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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制握信念及社會支持

在國中生壓力知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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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德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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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綜合理論文獻建構一個園中生壓力模式，目的在探討性別、年級、制握信念與社

會支持對壓力知覺的效果。模式中包含性別與年級兩個潛在自變項，以及制握信念、社會支

持、與生活壓力三個潛在依變項。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方法，分析所蒐集的觀察資料與模式

的適配度。受試者採隨機分層叢集取樣， 557名學生分別抽自台南市六所園中。研究工具為制

握信念量表、扯會支持量表、與學生生活壓力量表。研究結果發現: (一)本研究所建構的壓

力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 x 2值雖然違顯著水準，但從模式的其他整體適配度指標可知本研

究所主張的壓力模式應可以用來解釋國中生的觀察資料。(二)性別對制握信念有顯著的直接

效果，但是性別對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並無顯著的直接效果。(三)性別透過制握信

念及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間接效果，另外，性別藉由制握信念對知覺到的

社會支持亦有顯著的間接效果。(四)年級只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至於對所知覺到

的社會支持則無顯著的直接效果。(五)請Ij握信念對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都有顯著的

直接效果。(六)告1]握信念透過知覺到的往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間接效果。(七)知覺

到的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直接效果。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學

校教育與未來研究上之建議。

關躍詞:生活壓力、社曹支持、制置信念

青少年在對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環境作適度的適應時，時常會遇到一些挫折與壓力，因而產生

心理困擾和行為問題，以致霍爾稱青年期為發展中的「風暴時期」。晚近的研究認為大多數的青少年

會在此階段因面臨壓力而受到創傷(邱鈺茹，民的;陳柏齡，民的 Liu， Kurita, Uchiyama, & Liu, 

2000) 。實徵研究指出有壓力的生活事件與青少年的焦慮、行為異常、厭食症、自殺企圖、和讓物濫

用有關。因為青少年如果無法適應有壓力的生活事件，可能會增加心理症狀與生理疾病發生的危機，

並且會提高抽煙、喝酒等行為的發生頻率，甚至部分學生還有可能會發展反社會的行為模式(王煥

臻、柯華嚴，民88 ;鄭照順，民 86 鄒浮安，民 86) 。

雖然有些理論指出生活壓力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關聯，但有學者認為許多經歷高程度生活壓力

的人，並沒有感到困擾而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Kaplan， Sallis, & Patterson, 1993) 。鑑於此觀點，於是有

*本論文係傅瓊儀提固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之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在陸偉明教授指導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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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將研究焦點轉移至其他心理或社會變項，如制握信念 (Iocus of control) 和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 ，以探討這些變項在壓力知覺上的緩衝妓果。理論上來說，青少年可藉由內在制握信念

( intemallocus of control )影響他們對壓力情境的評價以及努力的成果，相信他們可以掌控負面生活事

件的結果以獲得保護的作用 (Cohen & WiIIs, 1985) 。此外，內控者也比較有可能使用有效的因應策略

或社會資源來戚低壓力造成的影響。

有理論指出，社會支持不僅會影響到身心適應狀況，還能減縷壓力的負面放果( Viswesvaran, 

Sanchez, & Fisher, 1999; Wenz-Gross & Siperstein, 1997) 。例如 Swindle (1983) 即認為透過社會支持，

可以改變個體對壓力源的的評估、因應方式與影響個人自我覺察來減低壓力。 Viswesvaran (1999) 

等人曾以後設分析 (mata-analysis) 回顧先前的研究文獻，他們發現社會支持在生活壓力知覺上扮演

重要的角色。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園中生面對壓力時，社會支持所扮演的主要效果以及保

護因子之角色，藉以瞭解社會支持、制握信念、與生活壓力三者之關係。

一、生活壓力的酒麗與研究

(一)壓力的涵義

自從 1967年Holmes fD Rahe設計了 rSchedule of Recent EventsJ (S阻)量表，用來測量個人因生

活事件所帶來的生活壓力之後，生活壓力這個概念已經普遍地為大家所接受。同時，生活壓力也被視

為預測生理和心理疾病很重要的變數ιeti∞凹， Martin, & Saleh, 1984) 。綜合國內外界定壓力的文獻，

可以發現這些文獻大致將壓力分為三種定義取向:1.刺激取向:例如Brown (1974) 認為壓力是指對

個體具有威脅意味的事件，或直接威脅維生功能、前礙應變能力的事件。刺激取向將壓力視為是一種

刺激或一個事件，無論它是真實存在的或僅是想像的，只要能夠讓個體失去原有的平衡狀態，都可被

稱為壓力 (Kanner， 1981) 0 2. 反應取向: Selye (1956) 認為壓力是身體為滿足需求所產生的一種非

特定性反應。他也提出「一般適應症候群J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 以解釋個體適應壓力的歷

程。