域空間的聯結，代表著在網路書寫中

個人的私我空間更加的開放，也許也更展現現代人展露自我私密、與他人互動、

被人理解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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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近性 
接近性（proximity）原本是指地理空間上的距離遠近，影響人際吸引的現象；

但網路上的接近性則是以互動頻率來定義較為合適，時常利用網路的互動，接近

性的效果就會產生（鄭如安，2007）。一旦雙方能夠建立起穩定的互動關係，在

網路上也有可能進行如同真實世界一樣的互動，而且在虛擬社區中，由於去地域

性和去時間性的特質，在互動的深度和強度上，反而可能比真實社區更容易建立

起完整的社會網絡關係（簡恆信，1998）。因此，在網路書寫的空間中，與他人

互動頻率多寡，亦帶來心理上的親密與聯結感，滿足了個人在現實世界中可能因

人際疏離或各種原因、限制，以致無法與他人有親密關係或深層聯結。 
 
參、網路書寫與書寫治療的應用 
 
 簡怡人、詹美涓、呂旭亞（2005）提到早在書寫治療一詞出現之前，書寫就

已經和治療性的功能並存。過去已有許多詩人與小說家都曾以自身的創傷和負面

情感經驗作為書寫的靈感來源，並在書寫的過程中達到經驗的重新轉化與療癒，

而其作品也成為讀者療癒的媒介。目前，治療性書寫已被使用來增進洞察力、自

我意識和適應健康的功能，另外也可在協助診斷上提供有關人格功能的資訊，作

為治療性和預防性的應用。在美國已有醫院嘗試提供部落格，讓病人在網路上分

享其感受，同時接受網友的互動與回饋，產生支持性的團體氛圍，促進病人的正

向回應，足見部落格的網路書寫，具有情緒抒解與社會支持的治療性功能（王智

弘，2006）。Pennebaker的研究亦已證實書寫中情緒性的揭露（emotional disclosure）

與健康之關聯性，其認為書寫或敘說自我的情感和思想是一種強力的「自白」

（confession）形式，例如：以第一人稱書寫情感與思想或詳述事件經歷等，有

助於克服創傷事件與經驗（引自 Wright, 2002）。網路上的匿名性，能使某些極

難以啟齒或不為人知的創傷加以表露，研究者閱讀他人網誌，以及BBS訊息閱讀

的經驗，亦有某些受創者或有心理困擾的網路書寫者，選擇用曖昧模糊的文字，

可能此一網路的匿名性雖對某些人未能具有相當的安全感，但表示了網路書寫，

已經提高受創者或有心理困擾的人，表達經驗與接受他人幫助的動機與意願。 
書寫治療，強調可以藉著創作來澄清人生處境和心境，比較多的方式是把個

人的記憶寫成自傳，類似敘說生命史的方式來進行，而由參與者以筆觸來回顧當

時之感受與想法。此外，書寫者並非為純然的書寫者，因為書寫生命故事時，其

同時也是一個被自己所描述、觀看甚至觀察的對象，簡怡人等（2005）認為在「書

寫時的自己」與「書寫文本內容中的自己」之間會發展出不同的客體化關係，書

寫者可以採取一種「他者」的角度或位置來認識、理解自我，此也能促進個案變

成自己問題的專家，形成更積極的自我幫助。李偉斌（2006）認為當事人藉由網

路書寫，可獲得自我體驗與覺察；閱讀他人網路書寫同樣有此部分，書寫後經由

他人回應亦如是，在反覆交替下，不斷的產生與改變心理過程。總而言之，在網

路書寫中，書寫者常常回顧過去自己所寫的文章，在重新觀看與閱讀的過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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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新以他者的位置與過去的自我產生對話，並重寫自己的故事；再者，在網

路空間中具有真實的「他者」，他人的觀看亦會促成書寫者同樣採取他者的角度

來觀看自己。 
書寫治療中包含生命史、生命故事的撰寫，在書寫生命史中，個人藉由主觀

故事情節的選取與撰寫，將故事組織成有意義的整體過程，並理解個人生命主題

的發展歷程（張慈莉，1999），如同敘事治療（Narrative therapy）著重故事敘說

與故事重寫的過程，視生涯為主觀經驗，視當事人為文本，諮商的目標在於個人

生命故事的再造及生命意義的賦予。敘事治療鼓勵人透過時間向度，連接生活經

驗，或將之說成故事，並用欣賞與反思態度去看自己的參與詮釋行為，讓人在「說」

與「重說」自己故事的時候，建立「寫作」感和「重寫」感。敘事治療認為：人

是他自己世界的主角或參與者，這個世界則是詮釋行為的世界，每敘說一次生命

經驗都是新的世界，人和他人共同「重寫」故事，因而塑造自己生活與關係的世

界 (White & Epston, 1992/2001)。在網路文學領域中，亦可見獨特的「書寫者－

讀者」互動與多向度的文本創作，網路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與互動性

（interactivity）提供了瀏覽者實際參與介入的書寫可能，脫離了作者的單向詮釋

權，容許瀏覽者介入並予以不同的詮釋解讀，使得文本論述中的詮釋框架產生移

動或擴展，使得讀者也和書寫者一樣，享有生產文本意義的權力（林淇瀁，2001）。

部落格中，書寫者與讀者具有較開放的互動，讀者能夠針對書寫者的文本予以回

饋與交流。 
在網路書寫中，由於網路的便利使他人瀏覽變為頻繁且稀鬆平常，可見網誌

中經常有網友的觀點或經驗分享等回應，網友們可能會有的一種「好奇」態度，

並以正向關注、積極傾聽、善意、尊重、欣賞的角度去回應，網友從消極的故事

聆聽者，轉為積極的故事之共同參與者，隨著時間的發展與更多生命經驗交織，

此時敘事者對於事件中的自我、世界與他人可能產生不同或更豐富的詮釋。在與

他人共同重寫故事時，敘事者可能產生不同的自我瞭解，更能看見自身的主流故

事之外的部分，以更豐富和有意義的方式建構其生命的故事，進而形塑出嶄新的

自我，讓自我認同更正向、有彈性。 
網路書寫中的分享與回饋，亦有促使去病理化的功用，網友可能會以非病理

化的方式傾聽，而不同於醫生給予診斷式的病理標籤，減少敘說者的自我標籤與

無力感。精神醫療的醫病關係中，「病理文化的內化過程」無形中有著「去人性

化（dehumanization）」的傾向，案主是被當做一個「物」，一個「客體」，供

觀察、實驗、診斷、分析，可能會忽略、甚至貶抑當事人的論述與詮釋的權力，

做出「標籤化」的診斷，於是，標籤變成了一種「宣判」，案主的生命被侷限在

某種病理的狀態中（周志建，2002）。不同於一般治療關係，網友並非所謂的「知

識權威」，網友與書寫者處於平等的地位，此種平等的關係更能以書寫者為主體，

主導的權力在於書寫者的手中，自發性的進行自我觀看、反思與重建。書寫者的

公開以及網友的正向回應，使得原先可能具有「隱密不欲人知」的羞恥感，覺得

自己有問題的一種病理化的感覺，或甚至自己給自己貼標籤，然而透過這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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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理化」（de-pathologization）的方式，可以幫助當事人找回自主力量。 
最後，書寫治療中除了日記、生命史、生命故事的撰寫，尚包含自由寫作詩

詞創作、信件或明信片的書寫等。Kate 認為對於遭受心理健康之苦的人，創造

性的書寫能提供一個有效的發洩途徑（引自簡怡人等，2005）。誠然，網路提供

了「更富多元性、更有創造的空間，更講求互動、更具動感，更有混雜拼湊味，

更缺乏對外物的指涉性，更有自我反射與自創世界的可能，琢磨出兼具為學想像

與圖像聲音想像的立體的、新的美學經驗」（引自林淇瀁，2001）。網路書寫特

質的自由與多元，更能引發個人豐富的創作表達，例如：詩詞與藝術創作、以音

樂或影片記錄生命等；使書寫者能在各式各樣的創作當中，盡情展現自己的特質

原貌和真實的生命情感，亦能使生命書寫昇華轉化為一種美學的經驗，為個人生

命增添幾分美感與正向感受。 
 
肆、結語 
 

網路的普遍性與部落格的流行，讓網路書寫已成為許多現代人抒發情感、自

我形塑、甚至自我療傷的管道，當書寫者進入深度書寫時，生命議題與深層的內

在自我逐一浮現，不再以逃避的態度，而是真誠地去面對這些生命議題，也一步

步看見那些未曾觸及的內在深層自我，在書寫中一層一層地揭開面紗，才發現自

己壓抑許久的真實自我。在書寫揭露的同時，可能也會發現他人其實能夠接納這

樣的自我，同時開始欣賞這真實的自我，因此更加有勇氣和信心去形塑新的自我

認同，而不再只是陷入消極的自我檢視或自我批判。 
再者，相較於傳統的日記書寫，書寫者可能只活在自我的生命故事詮釋，但

網路書寫不再只是讓書寫者活在自己的現象場，網路工具聯結了自身與他人的生

活世界與現象場，以及日記書寫、與他人互動的渴望，其實也是尋求多元自我

（alter ego）的一部份 (Rak, 2005)；再者，網路社群的社會支持也能幫助個人建

立與整合多元的自我（林以正，2003），因此使人們得以跳脫其「虛擬世界」─

─一個原本「只能想想」的白日夢，透過在網路實踐而使虛擬變為真實，個人的

自我更加邁向後現代的多元真實，看見自我的更多全貌。 
正向的社會互動與生命故事共構，也將網路書寫者的生命故事，帶往更豐富

的詮釋，與更深層的內在自我療癒，如同黃素菲（2005）所言生命敘說與書寫的

療癒，並不能給出一個最終的答案，而是使人能安住於不確定之中，或是使人能

帶著舊傷，用新的態度面對生命給人的無盡難題。面對生命事件，詮釋要的不是

一個正確答案，而是要產生更多元面貌的生命意涵，而後更安然自在與自我共

處。最後，網路書寫與書寫治療的概念若能夠結合應用在諮商領域上，使網路書

寫中的治療性因子能有效發揮，促使現代人使用網路書寫的方式來自我成長或自

我療癒的話，不啻能促進大眾心理健康上有效之一級預防。（本文曾發表於台灣

心理諮商資訊網之全球心理衛生Ｅ學刊試刊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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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Therapy: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Blogging 
 

Wei-Fen Wang 
 

Abstract 

With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blogging, online writ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Blogging entails self-writing and self-performing, which might result in 

similar therapeutic effects as writing therap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therapeutic effect of online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therapy, aims to 

understand how blogging integrates the features of writing and cyberspace, and how it 

improves bloggers’ mental health.  

Online writing not offers convenience, rapidity, and diversity, but also contains the 

virtual features of cyberspace, such as anonymity, pseudonym, semi-privacy and 

proximity. Self-healing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intent of bloggers, yet online writing 

provides them with similar effects of writing therapy, such as catharsis, self-awareness, 

positive feedback and support from the online community. Self-disclosure, narration, 

re-reading of one’s own writing, and exchange of viewpoints with others stimulate 

bloggers to re-write their own stories, construct new perspectives, or even sublimat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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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 

吳少萍  王慶福*  歐滄和 

 

摘要 

本研究探討不同單身類型未婚女性的單身壓力、自我觀及幸福感之關係。經

由立意取樣輔以滾雪球法回收 320 份問卷，有效樣本 294 人。研究結果如下：一、

不同單身類型未婚女性在自我知覺之單身壓力上呈現差異。「期待型」、「悔恨

型」及「矛盾型」未婚女性所知覺之壓力皆大於「決心型」；「期待型」與「矛

盾型」未婚女性知覺之壓力皆以來自「個人壓力」的程度最高。二、不同單身類

型未婚女性在整體「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獨立」構面達顯著差異，「社會取向

自我觀」則無顯著差異，「決心型」比其他類型未婚女性較能展現獨自自主特質。

三、不同單身類型未婚女性在「整體幸福感」、「滿意知足」及「正向情感」皆

達顯著差異，「決心型」與「矛盾型」未婚女性皆比「悔恨型」的未婚女性在生

活中展現較多知足滿意與正向情感。四、未婚女性在「單身壓力」、「幸福感」

與「個人取向自我觀」變項上兩兩相關，但與「社會取向自我觀」變項的相關則

未達顯著。五、相較於「期待型」，「決心型」、「矛盾型」之未婚女性，所感

受的幸福感較高，「悔恨型」所感知的幸福感則最低。六、「個人取向自我觀」、

「親友壓力」及「悔恨型」單身類型等三個變項可預測幸福感總變異量的 13％。

研究者討論了上述研究結果對台灣未婚女性的意義，單身雖有壓力，但並非她們

是否感到幸福的關鍵。 

 

關鍵詞：未婚女性、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幸福感 

吳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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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碩士 

中山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heart19522005@yahoo.com.tw）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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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國內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年報婚姻狀況」資料（內政部統計處，2009，

如表 1 所示），顯示近年女性未婚率逐年增加，1989 年至 2008 年間，30 至 49 歲

的年齡層中，未婚平均比率足足增加了近 3.5 個百分點。近年來未婚率的攀升，

也如出一轍的在日本東京，大坂等都會區處出現（劉黎兒，2006）；印尼國家調

查中心於 2000 年，統計東南亞雅加達、緬甸等大城市的研究結果中，指出 30 歲

至 50 歲女性未婚平均比率也各佔了 13.2%、9.2% (Situmorang, 2005)。據上研究

統計資料顯示，國內外 30 歲以上未婚女性比率日益攀升。 
相關文獻指出，女性於30歲左右，便是重新評估自己的一個重要階段與分界

點（謝佩珊，1995；Burnley, 1979）。在國內外30歲以上未婚女性比例日益攀升

之下，婚姻即使並非女性必然的歸宿，但婚姻仍被多數女性及社會視為人生進行

的必經途徑與理所當然之義務與使命（吳怡卿，2004）。是故，在一個看似現代

的社會裡，對身處仍視結婚為主流價值之社會下的未婚女性來說，父母、親友常

是她們感受壓力的一大來源，甚至社會輿論及刻板印象也常會形成難以承受的壓

力（丘玲玲，1998；邵麗芳，1988；許宜萍，2007；楊美慧，1991；Gordon, 2003; 
Situmorang, 2005）。透過文獻歸納，單身壓力大致有四大來源，首先是來自個人

壓力：在時間的壓縮下，通常渴望進入婚姻，其焦慮的來源為年齡「拉緊報」、

生育的警鐘催人加快腳步、對「親密」的渴望、將「性」與「婚姻」連結在一起

（吳怡卿，2004）。其次是來自父母壓力：父母對於未婚者女兒，常希望其多認

識異性，參與可增加結婚機會的活動，也經常幫忙安排相親；在此情境下，交友

及感情進展隱私權受到剝奪，讓未婚女性倍感壓力（吳怡卿，2004）。第三是來

自親戚與朋友壓力：她們開始發現自己成為家族中的焦點、和身旁的友伴距離可

能逐漸因為婚姻狀況而拉開，進而引發因單身所帶來的壓力感受。第四是來自社

會壓力：一般人對單身的印象多半是偏向貶抑的，例如自私、性無能、享樂主義、

孤獨寂寞、外表醜陋、不夠溫柔、太強悍（梁淑娟，1994；黃明堅，1994），以

致單身者承受來自社會的誤解與譴責，可能造成單身者的罪惡感、羞愧、孤寂感

而產生心理壓力 (Johnston & Eklund, 1984)。 
此外，未婚女性在30歲的重要分界上，除了面對來自各方所給予的單身壓力

之外，鄧慧純（2007）整理相關文獻研究發現三十歲以上之未婚女性，亦專注於 

 
   表 1 臺灣地區三十歲以上女性未婚率（單位：%） 

時間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平均 
1989 年 5.0 2.6 1.2 0.7 2.4 
1994 年 6.3 3.4 2.2 1.0 3.2 
1999 年 7.0 3.9 2.5 1.7 3.8 
2004 年 8.6 4.9 3.2 2.1 4.7 
2008 年 10.9 5.8 4.0 2.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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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self）及自我發展（self development）上。Mead 視「自我」為非一生下就

已存在，而是在社會經驗與活動的過程中不斷發展而生（引自劉麗娟，2002），

如同陸洛（2007）指稱的自我觀（self views）主要與個體所生活的歷史、文化、

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為一套與自我有關的統整想法與信念，及與自我相關的行為

實踐，涵蓋「本體性與結構性」及「功能性與運作性」之內涵。近年來，西方心

理學研究中Markus和Kitayama (1991) 研究結果發現，不同文化觀點下所建構出

來的「自我」並不相同。相較於東方集體主義文化，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歐、美）

傾向講求個人的成就與責任，並鼓勵其成員獨立於他人之外，即以個人的內在特

質來定位自我，講求個人價值，因此可視為個人取向自我。然而，集體主義的文

化（亞洲、非洲）卻是以個人與他人間的關係，做為自我認定，其強調社會對個

人的影響力，個人自我特質的定義也傾向與他人有關，如地位、角色與社會期望

等，因此可視為社會取向自我。 

隨著地球村的到來，單一文化內的個人所持有的自我觀相當異質。以現代台

灣社會中的未婚女性成長過程為例，其生長環境雖傾向於傳統的東方文化，但西

風東漸，台灣社會成長中未婚女性自我產生了微妙的變化和影響，除了擁有傳統

社會取向自我觀的表現外，亦可能因其個人成長經驗的特殊性，或自身受西方文

化影響的程度不同，而發展出不同程度個人取向自我觀（楊國樞，1992）。換言

之，未婚女性專注於自我（self）及自我發展（self development），可能在社會化

的過程中同時擁有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之自我觀。 
  故 30 歲以上之未婚女性台灣社會成長中未婚女性對自我產生了微妙的變化

外，對自身幸福感受亦產生了新的體驗、改變及內省（陳美莉，2005）。幸福感

（well-being）意指認知及情感兩向度對整體生活進行評估後的綜合結果，其兼

具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等三種成分組成，是個整體而不能分割的概念

(Argyle, 1987/1997)。日本女作家酒井順子（2003/2006）出版的《敗犬的遠吠》，

以結婚與否來斷定人生的勝負，暗示著一種女人的幸福決定於結婚的價值觀，將

年滿三十歲、無子的未婚女性，視為不幸福的女人。30 歲以上未婚女性在這段

過程中，會知覺到個人的改變，相對知覺到的壓力感受，及以重新評價自己的生

活滿意，皆可能呈現變化性。然而，西蒙‧波娃認為「女人是形成的，不是生成

的」，女人是可以有選擇的（引自林麗珊，2005）。 
綜合了董智慧（1998）、Lasswell 和 Lasswell (1987) 及 Situmorang (2005) 的

文獻回顧指出，早期西方學者曾將 30 歲以上的未婚女性，歸類為不同型態的單

身面貌，其中 Schwartz 於 1976 年依據單身者的生活重心，提出專業型、社交型、

自我型、行動型、支持型與被動型等六種類型；Staple 則依據單身者與他人或伴

侶的關係的行為模式，提出自由浮動型、開放伴侶型、封閉伴侶型、形同結婚型

等四種類別；最後 Stein 於 1981 年針對單身狀態「是否為自願選擇」、「是否預期

它為穩定生活型態」，此兩向度將單身者分為四種類型：矛盾型（ambivalent）是

指目前狀況是自願的選擇但僅是暫時的狀況；期待型（wishful）則指非自願且暫

時的單身狀況，期待近期內結束目前單身情形；決心型（resolved）意指將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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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一自願選擇且長久穩定的生活型態；悔恨型（regretful）則為非自願選擇單

身且長期的單身類型。 
考量未婚女性單身狀態的展現，涉及自身選擇、環境與時間，三者互動下所

產生的不同單身類型，且國內多數研究將單身未婚者視為同一族類，並未詳述細

維持單身者的動機與態度，故本研究採用Stein兩向度分類做為理論基礎，將未婚

女性豐富細緻化為單身四種類型：矛盾型、期待型、決心型或悔恨型，探討因不

同程度選擇所形成的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其重要分界上所知覺到的單身壓

力感受、自我觀及重新評價自己的生活滿意等議題，是否有差異？本研究重要意

涵在於打破以往研究總將「單身者」與「已婚者」在幸福上做比較，削弱已婚者

和未婚者皆是幸福的爭戰，和氣看待彼此角色，單身未婚女性在被細緻的分類

下，能了解她們細緻的價值與意見，引發社會更加重視她們主觀感受。 

  同時，國內過去這類研究大都集中於了解未婚女性在單身壓力與幸福感之間

的關連性，然陸洛（1998）以及韓貴香（2003）的研究指出環境因素對幸福感影

響是透過某些穩定的人格因素而對幸福產生間接影響。如同陸洛（2005）所指稱，

文化形塑建構出不同的自我觀來決定人們追求幸福的想法，感受與行為，進而影

響幸福感的歷程。故不同強度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對於不同生活向度

的滿足，以及正負向情感感受之間有所關聯。未婚女性所知覺到的單身壓力，固

然有可能對其情緒工作與人際適應有所影響，進而影響其生活滿意度與幸福感，

但未婚女性本身的自我觀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未婚女性的單身壓力、自我觀

與幸福感三者之關係不容忽視。國內外對適婚而未婚女性探討「單身壓力」、「自

我觀」、「幸福感」等變項之學術研究尚付之闕如，此議題已成為極待充實的研究

領域。因此，本研究乃以量性研究探討，希冀瞭解台灣適婚且未婚女性實際狀況；

了解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傳統建構下，對自己的生活素質評估能否跳脫結婚

框架、肯定自我、活得自在又滿意。同時據以提供社會學校教育、兩性關係研究、

家庭與婚姻諮商等實務專業人員及其它臨床心理學與教育者的參考，作為往後從

事單身研究之基礎。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了解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上的差異情形。 

（二）了解未婚女性的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三）探討未婚女性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對幸福感之聯合預測力。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未婚女性」界定為三十歲以上未滿五十歲，且從未有法律婚約女性

（never-married，不包括喪偶、離婚、分居、同性戀女性、未婚生子）。由於時

間和人力的限制，委請中華民國單身關愛協會與台北救國團活動組等機構，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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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單身聯誼活動時協助發放一部份問卷，並委請台中義務張老師中心及親朋好友

發放問卷，填寫完畢後送一份小禮物。經由上述立意取樣並輔以滾雪球的方式，

共回收 320 份，回收率為 88.9%，又剔除年齡超過 30 至 50 歲之範圍、喪偶、離

婚、同性戀女性、未婚生子及填答不全者等，共得有效樣本 294 人，其中回收來

自機構辦理單身聯誼問卷數 80 份（27%），回收來自台中義務張老師中心及親朋

好友問卷數 214 份（83%），可用率為 91.9 % 。茲將本研究未婚女性之背景資料

與單身狀態之分類情形分述如下： 
    
（一）受試者背景資料 

本研究樣本人口變數的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2 所示。「30 至 40 歲」未婚女

性 270 人（91.8%），「41 至 50 歲」24 人（9.2%），年齡層集中於 30 歲至 40 歲。

教育程度以「大學」154 人（52.4%）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研究所以上」89 人

（30.3%）、「專科」37 人（12.6%）、「高中職」13 人（4.4%）、「國中」1 人（0.3%）。

兄弟姐妹數以「兩個」者共 92 人（31.3%）為最多，其次為「三個」者 86 人（29.3%），

其餘「一個」或「四個以上」者皆各為 57 人（19.4%）。本研究之未婚女性「與

家人同住者」190 人（64.60%）為最多，「自己單獨居住」62 人（21.1%），其餘

依次為「與朋友或同學同住」21 人（7.1%）、「其他」者 13 人（4.4%）、「與男朋

友同住者」8 人（2.7%）。此外，本研究共 294 位有效樣本之未婚女性，皆從未

結婚且未生育子女。 
 

（二）受試者單身類型 

本研究 294 位未婚女性之有效樣本，單身生活狀態兩向度填答情形如表 3 所

示。在單身狀態是否預期為穩定的生活型態向度上，顯示本研究未婚女性之單身

狀態以非自願選擇佔多數，且維持單身因素以「沒有合適對象」為數最多，此結

果與過去研究相符（卲麗芳，1988；謝佩珊，1995）。同時，單身狀態是否為自

願的選擇的向度上，表 3 顯示本研究未婚女性有 62％認為未來有，50%以上的可

能性會進入婚姻，此與董智慧（1998）、許雅雯（2005）與鄧慧純（2007）研究 
 

表 2 受試者基本資料分析表 

受試者基本資料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年齡 30~40 270 91.8 

 41~50 24 9.2 
教育程度 國小 0 0.0 

 國中 1 0.3 
 高中職 13 4.4 
 專科 37 12.6 
 大學 154 52.4 
 研究所以上 89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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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單身生活狀態人數分佈 

受試者單身生活狀態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進入婚姻可能程度 0%（長期） 40 13.6 
（判斷單身狀態穩定性） 30%（長期） 58 19.7 
 50%（暫時） 106 36.1 
 80%（暫時） 65 22.1 
 100%（暫時） 23 7.8 
維持單身原因 單身比較適合自己 66 22.4 
（判斷選擇的自願性） 缺少認識異性機會 33 11.2 
 宗教因素 0 0.0 
 求學發展事業 39 13.3 
 沒有適合對象 131 44.6 
 身心狀況 7 2.4 
 其他 11 3.7 

 
結果皆認為國內未婚女性大多認定維持單身並非為持久的生活狀態、單身則是一 
種進行式，結婚才是終點，而未婚狀態意味著持續的行進向穩定結婚目標的過

程。故她們並不安於目前單身的狀態，總覺得自己尚停留在未穩定的情況，仍期

待尋找婚配的對象。如同鄧慧純（2007）指出江原由美子於 1995 年從女性的觀

點說明社會晚婚的現象並非女性不想結婚，仍然想要結婚、認為遲早要結婚的論

點相符。 
本研究單身類型是根據董智慧（1998）、Lasswell 和 Lasswell (1987) 及

Situmorang (2005) 指出 Stein 於 1981 年將單身狀態以「是否為自願的選擇」、「是

否預期為穩定的生活型態」兩向度作為分類，亦即本研究 294 位未婚女性之有效

樣本根據單身狀態是否為自願的選擇及是否預期為穩定的生活型態兩向度作為

分類，將研究對象分為四種類型：矛盾型、期待型、決心型、悔恨型，如表 4。

整體而言，本研究調查 294 位從未結婚之未婚女性，依據 Stein 的分類架構，以

「期待型」佔 43.88%居最多，「悔恨型」僅 13.61%為最少。樣本的 41 至 50 歲

人數過少，是否可能是決心型與悔恨型人數較少的潛在因素，有待未來研究釐

清。由於本研究為立意取樣，對於各單身類型所佔的比例，以及與過去研究的結 
  
     表 4 單身類型分析表 

狀態 選擇性 類型 人數 百分比（%） 

暫時 自願 矛盾型 54 18.36 

暫時 非自願 期待型 129 43.88 

長期 自願 決心型 51 17.35 

長期 非自願 悔恨型 40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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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暫不做比較，待未來更具代表性的樣本再做分析與推論。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單身取向量表」、「單身壓力量表」、「自我觀量

表」、「幸福感量表」、「社會期望量表」。茲將五項工具特性詳述如下， 

 

（一）單身取向量表 

本研究量表係採用董智慧根據國外學者之單身類型架構，編製而成之「單身

取向問卷」為依據。本研究者將董智慧（1998）自編之「單身取向問卷」，除接

受相關領域專家老師的建議與潤飾外，亦邀請四位專家進行專家審查，針對內容

的適用性及需要性提供意見，並與相關領域專家老師討論，保留原來架構與題

目，僅修改部分字句，讓題意更明確以利作答，修正後形成本研究正式量表「單

身取向量表」，用來評估與判別單身類型。量表共 4 題，主要經由第一題與第二

題之填答狀況予以分類，本研究單身類型可由下列答題狀況說明判斷歸類之： 
1.第一題「意圖結束單身生活、進入婚姻」，填答可能百分比為 50%、80%或 100%

者，判定單身狀態為「暫時」；填答可能百分比為 0%、30%者，判定單身狀態

為「穩定」。 
2.第二題「形成單身原因」，填答為 1（單身生活比較適合自己）、3（宗教上的因  

素）或 4（求學、發展事業或進行其他計畫）者，判定單身狀態為「自願選擇」；

填答形成單身原因為 2（缺少認識異性的機會）、5（沒有合適的對象）或 6（身

心障礙的因素），則判定單身狀態為「非自願選擇」。 
3.再依上述第一、二題之結果，歸至四種單身類型：(1)矛盾型：依第一題填答判

定單身狀態為暫時，且依第二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自願選擇者。(2)決心型：

依第一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穩定，且依第二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自願選擇

者。(3)期望型：依第一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暫時，且依第二題填答判定單

身狀態為非自願選擇者。(4)悔恨型：依第一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穩定，且

依第二題填答判定單身狀態為非自願選擇者。 
 

（二）單身壓力量表 

本研究所使用「單身壓力量表」係採用並修改自丘玲玲（1998）自編之「單

身壓力量表」。於丘玲玲自編之「單身壓力量表」選取因素負荷量大，且與本研

究主題相關之題目內容作為篩選標準，形成 26 題初步量表。爾後除了將初步量

表接受相關領域專家老師的建議與潤飾外，亦邀請四位專家進行審查，針對整體

內容的適用性及需要性提供意見，將專家所給予的建議和相關領域專家老師討論

後，決定將部分題數加入字句，讓題意更清晰以利作答，最後成為本研究正式量

表。本研究正式量表經由 294 位有效樣本進行信效度考驗，刪除負荷量<.40 之題

目，內涵亦包括父母壓力、親友壓力、社會壓力、個人壓力四面向，共計 2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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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量表α係數介於 .707 至 .871，總量表 .897。本研究另對量表的內部結構，

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建構效度分析，各分量表的因素負荷量分別於  .444
至 .840 之間，亦顯示本研究工具具有不錯的信度與聚斂效度。本研究量表亦依

原量表李克特式四點量表方式作答，但為了評量受試者實際感受單身壓力之大

小，則將勾選項目改為：1 代表「從未如此」，2 代表「偶爾如此」，3 代表「經

常如此」，4 代表「總是如此」。故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感受到單身壓力越大。 
 

（三）自我觀感量表 

本研究使用量表係參考並採用陸洛（2007）所編制「個人／社會取向自我觀

簡短版量表」。此簡短版量表之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兩分量表間只有低度相關（平

均 r=.32），內部一致性信度α係數在個人取向量表為 .81，社會取向為 .83。故

本研究由「個人取向自我觀簡短版量表」10 題與「社會取向自我觀簡短版量表」

14 題（陸洛，2007），形成「自我觀」正式量表。本研究正式量表經 294 位有效

樣本填答後進行信效度考驗，刪除負荷量<.40 之題目，「個人取向自我觀」內涵

亦包括獨立、一致兩面向，共計 8 題，其中獨立意涵，主要是指超越環境的侷限，

並堅定自信心；一致意涵，指稱不論在何時、何地、對何人，自我的表現都一致。

各分量表α係數介於 .776 至 .820，總量表 .844，對量表的內部結構進行驗證性

因素分析的建構效度分析，得到各分量表的因素負荷量分別於 .663 至 .871 之

間。另外，「社會取向自我觀」內涵亦包括情境自我、社會敏感、自我修養、人

際連結四面向，共計 14 題：情境自我，主要為人在不同的情境、場合、角色關

係中都應該有所調整，以求表現最合宜的行為；社會敏感，主要為對他人評價的

關注及維護人際和諧；自我修養，主要為對道德修為的關注；人際連結，主要為

將自我與家庭視為一體，並將家庭福祉置於優先的地位。各分量表α係數介

於 .469 至 .751，總量表 .802，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建構效度分析，得到各分量表

的因素負荷量分別於 .491 至 .812 之間。正式量表將「個人取向自我觀」、「社會

取向自我觀」題目混合。量表以李克特式六點量尺方式作答。依受試者自己的實

際感受勾選適當答案：1 代表「非常不同意」，2 代表「不同意」，3 代表「有些

不同意」，4 代表「有些不同意」，5 代表「同意」，6 代表「非常同意」。個人取

向自我觀量表得分越高，代表個人取向自我觀越強；社會取向自我觀量表得分越

高，代表社會取向自我觀越強。 
 

（四）幸福感量表 

本研究量表係參考使用「中國人幸福感量表完整版」中，施建彬（1995）所

編製的東方本土幸福感中共 20 題的「合諧的親友關係」、「他人讚賞」、「物質滿

足」、「工作成就」、「活得比別人好」、「樂天知命」等分量表之外；另參考 Lu (2008)
提出屬於西方的「中國人幸福感量表迷你版」中共五題的「樂觀」、「正向情感」、

「自我滿足」等分量表形成共計二十五題之正式量表。本研究正式量表經由 294
位有效樣本進行信效度考驗，刪除負荷量<.40 之題目，內涵亦包括「滿意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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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親友關係」、「工作成就與讚賞」、「正向情感」四面向，共計 23 題。各分

量表α係數介於 .710 至 .874，總量表 .931，本研究另對量表的內部結構進行驗

證性因素分析的建構效度分析，各分量表的因素負荷量分別於 .553 至 .937 之

間。本研究受試者依其最近三個月來的狀況圈選之，採四點計分方式，分別為 0、

1、2、3 分，最後將二十五題分數累計，所得分數越高，代表其整體幸福感越高。 
 
（五）社會期望量表 

本研究使用量表係參考廖玲燕（1999）以 Marlowe 與 Crowne 於 1960 年的

文獻為依據所編製「新編台灣版的社會讚許量表」。分為正向題與負向題，由信

度係數來看，正向題的α係數為 .87，負向題則為 .90，內部一致性高，代表此

量表具高度穩定性。本量表，負向題可控制社會期望偏誤，故從中選取 7 題因素

負荷量最高的負向題，作為本研究控制社會期望偏誤的測量工具，同時以以社會

期望量表分數為共變數，進行共變數分析，經由 294 位有效樣本進行信效度考

驗，刪除負荷量 <.40 之題目，最後形成共計 6 題反向題。總量表α係數為 .809。

針對量表進行建構效度分析，顯示因素負荷量分別於 .517 至 .776 之間。為避免

受試者察覺題目所測量之意圖，故將此 6 題題目，置入問話語氣與性質較相近的

自我觀量表中，同時將原社會讚許量表之李克特式五點量尺，改以六點量尺方式

作答，同時勾選內容改為：1 代表「非常不同意」，2 代表「不同意」，3 代表「有

些不同意」，4 代表「有些不同意」，5 代表「同意」6 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

低，表示愈傾向符合社會期待，而較無法反映自己的真實狀態。 
 

三、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方法 

 

（一）虛擬變項之處理 
由於單身類型為類別變項，分為 1.決心型、2.悔恨型、3.矛盾型、4.期待型

四個水準，在進行相關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前，研究者以水準 4 為參照組，建立

三個虛擬變項，分別為決心型－期待型（1 代表決心型，0 代表非決心型）、悔恨

型－期待型（1 代表悔恨型，0 代表非悔恨型）、矛盾型－期待型（1 代表矛盾型，

0 代表非矛盾型）；而以有無伴侶而言，包括 1.有親密伴侶、2.無親密伴侶兩個水

準，研究者以水準 2 為參照組，建立一個虛擬變項，為有親密伴侶－無親密伴侶

（1 代表有親密伴侶，0 代表無親密伴侶）（吳明隆，2006）。故最後單身類型建

立了決心型－期待型、悔恨型－期待型、矛盾型－期待型、有親密伴侶－無親密

伴侶等四個虛擬變項。 
 

（二）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將 294 份有效問卷資料經信效度考驗而適當刪題（詳見研究工具

量表說明），將刪題後各量表題目直接以 294 份有效問卷進行下述統計： 
1.以共變數分析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探討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單身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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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觀與幸福感上的差異情形。 
2.以積差相關與點二系列相關，了解未婚女性的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與

幸福感之相關情形。 
3.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未婚女性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對幸福感之聯合

預測力。 
 

參、結果與討論 

  

一、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自我觀、幸福感之差異情形 

 

本研究依據 Stein 之理論基礎，將單身類型分為決心型、悔恨型、矛盾型、

期待型等四類，以分析此四類型在單身壓力、自我觀、幸福感之差異情形。上述

之差異情形，以社會期望作為共變量，採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之統計方法進行，茲

將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自我覺知單身壓力」之差異情形 

1.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以單身類型為自變項，社會期望為共變量，單身

壓力總量表及分量表為依變項，其考驗如下表 5。表 5 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

結果（社會期望*單身類型）顯示可發現有「社會壓力」分量表符合組內迴歸係

數同質性假設，可以進一步進行共變數分析。其餘父母壓力、親友壓力、個人壓

力、及單身壓力總分之依變項與共變項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水準，表示違反組內迴

歸係數同質性的假設，不宜直接進行共變數分析。對此違反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

之假設，本研究採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統計分析。 
2.共變數分析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社會期望」得分為共變量，「單身類

型」為自變項，「社會壓力」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5。表 5
可得知共變數分析結果未達到顯著差異，即「排除社會期望共變量的影響後，單

身類型在社會壓力分量表上無顯著差異」。此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其餘

「單身壓力總量表」、「父母壓力」、「親友壓力」、「個人壓力」等皆達顯著差異， 
 

表 5 單身類型之單身壓力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單身壓力量表 來源 SS df MS F 

總量表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3419.78 3 1139.93 6.30＊＊＊ 

父母壓力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247.94 3 82.65 3.73＊ 

親友壓力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528.05 3 176.02 8.17＊＊＊ 

社會壓力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45.22 3 15.07 1.40 

個人壓力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39.27 3 46.42 6.8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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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單身類型在單身壓力之共變數分析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壓力源 單身類型 M SD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決心型(1) 32.43 6.58    

悔恨型(2) 37.75 7.44 組間 3141.40 3 1047.13 13.78*** 4＞3＞1

矛盾型(3) 37.20 8.56 組內 20525.00 70 76.02  4＞2＞1
總量表 

期待型(4) 41.49 9.81    

決心型(1) 7.55 0.32 共變量：社會期望 81.04 3 81.78   

悔恨型(2) 8.27 0.36 自變項：單身類型 25.02 267 15.03 1.65  

矛盾型(3) 8.17 0.31 誤差 1329.24   

社會 

壓力 a 

期待型(4) 8.38 0.20    

決心型(1) 9.74 3.38    

悔恨型(2) 10.49 3.66 組間 245.33 3 81.78 5.44*** 4＞1 

矛盾型(3) 10.17 3.42 組內 4013.64 267 15.03  4＞2 

父母 

壓力 

期待型(4) 11.96 4.27   4＞3 

決心型(1) 10.12 2.55    

悔恨型(2) 12.70 3.04 組間 533.67 3 177.89 17.50*** 4＞3＞1

矛盾型(3) 12.17 3.01 組內 2734.87 269 10.17  2＞1 

親友 

壓力 

期待型(4) 13.90 3.51     

決心型(1) 5.33 5.33    

悔恨型(2) 6.33 1.29 組間 132.65 3 44.22 12.27*** 4＞2＞1

矛盾型(3) 6.65 2.28 組內 969.73 269 3.37  3＞2＞1

個人 

壓力 

期待型(4) 7.21 2.10    

a 採用共變數分析，其餘採變異數分析 *p<.05  **p<.01  ***p<.001 

 
如表 6 所示。表 6 顯示不同單身類型在「整體單身壓力」（F=13.78） 及「父母

壓力」（F=5.44）、「親友壓力」（F=17.50）、「個人壓力」（F=12.27）等構面皆達 .001
顯著水準的差異，事後比較發現：「整體單身壓力」、「親友壓力」方面，所知覺

到壓力程度皆為「期待型」高於「矛盾型」高於「決心型」；「整體單身壓力」、「個

人壓力」方面，所知覺到壓力程度皆為「期待型」高於「悔恨型」高於「決心型」；

在「父母壓力」分構面，所知覺到壓力程度為「期待型」高於「決心型」，「期待

型」高於「悔恨型」，「期待型」高於「矛盾型」；在「親友壓力」分構面，「悔恨

型」高於「決心型」；在「個人壓力」分構面，「悔恨型」高於「矛盾型」高於「決

心型」。 
綜上所述，研究發現不管在「單身壓力」整體層面或分項構面，「期待型」、

「悔恨型」、「期待型」所知覺壓力皆大於「決心型」；且所有類型中以「期待

型」所知覺單身壓力最大，「決心型」最小。推論其可能原因，「期待型」由於

對於環境的限制，並且期待近期內結束目前單身情形，且積極找尋結婚對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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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對婚姻有較高的期待 (Lasswell & Lasswell, 1987; Situmorang, 2005)，故面對傳

統來自「整體單身壓力」、「親友壓力」、「父母壓力」、「親友壓力」、「個

人壓力」等方面之結婚壓力，相對比自願選擇單身的「決心型」、「矛盾型」來

得大。然而研究亦發現，「期待型」與「矛盾型」之未婚女性面臨來自「個人壓

力」程度皆位居第一，顯示兩類型未婚女性對於自己未來進入婚姻，抱持很大的

可能性，因而相對知覺到較大的結婚壓力。 
 

（二）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自我觀」之差異情形 

本研究依據 Stein 之理論基礎，單身類型分為決心型、悔恨型、矛盾型、期

待型等四類，以社會期望作為共變量，採單因子共變數分析之統計方式分析此四

類型在個人取向自我觀、社會取向自我觀之差異情形。茲將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1.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個人取向自我觀之差異情形：(1)組內迴歸係數同質

性考驗，結果如表 7 所示，顯示「社會期望」及「單身類型」交互作用於整體「個

人取向自我觀」及「獨立」、「一致」等分量表上未達到顯著水準，符合組內迴

歸係數同質性的假設，故進行共變數分析。(2)共變數分析，以「社會期望」得 
 
 表 7 單身類型之個人取向自我觀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自我觀量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總量表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222.33 3 74.11 0.96 
獨立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39.41 3 46.47 1.90 
一致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0.41 3  3.47 0.17 

 
表 8  單身類型在個人取向自我觀之共變數分析摘要 
個人自我觀 單身類型 M SD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決心型(1) 35.41 0.86 共變量：社會期望 328.52 1 328.52  1＞2 

悔恨型(2) 32.60 0.97 自變項：單身類型 373.04 3 124.35 3.30＊ 1＞3 

矛盾型(3) 32.34 0.84 誤差 10059.35 267 37.68  1＞4 

總量表 

期待型(4) 32.38 0.55    

決心型(1) 18.89 0.49 共變量：社會期望 35.64 1 35.64  1＞2 

悔恨型(2) 16.75 0.56 自變項：單身類型 191.71 3 68.69 5.18＊＊ 1＞3 

矛盾型(3) 16.61 0.48 誤差 3293.90 267 12.34  1＞4 

獨立 

期待型(4) 16.79 0.31    

決心型(1) 16.52 0.49 共變量：社會期望 147.76 1 147.76   

悔恨型(2) 15.85 0.55 自變項：單身類型 32.18 3 147.76 0.89  

矛盾型(3) 15.73 0.47 誤差 3227.5 267 12.09   

一致 

期待型(4) 15.59 0.3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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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單身類型之社會取向自我觀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社會自我觀 來源 SS df MS F 
總量表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34.76 3 11.59 0.04 
情境自我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22.77 3 7.59 0.18 
人際連結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4.06 3 1.35 0.20 
自我修養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8.14 3 2.71 0.12 
社會敏感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26.60 3 8.87 0.57 

 
分為共變量，「單身類型」為自變項，整體「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獨立」、「一

致」等分量表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即表 8。表 8 顯示不同單身類

型在「整體個人取向自我觀」（F=3.30）及「獨立」（F=5.18）等構面皆達 .05
顯著水準的差異，即本研究排除社會期望共變量影響後，單身類型在「整體個人

取向自我觀」、「獨立」分量表上達顯著差異，但在「一致」分量表則無差異。事

後比較發現：持有「整體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獨立」自我觀未婚女性皆為「決

心型」高於「期待型」、「矛盾型」、「悔恨型」。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不同單身

類型未婚女性在個人取向自我觀上有顯著差異，主要的差異在於「決心型」未婚

女性比「期待型」、「矛盾型」、「悔恨型」等三類型較優先追求個人福祉與目標、

看重自我成長，強調獨立自足精神。 
2.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社會取向自我觀之差異情形：(1)組內迴歸係數同質

性考驗，結果如表 9 所示，顯示「社會期望」及「單身類型」交互作用在「社會

取向自我觀總量表」、「自我修養」、「社會敏感」、「人際連結」等分量表 F 值皆未

達顯著標準，故在「社會取向自我觀總量表」、「自我修養」、「社會敏感」、「人際

連結」等分量表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假設，故進行共變數分析。(2)共變數

分析，以「社會期望」量表得分為共變量，「單身類型」為自變項在「社會取向

自我觀」總量表與「情境自我」、「人際連結」、「自我修養」、「社會敏感」等分量

表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 10。表 10 顯示共變數分析結果未達到顯著

差異，即排除社會期望共變量的影響後，不同單身類型在「社會取向自我觀」總

量表與「情境自我」、「人際連結」、「自我修養」、「社會敏感」等分量表方面無顯

著差異。綜上所述，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社會取向自我觀」皆無顯著差異。

根據陸洛（2003）研究指出，華人社會自我呈現越來越多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的

「折衷自我」現象，但此種融合傳統華人的「關係中自我」與西方「獨立自足」

之特性。也就是東方未婚女性自我觀身上有著「個人取向自我觀」與「社會取向

自我觀」不同力量牽引著，受到東西方文化力量的牽引大小不一。本研究樣本全

為東方女性，身處在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下，不同類型未婚女性所持有的「社會取

向自我觀」的程度是否差異較不明顯；抑或就自我觀的評量而言，是否可能社會

取向及個人取向兩個量表在重新修改後，相關也跟著改變了，此一議題需要未來

更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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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單身類型在社會取向自我觀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社會自我觀 單身類型 M SD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決心型(1) 66.28 1.02 共變量：社會期望 6.57 1 6.57  
悔恨型(2) 65.87 1.14 自變項：單身類型 161.79 3 53.93 1.03 

矛盾型(3) 65.09 0.98 誤差 13764.56 263 52.34  

總量表 

期待型(4) 64.36 0.65     
決心型(1) 25.06 0.44 共變量：社會期望 9.01 1 9.01  
悔恨型(2) 24.75 0.50 自變項：單身類型 77.44 3 25.81 2.61 
矛盾型(3) 25.24 0.43 誤差 2628.50 266 9.88  

情境自我 

期待型(4) 23.74 0.28     
決心型(1) 8.21 0.25 共變量：社會期望 2.22 1 2.22  
悔恨型(2) 7.98 0.28 自變項：單身類型 3.19 3 1.06 0.33 
矛盾型(3) 8.31 0.24 誤差 850.12 267 3.18  

人際連結 

期待型(4) 8.10 0.16     
決心型(1) 7.55 0.35 共變量：社會期望 30.74 1 30.74  
悔恨型(2) 8.27 0.40 自變項：單身類型 25.57 3 8.52 1.36 
矛盾型(3) 8.17 0.34 誤差 1648.78 264 6.25  

自我修養 

期待型(4) 8.38 0.23     
決心型(1) 13.54 0.30 共變量：社會期望 13.93 1 13.93  
悔恨型(2) 13.55 0.34 自變項：單身類型 2.10 3 0.70 0.15 
矛盾型(3) 13.74 0.29 誤差 1241.51 267 4.65  

社會敏感 

期待型(4) 13.73 0.19     

  
（三）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幸福感」之差異情形 

1.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結果如表 11 所示，「社會期望」及「單身類型」

交互作用在「和諧親友關係」、「工作成就與讚賞」之 F 值未達顯著標準，故此二

分量表符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假設。「幸福感」總量表及「滿意知足」、「正向

情感」等分量表之依變項與共變項交互作用達到顯著水準，故不宜直接進行共變 
 
表 11 單身類型之幸福感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摘要表 

幸福感 來源 SS df MS F 
總量表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189.68 3 396.56 3.18＊ 
滿意知足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236.61 3 78.86 2.82＊ 
和諧親友關係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6.44 3 5.48 1.50 
工作成就與讚賞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31.72 3 10.57 1.49 
正向情感 社會期望*單身類型 123.51 3 41.17 5.5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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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分析，並採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統計分析。 
2.共變數分析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社會期望量表得分為共變量，單身類型

為自變項，於「和諧親友關係」、「工作成就與讚賞」分量表，進行單因子共變數

分析，結果如表 12。表 12 得知共變數分析結果在「工作成就與讚賞」（F=2.48）

與「工作成就與讚賞」（F=2.12）兩分量表，均未達顯著差異，即排除社會期望

共變量的影響後，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工作成就與讚賞」與「工作成就與

讚賞」上無顯著差異。此外，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其餘「幸福感」整體層面、

「滿意知足」 及「正向情感」等分構面，亦如表 12 所示。表 12 顯示，不同單

身類型在「整體幸福感」、「滿意知足」 及「正向情感」等構面皆達 .01 顯著水

準的差異，事後比較發現：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知覺到「整體幸福感」、「滿意

知足」、「正向情感」程度皆為「決心型」高於「悔恨型」，「矛盾型」亦高於「悔

恨型」。研究結果與董智慧（1998）相符，亦即不同單身類型，因為維持單身狀

態的動機、態度與需求，確實影響對幸福的感受，並且幸福的感受大多為「決心

型」高於「悔恨型」，「矛盾型」亦高於「悔恨型」。可能的原因為，「決心型」與 
 

表 12 單身類型在幸福感之共變數分析與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幸福感 單身類型 M SD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決心型(1) 37.45 10.68   

悔恨型(2) 29.92 11.62 組間 1475.15 3 491.72 5.77＊＊ 1＞2

矛盾型(3) 36.19 8.73 組內 22153.33 260 85.21  3＞2

總量表 

期待型(4) 33.54 7.93   

決心型(1) 15.37 5.11   

悔恨型(2) 11.90 5.87 組間 315.79 3 105.26 5.04＊＊＊ 1＞2

矛盾型(3) 24.24 4.24 組內 5556.29 263 20.89  3＞2

滿意知足 

期待型(4) 23.74 3.99   

決心型(1) 6.21 .02 共變量：社會期望 5.30 1 5.30  

悔恨型(2) 5.54 .24 自變項：單身類型 17.00 3 5.67 2.48 

矛盾型(3) 6.00 .21 誤差 606.82 262 2.32  

和諧 

親友關係
a
 

期待型(4) 5.62 .14   

決心型(1) 8.10 .34 共變量：社會期望 58.27 1 58.27  

悔恨型(2) 7.20 .37 自變項：單身類型 34.78 3 11.60 2.12

矛盾型(3) 8.29 .32 誤差 1437.77 263 5.47  

工作成就 

與讚賞
a
 

期待型(4) 8.29 .32   

決心型(1) 7.82 2.75   1＞2

悔恨型(2) 5.43 2.82 組間 135.30 3 45.101 8 .17＊＊＊ 3＞2

矛盾型(3) 7.22 2.29 組內 1470.73 262 5.57  4＞2

正向情感 

期待型(4) 6.77 2.05       

a 採用共變數分析，其餘採變異數分析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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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型」的未婚女性，單身狀態皆為自願選擇，已對結婚擁有較多程度的自主

權，突破社會傳統所給予的結婚暗示，努力積極追求除了結婚之外之任何目標，

對生活擁有滿意知足，情感上多為正向，能擁有較多的力量與時間培養獨特興

趣，從事社交活動，或發展其他才能，感受到自己仍不斷接收經驗，進而了解自

己的潛能去追求其他目標。 
同時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知覺到「正向情感」程度「期待型」高於「悔恨

型」。推論可能的原因為「期待型」與「悔恨型」雖因為客觀因素而維持單身，

然而現實上「期待型」未婚女性仍期待近期內結束目前單身情形，且積極找尋結

婚對象，通常對進入婚姻抱有較高的期待與希望 (Lasswell & Lasswell, 1987; 
Situmorang, 2005)，故相對於因心理或生理的缺陷使其無法結婚，無奈被迫保持

單身，且已確認單身的狀況為不可能。 
 

二、未婚女性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相關情形 

 

了解未婚女性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中，先以積差

相關法探討本研究單身壓力整層面與分層面、個人取向自我觀與社會取向自我觀

整體層面在幸福感整體層面之相關情形。此外亦將探討單身類型對幸福感之相關

情形，由於單身類型為類別變項，故改以虛擬變項進行分析（吳明隆，2006）。

茲將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相關情形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一）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與自我觀相關情形 

由表 13 可知，未婚女性單身壓力與社會取向自我觀的相關值未達顯著，但

單身壓力與個人取向自我觀達 01 顯著水準的負相關（r=-.20），亦即未婚女性所

持個人程度自我觀程度越高者，所感知的單身壓力越高。Abouserie (1994) 研究

亦顯示，主觀壓力的強弱會因個體的個性、人生觀不同而有所差異。以本研究結

果，當感知來自父母、社會、個人、親友等方面的結婚壓力，未婚女性個人所持

之獨立自主、一致等屬於個人取向自我觀特質展現相對較低者，可能較無法捍衛

自己想過的生活，易受環境影響因而感知較高之單身壓力。 
 

（二）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與幸福感相關情形 

由表 13 可知，「單身壓力」整體層面、「親友壓力」（r=-.25, p<.01）、「社會

壓力」（r=-.11, p<.05）以及「個人壓力」（r=-.20, p<.01）等分層面與幸福感具有

顯著負相關。顯示未婚女性感受到較高程度單身壓力時，其幸福感有較低傾向。

本研究之研究當結果與丘玲玲（1998）、吳筱雯（2005）與 Berger (1994) 的研究

相符。推測造成此結果的可能原因之一，可能是來自於個人、親友、社會的單身

壓力越大，未婚女性所產生的正向情感減弱，負面情緒也會增加，造成不良的親

友關係；破壞工作表現、干擾判斷力、工作成就與讚賞變低，進而感知生活的整

體幸福品質較低（丘玲玲，1998；Berger, 1994; Situmorang, 2005）。然本研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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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單身類型、自我覺知單身壓力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幸福感             

1.幸福感總層面 1.00            

單身壓力 .            

2.單身壓力總層面 .16** 1.00           

3.父母壓力分層面 -.03 .77** 1.00          

4.親友壓力分層面 -.25** .84** .40** 1.00         

5.社會壓力分層面 -.11* .76 .38** .52** 1.00        

6.個人壓力分層面 -.03 .75** .35** .59** .50** 1.00       

自我觀             

7.個人取向自我觀 .25** -.20** -.10 -.31** -.15** -.28** 1.00      

8.社會取向自我觀 .09 -.02 .40 -.12* -.12* -.05 -.01** 1.00     

單身類型             

9.決心型－期待型 .16** -.31** -.13* -.34** -.14* -.30** .18** .10 1.00    

10.悔恨型－期待型 -.20** .03 -.03 .04 .04 -.09 .02 .04 -.20** 1.00   

11.矛盾型-－期待型 .11* -.06 -.11* -.06 .03 .03 -.03 -.01 -.24** -.21** 1.00  

12.有－無親密伴侶 -.01 .03 -.01 .05 .05 .13* .39** -.02 -.03 -.19** -.41** 1.00 

*p<.05  **p<.01  ***p<.001 

註：9.決心型-期待型；10.悔恨型-期待型；11.矛盾型--期待型，此三個變項為以期待型為參照組的虛擬變項；

12.有－無親密伴侶亦為虛擬變項。虛擬變項與其他變項之間的相關為點二系列相關；表中其餘相關係

數為積差相關。 

 
顯示，未婚女性自我覺知的單身壓力與幸福感相關強度並不高，僅於 .11 至 .25，

代表單身壓力與幸福感之間關係有限，可能之間仍有其他重要因素。 
 
（三）自我觀與幸福感相關情形 

由表 13 可知，社會取向自我觀與幸福感的相關值未達顯著水準，但個人取

向自我觀與幸福感的相關值為 .25，達 .01 顯著水準，顯示未婚女性之個人取向

自我觀與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個人取向自我觀程度愈高，未婚女性的

幸福感愈高。本研究顯示：未婚女性之個人取向自我觀與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

相關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大致相符。韓貴香（2003）、DePaulo 及 Morris (2006)
指出，未婚女性的快樂與幸福，通常和個人的人格有直接關係，擁有不同強度個

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觀之未婚女性，將引發個人不同感受之正、負向情感。然

而，韓貴香（2003）亦指出跨文化研究認為，「對東方文化下成長的個人而言，

個人主觀幸福感或生活滿足，主要是來自人際間的相互關係的和諧，個人的自主

和能力等，來自獨立我自我觀所造成的影響，反而相對較不明顯」，本研究結果

卻與上述看法不符。本研究結果顯示，身為東方文化的未婚女性，所持個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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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觀越高，所感受到的幸福感則越高；反之，所持本土文化內涵影響越高的社

會取向自我觀未婚女性，所感知的幸福感受卻與之無顯著關聯。推測造成此結果

的可能原因之一，可能東方未婚女性如能擁有較高程度的「個人取向自我觀」，

將強調個人獨立自主與一致，重視個人內在特質與潛能的實現，使個體形成一獨

特的認同，較能緩和與應對東方社會不斷對女性複製的他人認同導向，即過度需

要他人的贊同，忙於迎合、照顧他人，以他人需求為優先的角色建構，引發之負

向情緒與滿意度（引自劉麗娟，2002）。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本研究的低相關可

能正說明了，現代女性的幸福感與婚姻心理狀態的關連可能並非如此密切。 
 

（四）單身類型與幸福感相關情形 

在下列探討未婚女性在各研究變項對幸福感之聯合預測情形所進行的多元

迴歸分析過程中，所產生各虛擬變項與其他研究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亦同時整合

呈現於表 13 中。表 13 的四個虛擬變項與幸福感的點二系列相關（rpb）可知，「決

心型－期待型」與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關（rpb=.16, p<.01），顯示「決心型」的

幸福感平均數較「期待型」為高；「悔恨型－期待型」與幸福感具有顯著負相關

（rpb =-.20, p<.01），顯示「悔恨型」的幸福感平均數較「期待型」為低；「矛盾

型－期待型」與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關（rpb =.11, p<.05）顯示「矛盾型」幸福感

的平均數亦較「期待型」為高。綜上所述，依據單身類型與幸福感的關係，相較

於「期待型」，經自願選擇所形成「決心型」、「矛盾型」之未婚女性單身類型者，

所感受的幸福感較高，而對無可改變狀態的「悔恨型」來說，則所感知的幸福感

則最低。此外，相對於沒有親密伴侶的單身女性，有親密伴侶者有較高的個人取

向自我觀（rpb=.39, p<.001）；但感知的個人壓力也較高（rpb=.13, p<.01）。 
 

三、未婚女性單身類型、自我覺知單身壓力、自我觀對幸福感具聯合預測情形 

 
分別將單身類型（包括決心型-期待型、悔恨型-期待型、矛盾型-期待型以及有

親密伴侶－無親密伴侶等四個虛擬變項）、單身壓力（包括父母壓力、親友壓力、

社會壓力、個人壓力）以及自我觀（包括個人取向自我觀、社會取向自我觀）等

共十個預測變項逐步投入，探求幸福感之主要預測因子，茲將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整理如表 14。表 14 所示：十個預測變項中只有個人取向自我觀、親友壓力以及

悔恨型-期待型對幸福感的預測力達顯著，三個預測變項與幸福感依變項的多元

相關係數為.36，其決定係數為.13，表示「個人取向自我觀」、「親友壓力」以及

「悔恨型-期待型」三個變項共可解釋幸福感變異量的 13%。同時，在進入迴歸

模式的三個變項中，以「個人取向自我觀」變項的解釋變異量最大，其對幸福感

單獨解釋變異量達 6%；其次，是「親友壓力」，其對幸福感單獨解釋變異量達 4
％；「悔恨型-期待型」單獨解釋變異量達 3.0%。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除「個

人取向自我觀」變項的 Beta 係數.19，為正值，其餘的 Beta 係數均為負，可見未

婚女性越持有高度的「個人取向自我觀」者，其感受到的幸福感愈佳；未婚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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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單身類型、單身壓力及自我觀對幸福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順序 多元相關係數 R 決定係數 R2 增加解釋量△R B Beta 

截距 32.07  

個人取向自我觀 0.25 0.06 0.06 0.29 0.19 

悔恨型-期待型 0.32 0.10 0.04 -5.13 -0.19 

親友壓力 0.36 0.13 0.03 -0.53 -0.18 

 
知覺較高「親友壓力」時，其感受到得幸福感較低；另外，以期待型為參照標準

時，悔恨型對幸福感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18，悔恨型未婚女性所感知的幸福感

較其他類型為低。 
 

四、小結 

 

綜上研究結果顯示：未婚女性「單身類型」、「單身壓力」及「自我觀」等三

變項，皆為預測未婚女性「幸福感」之重要因子之一，同時「單身類型」、「單身

壓力」及「自我觀」三變項與幸福感具相對程度的關連性。根據結果發現，展現

較多獨立、一致等個人取向自我觀之未婚女性，在生活上最能感知較高的知足滿

意、正向情感以及與人建立合諧的關係。其次，由於非意願維持單身，主觀需求

企圖結束單身狀態，但在客觀環境中，卻無此可能性，對生活狀態感到挫折的悔

恨類型未婚女性來說，無可奈何的未婚處境，已成為其感受較低程度幸福感的另

一項主因。最後，未婚女性在面臨東方傳統社會「以結婚為人生重要途徑」的觀

點，感知到較多的「親友壓力」時，會對感知與預測生活幸福感產生較大關聯性，

即當未婚女性開始發現自己成為家族中的焦點，以及和身旁的友伴距離可能逐漸

因為婚姻狀況而拉開，引發因單身所帶來的壓力感受時，對生活的知足滿意與正

向情感則相對較低。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之間的關

係。主要發現為： 
1.在「單身壓力」整層面或分構面中，「期待型」、「悔恨型」及「矛盾型」的

自我知覺之壓力皆大於「決心型」；所有類型中以「期待型」所知覺之單身壓力

最大，「決心型」最小，且「期待型」與「矛盾型」未婚女性，知覺之壓力皆以

來自「個人壓力」的程度最高。 
2.不同單身類型在自我觀上呈現不同的差異結果。研究顯示不同單身類型在

「整體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獨立」等構面達顯著差異，「決心型」比「期待型」、

「矛盾型」、「悔恨型」，較能展現獨自自主特質；但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社

會取向自我觀」則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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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不同單身類型在幸福感上呈現差異，結果顯示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整

體幸福感」、「滿意知足」及「正向情感」等構面，皆達顯著水準的差異，「決心

型」與「矛盾型」未婚女性皆較「悔恨型」的未婚女性，在生活中展現知足滿意

與正向情感之情緒。 
4.未婚女性在單身壓力、自我觀與幸福感的相關情形。其中在單身壓力、自我

觀的研究顯示，單身壓力與社會取向自我觀的相關未達顯著，但卻與個人取向自

我觀達顯著的負相關，亦即未婚女性所持較高程度的獨立、一致、自主之個人取

向自我觀時，所感受到的壓力則相對較低；然而在單身壓力與幸福感之間，單身

壓力與幸福感間的相關達顯著負相關，得知未婚女性感知的單身壓力越高，在生

活上越無法知足滿意，建立和諧人際關係，相對正向情感也降低；在自我觀與幸

福感上，社會取向自我觀與幸福感的相關值亦未達顯著水準，但個人取向自我觀

與幸福感的相關值達顯著的正相關，得知未婚女性所持有較多獨立、自主、一致

的自我觀者，幸福的感受則越強；在單身類型與幸福感相關上，「決心型」、「矛

盾型」皆與幸福感具有正相關、「悔恨型」與幸福感具負相關，顯示未婚女性如

出於主動選擇所形成的單身類型，所感知的幸福感受較佳。 
5.單身類型、單身壓力及自我觀對幸福感的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中，「個人取向

自我觀」、「親友壓力」及「悔恨型－期待型」等三項納入迴歸模型中，三個預測

變項與幸福感依變項之多元相關係數為 .36，三個變項共可解釋幸福感變異量的

13%。從標準化迴歸係數來看，除「個人取向自我觀」變項的β係數 .19，為正

值，其餘的均為負值，可見未婚女性越持有高度的「個人取向自我觀」者，對其

感受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作用；未婚女性知覺較高「親友壓力」時，其感受到的

幸福感較低；最後，相較於「期待型」而言，「決心型」、「矛盾型」之未婚女性

單身類型者，所感受的幸福感較高，「悔恨型」所感知的幸福感最低。 
整體觀之，本研究未婚女性知覺之壓力皆以來自「個人壓力」的程度最高，

不同單身類型未婚女性在「社會取向自我觀」並無顯著差異，以及社會取向自我

觀與幸福感的相關值亦未達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似乎顯示，研究樣本雖然皆為

受集體主義影響的東方女性，未婚女性已多數將單身壓力作自我個人歸因，偏向

個人主義之詮釋。 

    其次，「決心型」與「矛盾型」未婚女性皆較「悔恨型」的未婚女性在生活

中展現知足滿意與正向情感之情緒，似乎只要認定單身是自願的，就會更努力想

讓自己一個人也能過得好，這些台灣女生只是單身，卻無需表現「敗犬」。 

    再者，以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預測未婚女性幸福感，結果達顯著但

預測力與解釋變異量並不高，代表影響未婚女性幸福感之因素尚有許多其他重要

變項；而未婚女性自我覺知的單身壓力與幸福感相關強度並不高，僅介於 .11
至 .25，這兩個結果放在一起看，或許告訴我們：單身的確有壓力，但影響個人

幸福感的程度有限，對這些女性而言，婚姻可能愈來愈不是讓她們感到幸福的原

因。對照於西蒙‧波娃認為「女人是形成的，不是生成的」，女人是可以有選擇

的（引自林麗珊，2005），社會不必再將單身女生看成敗犬，因為婚姻可能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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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這些單身女生會不會覺得幸福的重要原因。 
當代單身女性數量增加是事實，但社會其實不必為那些自行選擇單身的女性

（不論長期或暫時）擔心婚事。單身對這些女生來說，只是一種現象，不是一個

「身份」或「標籤」，比起社會的眼光，她們更在意自己怎麼看自己。結婚與否，

雖然仍可能帶來些壓力，但並非她們是否感到幸福的重點，本研究以明確的統計

數據顯示，台灣和日本都有單身女性，不過台灣的女生卻非常不「敗犬」，「不結

婚也能幸福工作坊」，說不定比「未婚聯誼活動」更受她們歡迎。 

身處在東方社會的未婚女性，是否同時擁有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之自我觀，

亦即陸洛（2007）所指的折衷自我或雙文化自我，具有其重要意涵。然而，從本

研究亦發現未婚女性在東方社會薰陶之下，擁有較高程度的社會取向特質時，如

也能發展較高程度的獨立、一致等個人取向之特質者，如「決心型」或「矛盾型」，

則較能面對主流價值下的結婚壓力，進而有較佳的幸福感受，即未婚女性如能突

破置於他者的位置，考慮其主體的重要性，則較能面對與突破傳統進入婚姻的觀

念，思維也不再是僵化的線性，幸福的感受則較多（鄧慧純，2007）。故發展同

等程度取向自我觀，讓自我觀趨於平衡狀態，或許未婚女性於面對傳統婚姻壓力

時，較能滿意知足、平淡處之，提升正向情感。 
    根據研究過程與結果，提出幾點討論與建議，以提供未來研究之參考。在研

究工具方面，單身取向量表是根據受測者填答，並予以歸類為自願與否、穩定與

否；原先設計考量，受試者填答進入婚姻的可能程度為 50%（含）以上者，應可

合理將其單身現象視為暫時，但五個選項中有三個選項（100%，80%，50%）歸

為暫時，兩個歸為穩定（30%，0%），在選項數目上有失平衡，或有可能因選項

數量的設計，造成暫時比例高於穩定，此為當初設計題目時有所忽略，故建議未

來將研究工具加以修改為進入婚姻的可能程度為 0%、20%、40%者，單身現象

視為穩定；進入婚姻的可能程度為 60%、80%、100%者，單身現象視為暫時。

另外維持單身的原因除了問卷中的六項之外，相關研究亦指出維持單身原因與個

人的原生家庭經驗有關（楊美慧，1991；謝佩珊，1995），本研究中未考量原生

家庭經驗對個人選擇單身的影響因素。故建議未來研究可將上述因素與 Stein 的

分類架構合併考量，且配合質化研究進一步了解台灣單身的特性，了解單身者的

單身動機與婚姻態度，逐步發展出一套更適合國情的分類架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考慮受試者填答時可能會有防衛心態，故在研究設

計與統計分析上，將社會期望量表的得分作為共變數，進行共變數分析。在十一

項的共變數分析中，只有兩項達顯著。由於擔心是否因控制社會期望的影響而造

成原本應有顯著差異的考驗結果大部份不顯著，因此事後再用變異數分析將十一

項考驗重新統計，仍然得到完全一樣的結果，顯示作答者之防衛心態對研究結果

並無明顯影響。此一嘗試過程與結果，可作為未來類似研究情境的參考。 
各類型的分佈中，以「悔恨型」的單身者其感受到的幸福相對較低，顯示該

類型單身者，維持單身者的動機為非自願性因素，欲結束單身狀態，但客觀環境

的可能性極低，因而較容易對自己與生活狀態感到挫折與無可奈何。對於非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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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且較無可能終止單身生活而形成單身狀態的未婚女性，學習如何建立正向

的生活經驗有其重要性。各類型的分佈中，「期待型」的未婚女性為知覺來自父

母壓力、親友壓力、個人壓力等各方壓力最大的類型，由於本研究資料歸類此類

型之單身者維持單身之因素為缺少認識異性的機會、沒有合適的對象。社服機構

可針對此類之單身者多辦理與提供聯誼活動，擴大交友範圍與認識異性的機會。

另外，研究亦發現，「期待型」與「矛盾型」之未婚女性面臨來自「個人壓力」

程度相對較高，是否兩類型未婚女性因對於自己未來進入婚姻抱有較大期待，反

而感受更多單身壓力，未來或可針對此二類型之單身者的內心世界多加探討。 

整體而言，本研究以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我觀預測未婚女性幸福感，結

果達顯著但預測力與解釋變異量並不高，代表影響未婚女性幸福感之因素尚有許

多其他重要變項。本研究有效樣本數只有 292 人，單身類型樣本數不平均，人數

差異頗大（範圍落在 40 至 129 人間），可能導致在探討單身類型、單身壓力、自

我觀與幸福感的關係時，僅有少數變項能進入逐步回歸程式中，建議在後續研究

中，樣本數可以增大。在受試者的來源方面，本研究因時間、經費的限制，採方

便取樣，並未針對個案的取樣來源加以控制，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對未婚女性的

類推性。因此，在抽樣之代表性上有其困難，亦是往後研究需要突破之處。本研

究採橫斷研究，但因人單身類型並非永久隸屬於特定的類別中，可能會隨時間有

所變動（趙淑珠，2003）。未來研究若配合採用縱貫研究法，則可瞭解不同類型

的穩定性，並探討個人轉換的歷程，是否會因其他因素或特殊事件而有變動。（本

文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之部份內容，於王慶

福、歐滄和教授共同指導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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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of Singleness, Self-perception and Well-be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ver-married Women  

Shao-Ping Wu  Ching-Fu Wang＊
  Tsang-Ho Ou 

Abstract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ress of singleness, 

self-perception and well-being,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never-married women.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 were used with 320 single 
females, and 294 valid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Findings showed that (a) different 
types of never-married wome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ir stress of singleness. 
Singles who were ambivalent, wishful or regretful scored higher than resolved types 
in all dimensions of singleness stress. Ambivalent or wishful singles scored highest in 
the personal dimension of singleness stress. (b) Different types of never-married 
women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dividu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but not in 
soci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Resolved singles scored higher than ambivalent, 
wishful and regretful singles in individu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and independence 
subscale. (c) Different types of never-married wome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Resolved singles and ambivalent singles scored higher than 
regretful singles in contentment, positive emotion and overall well-being. 
(d)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stress of singleness and well-being, and 
individu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respectively, but not in soci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e) In terms of well being, resolved singles and ambivalent singles 
scored higher than wishful singles, while regretful singles scored lowest. Using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vidual-oriented self-perception, stress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regretful element could predict 13% of the sum of variances   
in the sense of well-being of the never-married subject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for Taiwan’s women are discussed. In conclusion, although being 
never-married did cause some stress, it was not critical for their sense of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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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大學生打工、實習經驗與工作價值觀之相關探討 

黃韞臻*  林淑惠 

 

摘要 

本研究旨在調查大學生的打工、實習現況與看法，並針對不同性別、有無打

工、實習經驗的學生進行工作價值觀的差異比較。以中部高年級的大學生為研究

對象，「工作價值觀量表」為研究工具，共獲得有效樣本 988 份，經 SPSS 軟體分

析後，主要結果如下：一、研究對象中有 73.2%具打工經驗，其中半數以上的學

生打工的目的為「賺取生活費用」。二、調查對象中有 39.7%的比例具有實習經

驗，其中以「我想要事先認識工作環境」、「我學會到人與人間相處的關係」獲得

最大的認同。三、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以「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利與升遷」、

「人際關係」等 3個層面的重視程度較高。四、女生對於工作價值觀重視度顯著

高於男生。五、具工讀經驗者，在「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利與升遷」的重視

度顯著高於無經驗者。六、具實習經驗者，在「利他主義」層面的重視度顯著高

於無經驗者。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打工、實習經驗與其工作價值觀具顯著關係，

建議：(1)學校提供必要的資訊和服務，篩選出適合學生打工與安全性高的工作；

(2)多開設實習課程，讓學生有機會至與所學相關場所實際工作或參觀訪問，增

加就業競爭力，為正式投入職場做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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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社會大眾的價值觀趨於多元化，使得個體在面對就業

選擇時，日漸提高其對於就業環境與工作性質的要求，根據《管理雜誌》於2001
年，針對大專畢業生的調查報告顯示，大專畢業生在選擇工作時考慮的條件，以

薪資與福利制度為第一優先考量，Super (1970) 認為影響個體的職業選擇與生涯

的主要因素是「工作價值觀」，可見於生涯探索過程中，認識自我工作價值觀是

選擇職業的重要依據，確保工作滿意的可能性，價值觀意指：個人由其內在作為

選擇何者是「生活中的重要事物」、「正當行為」的依據；個體的價值觀隨著身

心成長漸次發展而形成，並內化為個體人格的一部分（郭為藩，1972；Rokeach，

1973），鄭增財（2000）強調價值觀對個體的人生目標與行為活動，常具有規範、

引導及促進的作用。由生涯發展的觀點而言，大專學生正處於職業準備階段，要

有明確的價值觀，才能作出正確的生涯抉擇，而錯誤或模糊不清的價值觀，常會

導致生涯的困境；另外，由學校教育的觀點來看，學生的行為、態度及價值觀都

具有改變的可能，是啟發建立正確價值觀的重要時期（黃光國，1993），因此探

討求學階段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之相關議題實有其必要。 
    國內青少年打工情形已蔚為風氣，學生之工讀原因部份固然出於經濟上的需

要，但以增加零用金，提高物質享受為主者，也不在少數。在青少年眼中，打工

似乎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是生命成長的重要經驗，且已逐漸成為青少年主流意

識（王麗容，2000）。大學生打工有其正面的意義，例如，工讀可成為一種人生

歷練（王順民，2003），使青少年瞭解賺錢不易，並進而懂得惜福與金錢管理，

學習經濟獨立（林邦傑、王煥琛，1992），工讀經驗也能讓青少年培養責任感、

學習人際互動、職場文化、負責敬業等工作態度，而有助於畢業後的就業（林邦

傑、王煥琛，1992；黃瓊瑢、劉玲君，1995；Neill, Mulholland, Ross & Leckey, 
2004）；但打工行為也經常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例如影響課業成績、導致上課

缺席、感染不良嗜好，以及改變消費習慣等 (Carr, 2005; Collins, 2002; Hewitt, 
2002; Molitor, 2001)。國內各大專院校的學費逐年高漲，家庭負擔愈加沉重，更

因消費文化及消費產品快速變化，均對年輕學生工讀誘發更加強烈刺激與誘惑，

故青少年工讀現象勢必會逐漸迅速擴大。隨著青少年打工風潮而帶來之打工問題

一直備受社會、學校以及學者的重視，目前國內相關問題的探討與研究大多著重

在青少年打工帶來的正負面影響、就業狀況調查、青少年安全、不公平薪資、生

涯輔導等問題，而較少探討兼職工作對青少年工作價值觀可能產生的影響，此乃

本研究之一動機。 
就大學生而言，實習是相當重要的一種體驗，學生能夠透過實習制度瞭解業

界的實務做法，也希望實習經驗與在校所學能夠有所連接，這樣不但可以利用專

業實習機會好好的運用所學於職場工作上，也能夠對於所學發揮舉一反三的功

效。黃英忠、黃培文（2003）指出實習工作正是大專學生嘗試生涯選擇的模擬歷

程，瞭解學生的實習對工作價值觀的影響無疑是學校輔導學生建立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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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為未來職業選擇建立基礎的重要課題，此為本研究之另一動機。 
    有關性別差異的研究是心理學重要探討主題之一，很多學者關注不同性别人

群工作價值觀的差異。Isaksson、Johansson、Bellaagh和Sjoberg (2004) 認為價值

觀是一個穩定的體系，性别與工作價值觀間没有特别的關係，然而，多數學者專

家的研究發現男女個體在工作價值觀上確實存在某些差異，但各研究對於產生差

異的構面並無一致的見解。呂信寬（2001）、郭玟嬨（2002）研究認為女學生對

某些構面之工作價值觀所持的態度與看法高於男學生；而陳英豪、汪榮才、劉佑

星、歐滄和、李坤崇（1987）研究指出，女大學生重視與上司的關係、工作環境、

審美、成就感、變化性，男大學生則較重視管理權力、聲望、創意及智性激發之

工作價值觀；胡蘭沁（2006）則發現，女大學生除了在工作人際互動關係上較男

生重視外，其餘各取向之工作價值觀則無差異。究竟男女大學生對於工作價值是

否存在不同觀點，有待以實徵研究釐清。 
    就個體工作價值觀發展歷程來說，Super (1970) 認為，人的一生由十四到二

十五歲左右為職業探索期，同時也是工作價值觀的形成時期，這短短的十幾年，

對往後個體生涯發展卻有著重大的影響。此階段之青少年正處於「心理我」發展

的階段，稱之為「主觀化期」，也就是開始由自我的觀點來認識外界的事物（郭

為藩，1972）。青少年雖然尚未正式邁入職場，但就其工作價值觀發展的歷程來

說，其正處於工作價值觀形成時期，因此探討青少年時期的工作價值觀傾向及相

關影響因素便格外顯得有意義，陳麗文（2000）在對高職畢業生就業意向之研究

中發現，55.2%實習或工讀經驗對選擇行業有影響，且有48.3%認為影響是正面

的，只有5.7%認為是負面的，目前我國青少年打工與實習情況以大學院校與高職

學生比例最高，隨著高學歷時代的來臨，高職生大都以繼續升學為首要選擇，因

此本研究以即將就業比例較高的大三、大四學生為研究對象。簡單來說，本研究

目的著重在探討大學生提早接觸就業巿場兼職打工或實習是否與其工作價值觀

有相關性，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調查大學生打工與實習現況。 
二、調查大學生對打工與實習經驗的看法。 
三、探究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現況。 
四、比較男女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 
五、比較有無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之差異。 
六、比較有無實習經驗的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之差異。 

 
貳、文獻探討 
 
一、工作價值觀的內涵及相關研究 
 
    簡單來說，工作價值觀就是個人對於工作持有的看法、想法與評斷之標準，

如同Super (1970) 所認為，工作價值觀是「與工作的目標有關係，為個人在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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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所追求的工作特質或屬性」。國內學者吳鐵雄、李坤崇、劉佑星、歐慧敏

（1996）於研究中對於工作價值觀所下的意義為，個體於從事工作時，據以判斷

有關工作事物、行為或目標的持久信念與標準，個體據此以表現工作行為及追求

工作目標；而蔡孟翰（2001）則認為工作價值觀是指個人在社會架構下，形成對

於一般性的工作情感或態度傾向，是個人內在或精神上所偏好而想追求的各種工

作條件或工作結果。綜合以上定義可知，一個人的工作價值觀既可反映出其對於

工作的需求及偏好，且引導個人在工作上的行為、態度及追求的目標；工作價值

觀是一個人職業選擇與就業目標的重要決定因素，而青少年時期是形成職業興趣

與職業認同之關鍵時期 (Mortimer, 1974)，因此，青少年時期的工作經驗對其未

來對工作的看法會有形成性之重要影響力（胡蘭沁，2006）。 
    國內外學者由於研究目的有別，對於工作價值觀的分類亦有所差異。Super 
(1970) 提出了工作價值觀量表（Work Values Inventory, WVI），將工作價值觀的

類別分成利他主義、審美、創意、智慧激發、獨立性、成就感、聲望、管理權力、

經濟報酬、安全感、工作環境、與上司關係、與同事關係、變化性、生活方式等

15 個項目，成為往後從事工作價值觀研究時參考的重要依據；而後 Zytowski (2001) 
對 WVI 進行了修訂，提出了修訂版本 WVI-R，新量表有 12 個項目，除了較 WVI
少了利他主義、審美與管理等 3 個項目外，其餘項目與 WVI 雷同。Robinson 和

Betz (2008) 曾對 WVI-R 進行了檢驗，結果發現量表的内部一致性良好。 
    在國內外其他各種分類的方式中，以分成內在與外在工作價值觀二大類最為

常見，內在價值是個體傾向於追求在工作中能使個人自我成長、發揮個人才能與

創造力、提升生活品質、獲得成就感、贏得他人尊重與肯定以及達成人生目標的

價值；外在價值為個體偏好工作所得、升遷機會、工作安定性與聲望等方面的價

值（胡蘭沁，2006）。而吳鐵雄等人（1996）曾受託於教育部編製「工作價值觀

量表」，結果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及大專畢業青年的工作價值觀可分兩大領域七

種取向：（一）「目的價值」領域：與整體工作有關，較偏重人生目的的內在價值，

包括自我成長取向、自我實現取向、尊嚴取向；（二）「工具價值」領域：與工作

的作業內容較有關，偏重生活手段等外在價值包括社會互動取向、組織安定經濟

取向、安定與免於焦慮、休閒健康與交通取向；此種屬於國內較早期的分類模式，

細觀其分類，可以發現目的價值及工具價值的定義實值上與內在工作價值及外在

工作價值定義相近，僅名稱不同而已。謝馥蔓（1994）於探究專科生的工作價值

觀時則加以細分為變異性、挑戰性、成就感、利他主義、工作環境、人際關係、

自我實現、報酬制度、獨立自主性、社會地位與管理權力、專業與人性化管理等

十一個層面進行討論；呂信寬（2001）則以高職工業類科學生為研究對象，文中

將工作價值觀分成十個層面進行探討，分別為工作環境、工作地位、工作自由、

休閒、安全感、創造性、利他主義、晉升機會、從屬及同事關係、敘薪與獎金制

度；蔡孟翰（2001）曾進行中年教師覺知教育改革壓力、工作價值觀與生涯發展

需求之關係研究，所編製的工作價值觀量表內容，僅將其區分成組織安全、人際

關係、成長發展、創新變化與成就聲望等五個層面。劉承昕（2006）在工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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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分類上主要參考謝馥蔓、呂信寬、Super等人的分類模式，並據此修訂編製

了包含十四個層面的「工作價值觀量表」，本研究認為其對價值觀的分類相當周

延，故採用了此量表作為量測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工具。 
    以往許多的研究證實個人背景資料不同，在工作價值觀上有顯著差異，而在

個人背景中，性別和年齡的不同，是價值觀差異的主要因素（鄭增財，2000）。

葉文正（1996）的研究指出，不同年齡層的員工，所重視的工作價值並不相同，

25歲以下的員工，較重視工作「成長」及「生活與休閒」的價值，26至35歲者，

較注重工作中的「影響力」價值，36歲以上者，則較重視工作的「經濟」價值。

研究發現隨著年齡的增加與心智的成熟，工作價值觀會逐漸由較重視外在工作價

值觀而轉變成較重視內在價值觀 (Van der Velde, Feij & Van Emmerik, 1998)。因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大三、大四學生，其年齡大多在25歲以下且彼此十分接近，故

研究中不考慮探究年齡的差異是否造成學生工作價值觀的不同。再者，多數研究

認為工作價值觀會因性別而出現不同的重視程度（林怡君，2005；林璐安、林定

玉、李宜柔、林雅雯，2007；郭玟嬨，2002；陳信宏，2004；Johnson, 2002; Peterson, 
2004），例如郭玟嬨以科技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發現科大女學生對工作價

值觀整體層面與某些分構面所持的態度與看法高於科大男學生。陳英豪等人

（1987）的研究指出，在工作上，男大學生較重視管理權力、聲望、創意及智性

激發，女大學生則重視與上司的關係、工作環境、審美、成就感、變化性之工作

價值觀。呂信寬（2001）研究指出，高職工業類科女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的工

作自由、從屬及同事關係、工作環境及利他主義的重視程度均高於男性。然而，

黃仁祺（2002）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性別對工作價值觀並無顯著差異。由

此可知，有關於性別與工作價值觀的研究可說是相當普遍，然性別不同對工作價

值觀的肯定與重視程度差異之研究結果未達一致。 
 
二、打工與工作價值觀的相關研究 
 

大學生透過打工以賺取學費或生活費已經成為愈來愈普遍的現象，而且打工

者的比例和工讀時間似乎也有增加的趨勢，此一趨勢關係著大學生的學習與未來

生活，因此大學生的打工情形實為現今教育需要關切的議題。王麗容（2000）指

出青少年打工有下列二項因素：一是結構性社會原因，社會價值功利化及速成

化，加速青少年對物慾滿足追求動因；社會接納及認同青少年工讀，讓青少年容

易安於當前上班環境，而忽略學生本份；另一因素是非結構性的個人因素，自主

的意識認同高，工讀是呈現青少年獨立自主的一部分，自己生涯探索較殷切，希

望藉由工作機會對自己未來的職涯發展較有概念與認識。周佳君（2000）指出學

生打工及打工普及原因有下列幾項：（一）工商業開發便宜好用的勞動力，政府

因應企業界壓力鼓勵部份工時，鼓勵青少年投入就業市場；（二）高度商品的社

會，現今高度商品的社會中，充斥大量刺激消費訊息，許多願望慾望要靠錢滿足，

青少年想穿戴名牌，擁有物品；（三）青少年的獨立自主，新世代的青少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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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獨立與生活獨立，願意付出自己的勞力賺取生活。黃德祥（2006）認為青少

年打工的理由，男女有稍許差異，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男女皆以賺錢便利目前

開支為首要的理由，其次是增加存款與為未來的教育而賺錢。而根據 104 人力銀

行所做的「工讀市調」顯示，有工讀經驗的學生中，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累

積工作經驗」是選擇打工的重要考量（104 人力銀行，2003）。 
    青少年時期工讀對其本身的生涯發展，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在受教育同

時，因課後的工讀，所觸發的身心感受，如生活、學業的改變會影響到後來生涯

的塑造（黃盟琇，2007）。Brett (1982)、Krau (1983)、Nicholson (1984) 的實證

研究均指出，個體的工作價值觀會因為經歷不同的事件或過程而產生轉變，Super 
(1970) 主張在成人生涯開展之前所擁有的非職業職位，會影響成人時所擁有的

職位，以及達到角色期望的方式。Dusek 和 Danko (1987) 指出青少年打工經驗

可增加自我信賴，增加進入成年期的統整感，增進與擴展自我概念，其更進一步

指出，青少年增加學習角色彈性化，對未來就業有正向積極的影響。有不少研究

從事探索學生打工經驗與其工作價值觀間的相關性，多數結論指出，具工讀或工

作經驗的學生，對工作價值觀的肯定與重視程度高於沒有經驗者（吳聰賢，1983；

呂信寬，2001；林怡君，2005；郭玟嬨，2002），例如呂信寬研究發現高職進修

學校學生具有工作經驗者，其工作價值觀高於無經驗者；吳聰賢（1983）針對在

學的 1,455 名及非在學 340 名青年，進行調查研究其職業興趣、工作價值與職業

選擇，發現在學青年因未有工作經驗，所以仍較注重與個人興趣和個人專長的內

在工作價值，而非在學青年，因有工作經驗的關係，則較偏重於高收入、有升遷

機會及有名望等外在工作價值觀；而一個以餐飲系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陳

信宏，2004）也指出，從事餐飲相關工讀或工作的經驗有助於學生工作價值觀知

能的建立。然而，有些研究持不同看法，認為工作價值觀未隨工讀或工作經驗不

同而有不同的重視程度（黃相瑋，2003；劉承昕，2006；謝馥蔓，1994）；由此

可知，打工經驗的不同對工作價值觀的肯定與重視程度之研究結果未達一致，由

此引發研究者欲探討有無打工經驗之大學生其工作價值觀的差異。 
 
三、實習與工作價值觀的相關研究 
 

實習工作是從學生到正式員工的一個特殊之過度階段，可對未來工作環境或

性質有初步的瞭解。對於實習工作的效用，具體而言，在經濟發展方面，可配合

人力的需求；在教學上，同時提供學生的實際工作機會、及職業生活經驗，並獲

得就業所需之專業技能及應具備的專業態度。國內目前探討學生實習工作方面的

相關議題非常多，但涉及工作價值觀者寥寥無幾。林怡君（2005）從工作經驗探

討七年級生的工作價值觀與觀光餐旅產業就業意願間之關係，研究結果得知無實

習經驗者對工作價值觀的構面較為重視；黃英忠、黃培文（2003）以大專院校觀

光、休閒、餐旅相關科系的實習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實習工作價值觀及工作投

入的關係，根據所訪談6位業者與30位學生的結果顯示，多數的實習生認為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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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用、不能發揮所長、大材小用或學不到東西的感覺，而業者對於實習生的工

作投入度，也有較多負面的評價，例如眼高手低、喜歡打混、不夠用心等。有鑒

於實習與工作價值觀間相關情形的探討如此缺乏，而實習是一種與學校所授課業

相輔相成的工作經驗，此經驗應與前述所探討打工經驗一般，對學生的工作價值

觀以及未來職業的選擇或工作的要求有所影響，此應為一值得探討議題。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一）預試樣本 
    預試樣本旨在瞭解「工作價值觀量表」對於研究對象的適用性以及篩選題目

之預備，研究中以班級為單位，採便利取樣方式，由台中技術學院抽出會計資訊

系三年級與中國醫藥大學營養學系四年級各一班級，合計 100 名學生為預試對

象。預試後，針對所得資料進行項目分析，進行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 值）篩

選，選取決斷值大於 3 具有鑑別度的試題，因為量表中所有題目 CR 值皆大於 3，

顯示本問卷的題項具有鑑別度，能鑑別出不同受試者的反應程度，因此保留所有

題項。另外作者亦就問卷題項文字的敘述是否恰當、易懂，施測時間是否足夠，

詢問受試對象的意見後，對題項的文字敘述稍做潤飾。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希望瞭解大學高年級學生的打工和實習概況，以教育部所公布之九十

八學年度台中縣市的大專院校學生為母群體，包括台中縣和台中市，共計 146,449 
人（教育部統計處，2008）。依據 Krejcie 和 Morgan (1970) 的抽樣曲線估計，所

需有效樣本數至少 384 名；加上考慮學生具有實習或打工經驗的比率不高，經事

先查訪約佔 30%至 40%左右，因此決定抽取約 1,200 份樣本。為使樣本具代表性，

研究中首先利用簡單隨機抽樣於台中市的大學院校，各抽出一所類型不同的公私

立大專學校，分別為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教育大學、台中技術學院，再採便利取

樣方式，以班級為單位，由各校分別抽出 9 個班級，合計 1,200 名進行正式量表

施測。量表回收後去除回答不完整之 212 份，最後共得有效問卷 988 份（有效樣

本回收率為 82.3%），樣本之背景資料說明如表 1。 
 
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內容 

本研究中所使用問卷包含四部分： 
1.受試者的基本資料，包括校別、性別、年級。 
2.受試者的打工經驗，包括打工目的、對打工經驗的看法等問題，計有 10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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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有效樣本背景資料表 

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學校 中國醫藥大學 343 34.7 
 台中教育大學 275 27.9 
 台中技術學院 370 37.4 
性別 男 377 38.2 
 女 611 61.8 
年級 大三 566 57.3 
 大四 422 42.7 

 
題，無此經驗者不用作答，問題的計分方式由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

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1 到 5 分。 
3.受試者的實習經驗，主要是詢問實習經驗對受試者的影響，計有 11 小題，

無此經驗者不用作答，計分方式同前部分。 
4.工作價值觀量表，此量表係引用劉承昕（2006）所編製的「工作價值觀量表」，

劉承昕主要參考謝馥蔓（1994）、呂信寬（2001）、Super (1970) 等人的分

類模式，修訂編製了包含 14 個層面、共計 68 題的「工作價值觀量表」，由

受試者評估其重要性，分為五等級，計分方式由非常不重要、不重要、普通、

重要至非常重要，分別給予 1 分到 5 分，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愈重視該題項

所述及內容。 
 
（二）「工作價值觀量表」的信效度 

有效問卷之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

為 .941，表示題項間有共同因素存在，此資料適合作因素分析。本研究首先採

用主成分分析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再以最大變異法進行正交轉軸，萃取

因素負荷量大於 .5 的題項，因其中部分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低於 .5，且有部分層

面只涵蓋 2 個題項，無法測出所代表的層面特質，此會造成內容效度不夠嚴謹（吳

明隆，2003），故刪除了問卷中 19 個題項，再重新進行因素分析。工作價值觀量

表，經由分析後得到 9 個因素，可解釋總變異為 66.3%，9 個因素分別命名為「自

我成長」、「成就感」、「工作內容與自主性」、「管理權力」、「人際關係」、

「福利與升遷」、「工作環境與安全感」、「利他主義」，以及「創造性與發展」

等，各層面工作價值所包括之題項與因素分析結果整理於表 2。其中「工作內容

與自主性」、「福利與升遷」和「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等三個層面，乃分別由原先

理論架構的「工作內容、工作自主性」、「敘薪獎金與福利制度、升遷機會」、

「工作環境、安全感」，以上三者兩兩合併而成；另外，原量表中工作地位與休

閒兩層面之題項，因素負荷量過低予以刪除，現今社會失業率逐漸攀升，工作地

位與休閒兩個因素，在就業環境與工作性質的考量，已不復以往的受到重視。本

研究量表之架構與理論相符，並且各題項之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皆不錯，表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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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良 好 之 建 構 效 度 。 本 研 究 中 ， 9 個 工 作 價 值 觀 構 面 之 α 係 數 依 序

為.834、.878、.866、.867、.872、.831、.926、.828、.825（按表 2 中構面之順序），

整體亦達 .954，故內部一致性信度相當不錯。 
 

表 2 工作價值觀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題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希望工作中常會面臨到新的挑戰 .676 .738 
工作中常能有解決問題的機會 .603 .715 
能夠從工作中不斷接受到新的東西 .672 .702 
能夠從工作中增加自我思考的敏銳度 .632 .609 

自我成長 

能夠從工作中不斷學習新知 .622 .566 
能夠經由工作展現自我的才能 .715 .770 
能夠經由工作增加自己的自信 .747 .758 
能夠經由工作實現自我的理想 .656 .744 
可以完成令自己滿意的工作成果 .670 .670 

成就感 

能經由工作獲得自我肯定 .600 .626 
工作可以擁有自主性 .698 .681 
在工作中有獨立思考和行動的機會 .672 .675 
工作能夠學以致用 .638 .610 
工作能夠符合自己的興趣 .646 .604 
工作接近自己的性向 .570 .592 

工作內容 
與自主性 

能自己調整分配所負責工作的時間 .546 .557 
可以有權力來督導別人 .763 .856 
可以分派別人的工作 .745 .820 
可以修正及控制別人之工作進度 .711 .806 

管理權力 

有權讓別人執行自己策劃之工作事項 .695 .781 
上司能夠善解人意 .758 .828 
上司的管理態度合情合理 .703 .734 
在工作上夥伴能有高度的合作精神 .673 .697 
能與同事間相處融洽愉快 .682 .651 

人際關係 

能夠與同事們建立友誼 .648 .563 
能發放退休金 .669 .707 
獎金、紅利發放有一定制度 .695 .692 
公司有合理的升遷制度 .701 .645 
能有完善的保險制度 .663 .636 
公司有公平的升遷機會 .651 .631 
能發放年終獎金 .385 .603 

福利與升遷 

公司能有被主管賞識及提拔的機會 .64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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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價值觀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續） 

因素名稱 題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工作環境乾淨且舒服 .752 .803 
工作環境通風良好 .728 .800 
工作環境無不良噪音 .666 .735 
工作環境有足夠的安全性 .678 .725 
工作環境光線充足 .635 .720 
工作環境交通便利 .529 .654 
調任職位前能先徵詢個人意願 .588 .532 
工作單位營運正常不會倒閉 .680 .530 
工作有保障，不輕易被解雇 .673 .527 

工作環境 
與安全感 

工作單位不會被裁撤、併編 .604 .516 
有協助同事的機會 .759 .736 
工作內容能夠幫助他人 .707 .638 

利他主義 

可從事社會公益活動 .635 .628 
能經常更換不同性質的工作 .747 .849 
能經常更換不同環境的工作 .732 .836 
能夠讓我發揮自己的創意 .615 .653 

創造性 
與發展 

能有更多屬於自己的創意成果 .627 .651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採用SPSS統計軟體，以敘述性統計分析受訪者基本資料和量表題項

分數的平均數、標準差，探索性因素分析檢測量表的因素組成，獨立樣本t檢定

比較不同性別、有無打工、實習經驗的大學生在整體或個別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

情形。 
 
肆、結果與討論 
 
一、大學生打工經驗方面 
 
（一）大學生打工經驗的比例及打工的主要目的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2001）調查報告顯示，青少年打工原因主要是增加零用

錢或是因家中經濟欠佳而需工讀以貼補家用。本研究針對大學生所作調查後發現

類似的結果，由表 3、表 4 可知研究對象中有 73.2%具打工經驗，在打工群中，

半數以上的學生打工的目的為「賺取生活費用」，而為「購買想要的東西」、「為

負擔學費」而工讀者，亦分別佔不少比例（21.3%及 11.2%），可見學生為賺取個

人生活所需而進行打工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 



 

 - 46 -

表 3  有無打工經驗次數分配表 

打工經驗 人數 百分比 
有 723 73.2
無 265 26.8

合計 988 100.0

 

表 4  打工目的次數分配表 

打工目的 人數 百分比 
賺取生活費 372 51.5
購買想要的東西 154 21.3
負擔學費 81 11.2
瞭解社會趨勢 75 10.4
其他 41  5.6
合計 723 100.0

（二）對於打工行為的看法 
    台灣大學生打工的比率愈來愈高，本研究對象中就有高達 73.2%具打工經

驗，大學階段是青少年時期邁向成人的過渡階段，透過打工是提前接觸社會的一

個途徑，也可能讓這群即將踏入社會的學子提早學習一些社會經驗。本小節欲針

對具打工經驗者調查其對打工行為的看法，意即欲瞭解學生在提前接觸社會後對

此學習經驗的觀點。高雄師大（1995）曾接受教育部委託對台灣地區青少年打工

態度做過調查研究。該研究綜合調查結果發現，打工可以培養青少年責任感、並

提高其獨立自治的表現以及可獲得學習經驗等優點；缺點則包括：上課缺席率提

高、無法享受學校正常生活、做功課時間減少、染上抽煙喝酒等惡習、學習成就

低與家庭親密感漸低等。本研究特別針對具打工經驗大學生進行類似研究，但因

本文並非著重於打工帶來的正負面影響，因此在題項上較偏重於生活學習的觀

點，除了工讀目的外，另以 9 個題項調查具有打工經驗學生對打工行為的觀點，

問題的計分方式由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1 到

5 分，表 5 為調查結果各題項的平均得分與標準差，平均得分較高的前二題項為

「我在打工時認識到很多不一樣的朋友」和「我喜歡我打工的環境」，較低者為

「我已經透過打工瞭解未來的社會趨勢」和「我非常滿意打工時的薪水」，可見

學生較認同打工行為對其擴展生活圈、人際交友的幫助，但對於「增進社會環境 
 

表 5  對於打工行為的看法（n=723）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在打工時認識到很多不一樣的朋友 4.07 .80 
我喜歡我打工的環境 3.72 .77 
我在打工時都可以得到主管的認同 3.68 .76 

我對打工所做的事情得心應手 3.67 .75 

我透過打工經驗訓練自己的表達能力 3.61 .84 
我透過打工得以充分認識自己 3.50 .83 
打工這件事對我而言是必要的 3.46 .95 

我已經透過打工瞭解未來的社會趨勢 3.21 .96 
我非常滿意打工時的薪水 3.2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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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瞭解」及「所得薪資」二項的認同度較低。 
 
二、大學生實習經驗方面 
 
（一）大學生實習經驗的比例 
    本文的調查對象為大三、大四學生，由表 6 之整理結果發現其中有 39.7%的

比例具有實習經驗，此偏低的比例顯示國內教育對於實習課程似乎較不重視。 
 
（二）實習經驗對自身的影響 
    表 7 為具實習經驗者認為此活動的效能或者對於自身的影響程度一覽表，計

分方式也由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 1 到 5 分。

具實習經驗者在「我想要事先認識工作環境」、「我學會到人與人間相處的關係」

獲得最大的認同，而「我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很符合我」、「我打算畢業後直接到我

所實習的地方工作」認同度較低，可見學生的實習經驗對於認識未來就業環境或

瞭解自我職業傾向是有助益的。 
 

表 6  大學生實習經驗的比例 

實習經驗 人數 百分比 
有 392 39.7
無 596 60.3

合計 988 100.0

 
表 7  大學生對實習經驗的看法（n=392）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我想要事先認識工作環境 3.67 .83 

我學會到人與人間相處的關係 3.61 .87 
我認為我個人會對未來的工作具有影響力 3.57 .89 
我有想創新我未來工作的企圖心 3.54 .88 
我認為這會使我了解社會 3.52 .95 
我了解自己在這個環境中是否有競爭力 3.51 .83 
我知道未來的起薪及工作生態 3.46 .87 
我認為這會讓我對所學學以致用 3.37 .90 
我喜歡我實習的工作環境 3.32 .86 
我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很符合我 3.15 .94 
我打算畢業後直接到我所實習的地方工作 2.9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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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方面 
 
（一）整體研究對象的工作價值觀現況 
    由表 8 可看出研究對象在工作價值觀 9 個層面上的重視程度及先後順序，其

中「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人際關係」等 3 個層面分別排行前三

位，此等實屬於吳鐵雄等（1996）所言的工具價值（外在價值），而屬於吳鐵雄

等所言目的價值（內在價值）的「工作內容與自主性」、「自我成長」、「成就感」、

「利他主義」、「創造性與發展」，以及「管理權力」等 6 個層面的重視度則排名

較後，尤其是「管理權力」一項的平均數較其他項目明顯的低，此結果顯示時下

大學生較重視外在的工作價值，例如工作時能否獲得合理的經濟報酬、組織是否

有完善的制度以滿足安全感、能否與他人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等，而對於內在的

工作價值，例如：工作時能否不斷獲得新知、能否滿足個人成就感、可否發揮創

造力、是否獲得自我肯定與自主性等方面的重視程度則較為其次，尤其對於工作

時能否擁有管理權力和支配力最不在乎。這似乎符合 Maslow (1970) 的層次需求

理論，基本生理和安全需求的工具價值滿足之後，才會再追求目的價值取向的尊

重及自我成長，並朝自我實現的最高層次。吳鐵雄等（1996）發現台灣的大專生

及在職人士中，女性和年輕人較重視工具價值領域，根據 Van der Velde 等人 
(1998) 研究發現，隨著年齡的增加與心智的成熟，工作價值觀會逐漸由較重視

外在條件而轉變成較重視內在條件，一般而言，現今社會中大學生屬於就業年齡

層較低的一個族群，其較重視外在的工具價值觀實屬正常，但是否會如同學者所

言逐漸提高對於內在價值觀的重視程度，此點有待持續觀察。 
 
（二）男女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差異比較 
    表9為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其工作價值觀的整體及個別構面之平均數與標準

差，以及利用獨立樣本t檢定進行二者差異性檢定的結果整理為表，由其中可以

看出，不論男生或女生，皆以「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人際關係」 
 

表 8 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現況表（n=998） 

工作價值觀各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工作環境與安全感 4.28 .60 
福利與升遷 4.18 .73 
人際關係 4.14 .66 
工作內容與自主性 4.02 .63 
自我成長 3.98 .58 
成就感 3.97 .64 
利他主義 3.89 .70 
創造性與發展 3.74 .71 
管理權力 3.4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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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男女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差異比較表 

男生（n1=377） 女生（n2=611） 差異檢定 
工作價值觀各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工作環境與安全感 4.20 .62 4.33 .57   -3.36** 
福利與升遷 4.06 .71 4.25 .73   -3.93*** 
人際關係 4.04 .67 4.21 .65   -3.84*** 
工作內容與自主性 3.97 .65 4.06 .62   -2.03* 
自我成長 3.92 .58 4.02 .57   -2.65** 
成就感 3.90 .65 4.01 .64   -2.69** 
利他主義 3.82 .73 3.93 .69   -2.29* 
創造性與發展 3.70 .73 3.76 .69   -1.25 
管理權力 3.42 .73 3.42 .73     .03 
整體工作價值觀 3.95 .49 4.06 .45   -3.71*** 

*p＜.05, **p＜.01, ***p＜.001 
 
等三個層面的重視度最高，且男女學生除了在「管理權力」與「創造性與發展」

兩個層面無明顯差異外，女生在其餘構面或整體層面的重視度皆顯著高於男生。

呂信寬（2001）、郭玟嬨（2002）研究均發現女學生對工作價值觀整體層面與某

些分構面所持的態度與看法皆高於男學生；而陳英豪等（1987）研究指出，男大

學生較重視管理權力、聲望、創意及智性激發，女大學生則重視與上司的關係、

工作環境、審美、成就感、變化性之工作價值觀；胡蘭沁（2006）發現，女大學

生在工作人際互動關係上較男生重視，在其餘各取向之工作價值觀則皆無差異。

本研究所獲致結論雖也認為女學生在工作價值觀的某些方面認知異於男生，但男

女差異所在與前述研究結論有些許不同，因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改變，周遭

生活環境常隨著產生變化，所以研究者認為研究結果之間的差異，或許是時代的

不同及社會的快速變遷所致。 
 
（三）有無打工經驗的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比較 
    表 10 為有無打工經驗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量表」的整體及個別構面之平

均得分差異比較，由獨立樣本 t 檢定的分析結果知，具打工經驗者在「工作環境

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的得分顯著高於無經驗者，但在「管理權力」構面上

則相反，而其餘構面及整體價值觀則無顯著差別，意即有無打工經驗學生在工作

價值觀上的主要差別為「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及「管理權力」。

無論是為了改善家計、維持開銷抑或是要滿足個人需求等等不同的打工理由，青

少年的工讀所要面對在於：不管工作環境如何，只能徒然地用較長的工作時間來

換取較多的薪資酬勞，而這種出賣勞力的賺錢方式，自然會因為超時的工作型態

而影響到精神體力（王順民，2004），因此具有打工經驗的學生理所當然會對「工

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較為看重，正如 Johnson (2002)、Loughli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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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有無打工經驗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比較表 

 打工經驗（n1=723） 無經驗（n2=265） 差異檢定 
工作價值觀各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工作環境與安全感 4.32 .59 4.16 .58   3.84*** 
福利與升遷 4.23 .70 4.04 .80   3.28*** 
人際關係 4.16 .68 4.09 .60   1.70 
工作內容與自主性 4.03 .67 3.99 .53   1.00 
自我成長 3.97 .60 4.00 .50   -.88 
成就感 3.96 .66 4.01 .60  -1.25 
利他主義 3.89 .74 3.89 .58   -.06 
創造性與發展 3.75 .73 3.69 .64   1.33 
管理權力 3.36 .73 3.59 .70   -4.47*** 
整體工作價值觀 4.03 .48 3.98 .43   1.53 

***p＜.001 
 

Barling (2001) 的論點，咸認為早期的工作經驗會對新世代年輕人未來的工作態

度、價值觀及行為產生影響。 
 

（四）有無實習經驗的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比較 
    實習可視為另類的工作經驗，本研究接著欲探討此種經驗是否和打工行為一

般與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有若干的關聯性。透過表11的呈現可知，有經驗者在工

作價值觀的絕大部分構面的平均數皆高於無經驗者，尤其在「管理權力」、「利

他主義」出現顯著性的差異。 
    如同打工行為一樣，無實習經驗者在「管理權力」方面的重視度高於有經驗

者，也就是說，就未曾打工、至校外相關就業場所實習的大學生來說，在未來考

量工作條件或性質時，會比有經驗者更重視工作職位是否有權力來督導他人、是

否可以分派他人的工作、是否可以修正及控制他人之工作進度，以及是否有權讓

他人來執行自己策劃之工作事項，相形之下，有工作經驗的學生對於是否擁有管

理他人的權利較不在乎；此結果似乎隱喻著無工作經驗者未曾遭遇過挫折，對自

身的條件較具信心，對未來充滿抱負，希望能成為管理者以實現自我的理想。黃

英忠、黃培文（2003）曾以大專院校觀光、休閒、餐旅相關科系的實習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其實習工作價值觀及工作投入的關係，根據所訪談6位業者與30位學

生的結果顯示，多數的實習生認為有學非所用、不能發揮所長、大才小用或學不

到東西的感覺，而業者對於實習生的工作投入度，也有較多負面的評價，例如眼

高手低、喜歡打混、不夠用心等，此二位學者的調查結果多少解釋了本研究的結

論起因。本研究的另外一個發現是，有實習經驗者在「利他主義」層面的重視程

度高於無經驗者，意即未來就業時，相對於無經驗者，曾經至校外場所參觀或進

行實習者認為工作中若能有協助同事的機會、工作內容能夠幫助他人、有機會從 



 

 - 51 -

表 11  有無實習經驗大學生在工作價值觀上的差異比較表 

 無經驗（n1=596） 實習經驗（n2=392） 差異檢定
工作價值觀各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工作環境與安全感 4.26 .60 4.31 .58   -1.32 
福利與升遷 4.14 .69 4.23 .78   -1.74 
人際關係 4.13 .65 4.16 .67    -.78 
工作內容與自主性 4.00 .65 4.05 .61    -.94 
自我成長 3.97 .57 3.99 .59    -.44 
成就感 3.97 .66 3.98 .62    -.19 
利他主義 3.85 .70 3.95 .71   -2.23* 
創造性與發展 3.71 .69 3.78 .73   -1.48 
管理權力 3.47 .75 3.34 .70    2.88** 
整體工作價值觀 4.01 .48 4.04 .44   -1.10 
*p＜.05, **p＜.01 

 
事社會公益活動等條件是重要的考量，這或許是因實習過程中的辛苦，使得實習

者希望獲得幫助的同理心有關。綜合以上二點結論可發現，實習經驗對於大學生

的工作價值觀是有所影響的，學校單位在輔導學生就業的同時，可考慮此方面的

課程安排。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的目的除了想瞭解大學生打工情形和實習經驗外，主要為探討二者對

大學生工作價值觀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歸納提出幾點結論，分別詳述於下： 
（一）學生為賺取個人生活所需而進行打工已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研究對

象中有 73.2%具打工經驗，在打工群中，半數以上的學生打工的目的為「賺

取生活費用」，而為「購買想要的東西」、「為負擔學費」而工讀者，亦分

別佔不少比例（21.3%及 11.2%）。大學生對於打工經驗的看法中，以「我

在打工時認識到很多不一樣的朋友」和「我喜歡我打工的環境」得分最高，

較低者為「我已經透過打工了解未來的社會趨勢」和「我非常滿意打工時

的薪水」。 
（二）調查對象中有 39.7%的比例具有實習經驗，在具有經驗者中認為此活動的

效能或者對於自身的影響程度以「我想要事先認識工作環境」、「我學會到

人與人間相處的關係」獲得最大的認同，而「我覺得學校教的東西很符合

我」、「我打算畢業後直接到我所實習的地方工作」認同度較低。 
（三）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共可分為 9 個層面，其中屬於工具價值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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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人際關係」等 3 個層面的重視程度排行前三

位，屬於目的價值的「工作內容與自主性」、「自我成長」、「成就感」、「利

他主義」、「創造性與發展」，以及「管理權力」等 6 個層面排名較後。 
（四）不論男生或女生，皆以「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人際關係」

等三個層面的重視度最高，且男女學生除了在「管理權力」與「創造性與

發展」兩個層面無明顯差異外，女生在其餘構面或整體層面的重視度皆顯

著高於男生。 
（五）具打工經驗者在「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利與升遷」的重視度顯著高於

無經驗者，但在「管理權力」構面上則相反，而其餘構面及整體價值觀上

二者並無顯著差別。 
（六）有無實習經驗對工作價值觀的部分構面存在顯著差異，無實習經驗者在「管

理權力」方面的重視度高於有經驗者，但在「利他主義」層面則相反。 
 
二、建議 
 
    由實證結果發現，大學生的打工、實習經驗與其工作價值觀有顯著關係。以

下針對本研究的主要結論，提出建議，以供教育或相關輔導單位做為參考。 
（一）國內青少年打工情形已蔚為風氣，由研究結果更可知有高比例的大學生具

有打工經驗，而隨著父母失業率提高，在龐大經濟壓力下利用課後兼職的

學生比例可能會逐漸攀升，因此隨之而來的安全問題令人不得不憂心，學

校應儘可能統籌辦理蒐集打工資訊，由學校提供必要的資訊、諮詢、服務，

幫助必須兼職學生做好打工的萬全準備，並加以篩選出適合學生打工性質

與安全性高的工作，加強宣導職場安全、掌握學生工讀及建立互動管道。 
（二）104 人力銀行品牌總監邱文仁曾表示，即使是面對畢業剛入社會的新鮮人，

52%的企業希望能夠聘用「有經驗的工作者」，這可說是新鮮人求職的困

難之一（104 人力銀行，2003）。因此，學生可視打工為職業生涯的起點，

在學生時代及早鎖定未來想擔任的職務或行業目標，於尋求打工機會時，

應以「相關的職務或行業」為優先選擇，努力尋找一份對於未來就業有幫

助的兼職經驗。另一方面，實習工作也是累積工作經驗的一種絕佳方式，

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實習經驗有助於學生工作價值觀知能的建立，但由調

查數據卻也發現，研究對象中具實習經驗者僅佔樣本中 39.7%，此似乎暗

喻著國內教育對實習課程的忽視，因此，除了部份原本就建立具體實習制

度的科系之外，建議其他學校應多開設實習課程，讓學生有機會至與所學

相關場所實際工作或參觀訪問，亦可和校外廠商合作開辦工作經驗課程，

如此學生不但可儘早瞭解未來職務或行業的真相，同時更可培養專業經

歷，增加就業競爭力，為正式投入職場做充分準備。 
 
三、未來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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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限於時間、人力、物力，僅以中部地區部份科系之大學生為研究樣本，

未來之研究可以擴大到全省各地區，更可向下延伸以「高中職生」、「專科生」

為研究對象，以瞭解本研究所獲致結論是否可以推論到前一個求學階段，將可得

到全面性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內容方面，可以進一步加入不同年級學生的打工經

驗比較、探討多少的打工時間對大學生較為合適，以及分析打工行為對學生生活

的負面影響，比如：「打工是否影響我的學習」或「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少了」，

如此將可使研究內容更完整。而在問卷的題項設計上，部分問題的區別度不大，

可再思考改善。 
再者，由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工作價值觀以「工作環境與安全感」、「福

利與升遷」、「人際關係」等 3 個層面的重視程度較高，那麼大學生對於未來的發

展是否與這些因素的有關呢？換句話說，大學生於未來就業時是否會以此等層面

為求職的首要考量？抑或以學以致用為優先選擇？又或者認為升學才是上策？

因此，研究者認為可進一步探討大學生「工作價值觀」與「就業意向」、「生涯成

熟」方面的相關性。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為問卷調查法，未來

若能兼採質的研究，透過個別訪談或個案研究等方法來進行探討，將使研究結果

更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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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time Work or Practical Training, and 

Work Valu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entral Taiwan 

 
Yun-Chen Huang  Shu-Hui Li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attitude of college students toward part-time work 

and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s. A sample of 988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aichung, with or without part-time job or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s, was 

collected, and their work values compared using a “Work Value Scale.  ” Data was 

analyzed using the SP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73.2% of students had part-time 

work experiences, with “to earn more living expenses” as the major purpose; (2) 

39.7% of students had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s. The top two validations of these 

students were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my working environment in advance, ”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  (3)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safety, ” 

“welfare and promotion, ”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eld higher import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4) Female students paid significantly more attention to work 

values than males students did.  (5) Students with part-time work experience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safety” and “welfare and 

promotion” than those with no such experiences.  (6)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s valued “altruism” more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experiences. In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work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ir part-time 

job or practical training experiences. Therefor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hools are: (1) provide career counseling for students to help them 

choose more suitable and much safer jobs, (2)provide more practicum courses and 

opportunities in related fields to enhance students’ proficiency and competitive edge 

in the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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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以下稱本編委會）由「台灣心理諮商季

刊」主編邀請組成之，任期為四年。  

二、本編委會置主編一人，編輯委員十至三十六名，共同執行季刊之編輯與審查

工作。 

三、本編委會下置助理編輯一至三人，擔任本季刊編輯之行政工作。  

四、本要點經本編委會會議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編輯委員會編審工作要點 

一、「台灣心理諮商季刊」（下以稱本季刊） 為定期出版之學術性期刊。本季

刊之編輯委員會為處理文稿編審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季刊常年徵稿，每年三月、六月、九月、十二月各出刊一期，每期刊出至

少三篇，以文稿審查通過先後為序。主編於接到稿件後兩個月內進行審查作

業。  

三、本季刊審查作業採匿名制，季刊論文稿件經主編和助理編輯執行匿名作業

後，再送交編輯委員提出審查委員推薦名單。如投稿人為編輯委員，於推薦

該稿件之審查委員人選時，應迴避之。  

四、依匿名審查者之審查意見決定稿件處理方式如下表 1 所示。 

五、本季刊編輯委員另訂定文稿審查暨著作財產權處理要點，以俾利審查之進行。 

 

表 1  「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稿件審查處理方式一覽表  

第一位審查委員結果 
處理方式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不宜刊登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不予刊登 

或再審* 

不予刊登 

或再審* 

第
二
位
審
查
委
員
結
果 不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不予刊登 

或再審* 
不予刊登 

*由主編依論文品質及審查意見裁量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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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理諮商季刊」徵稿通告 

 
一、主旨 

 
「台灣心理諮商季刊」由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理諮商資

訊網出版暨發行，採季刊與電子形式出刊。本季刊以發表心理衛生、輔導、諮商

心理、臨床心理、復健諮商、社會工作、精神醫學、精神護理、職能治療、語言

治療、特殊教育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學術專論與實務專論為主。本季刊採審

查制度，發行主要目的在於鼓勵新進學者與博碩士班研究生發表，以擴大學術交

流，提昇學術研究風氣。  
 
二、稿件格式（請參閱「台灣心理諮商季刊」投稿論文格式之說明） 

 
本刊歡迎海內外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正體、簡體投稿皆可。來稿請參考

「 美 國 心 理 學 會 出 版 手 冊 」 第 五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體例，每篇以五千至一萬兩千字為原則。請勿一

稿兩投。稿件內容依序包括下列各項：（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資料，僅能於作者

基本資料表中呈現） 
 
（一）作者基本資料表（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填寫作者基本資料表，載明論文題目、全體作者之中英文姓名、任職機構中

英文名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之地址、電話、傳真及 E-mail（通訊作者為本學

刊為提供學術交流而設置，請作者於投稿時提供相關資料以利進一步學術對話之

開展）。 
 
（二）中文摘要頁 
    以 300 字為限，含論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不超過三個為原則）。 
 
（三）正文 
    正文之段落標題可有彈性，但宜有前言、本文、結論、以及參考文獻等之結

構。 
 
（四）英文摘要頁 
    以 300 字為限，含論文題目、摘要及關鍵詞（以不超過三個為原則）。 
 
（五）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表格請至 http://tcq.heart.net.tw/下載） 
    投稿文章之所有作者均需分別填寫一式兩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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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格式、符號、標題、數字、圖表、引用書目及參考文獻等撰稿體例請參

閱本學刊投稿論文格式與本學刊之內容，或依照「美國心理學會出版手冊」第五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規定

（文稿格式不符者，本季刊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來稿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註明頁碼（每頁印 38 行，每行 35 字，

12 級字，段落距離 0 列，單行行距）為原則。 
 
三、著作權授權條款 
 

投稿論文經本季刊接受刊登，作者同意非專屬授權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

諮商學系台灣心理諮商資訊網做下述利用：  
（一）以紙本或是數位方式出版。 
（二）進行數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路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列印、瀏覽

等資料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行為。 
（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給學術資料庫業者，將本論文納入資料庫中提供

服務。 
（四）為符合各資料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行格式之變更。 
 
四、審 稿 

本季刊收到稿件之後，由主編確認內容、格式是否符合本學刊之原則，交由

編輯委員推薦二位相關領域之專家進行匿名審查，審查意見與結果將主動回覆稿

件作者。凡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後再行刊登。凡曾在相關研

討會上發表過之文章、改寫的學位論文或研究經費的來源等，請於作者基本資料

表之作者註一欄中加以說明。 
   

本 季 刊 採 常 年 徵 稿 、 先 到 先 審 制 。 請 將 稿 件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至 
tcq@mail.heart.net.tw，註明「投稿台灣心理諮商季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請寄

到 50007 彰化市進德路 1 號國立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轉「台灣心理諮商

季刊」編輯委員會收或傳真：04-7276542；電話：04-7232105-2211；E-mail：
tcq@mail.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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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心理諮商季刊」投稿論文格式 

     
本季刊以發表心理衛生、輔導、諮商心理、臨床心理、復健諮商、社會工作、

精神醫學、精神護理、職能治療、語言治療、特殊教育等與助人專業相關學科之

專論為主。接受全球之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稿件之投稿。稿長以五千字到

一萬字為原則。行文請由左至右、直式橫寫電腦打字，並以 Word98 以上版本格

式存檔，正文中請勿使用任何排版技術。正文請採 12 級字，段落距離 0 列，單

行 行 距 ， 中 文 部 份 （ 含 標 點 符 號 ） 請 以 新 細 明 體 與 全 形 輸 入 ， 英 文

( include punctuation marks )請以 Times New Roman 與半型輸入為原則。左右邊界

3.17 公分、上下邊界 2.54 公分。       
    稿件格式請依下列規定： 
 
一、標題層次  
 
（一）中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壹、（靠左，加粗，上下空一行） 
一、（靠左，加粗，上下空一行） 
（一）（靠左，加粗，上空一行） 
1.（靠左，不加粗，不空行） 
(1)（靠左，不加粗，不空行） 
  
（二）英文書寫者請依序使用  
 

CENTERED UPP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下空一行)  

Center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下空一行)  

Centered, Italiciz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Heading 
(置中，加粗，上空一行) 

Flush Left, Italicized, Uppercase and Lowercase Slid Heading 
 (靠左，不加粗，不空行)  

Indented, italicized, lowercase paragraph heading ending with a period. 
(置中，不加粗，不空行) 

  
二、正文  
 
（一）行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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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頁以 38 行、一行 35 字為原則，並註明頁碼。 
 
（二）標題與註解  

1.文內標題請依標題層次規定方式處理，體例如前述。  
2.附表、附圖，標題加粗，標題不大於 12 級字，標號則用阿拉伯數字，例如：

表 1.、圖 1.、Table1.、Figure1 等，圖表中的文字不大於標題，以 word 格

式製作，美觀清晰為原則。 
3.表的標題置於表上方，圖的標題置於圖下方，資料來源請於圖表下方列示。

以靠近正文引用處隨後出現為原則。 
4.正文當中使用註解時，請以阿拉伯數字標於相關文字的右上方，註解內容則

列於頁尾之處，以註腳方式、新細明體 10 號字處理。  
 
（三）參考文獻與其它體例 

1.參考文獻依照中文、英文順序排列，前者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後者依作者  
姓式英文字母順序排列，同一筆資料自第二行起中文須內縮兩個字、英文

須內縮 5 個字元。 
2.文稿格式、符號、標題、數字、圖表、文獻引用方式及參考文獻等撰稿體例

請參考「三、撰稿體例說明」，未在體例範圍內請依照「美國心理學會出

版 手 冊 」 第 五 版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th ed.) 之規定或本季刊之內容。  

 
三、撰稿體例說明  
 
（一）文獻引用方式 

正文中引用文獻，以標示作者名（中文作者姓名全列，英文作者只列出姓）、

出版時間（一律以西元年代表示），中文引用使用全型符號，英文引用使用半型

符號，範例如下： 
  1.單一作者 
   (1)中文，如：（鳳華，2005） 
   (2)英文，如：(Hsieh, 2003) 
  2.兩位作者 
   (1)中文，如：（金樹人、許宏彬，2003）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若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列出，如：（賀孝銘、林清

文、李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

銘等，2007），若有六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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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 (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 (Wang et al., 2002)。 

4.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年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 、 (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引用兩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金燕，2004；郭麗安、李星謙、王唯馨，2005；

黃宗堅、葉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珠、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參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列出。中文

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

例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念與應用。台北：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讀、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

贏的起點（317-321 頁）。台北：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略與技巧（程

小蘋、黃慧涵、劉安真、梁淑娟譯）。台北：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1)中文  

施陳美津、蘇純瑩、張志仲、陳秋蓉、吳明宜（2004）。精障者電腦化就業

媒合模式之研究，勞工安全衛生季刊，12（3），195-210。  
張秀玉、曾華源、賴玫凰（2004）。發展遲緩兒童之家庭特質與資源運用狀

況：早期療育個管中心本籍與東南亞籍女性配偶家庭之比較。兒童及少

年福利期刊，7，13-18。 
(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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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會議、研討會  
(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麗斐（2007 年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理團

體之治療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年會暨

第四屆統計方法學學術研討會，台北。 
郭麗安（2004 年 9 月）。同志與異性戀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

的反思與實踐。台灣心理學會第四十三屆年會，台北。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論文 
(1)中文 

江巧琴（1996）。母親經歷新生兒死亡的經驗與感受：質性回溯性研究。長

庚大學護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桃園。  
(2)英文  

Wu, T. (2003).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ethnic identities: A qualitative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llia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A. 

5.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行政主管人員性別意識之評估研究。行政院

國科會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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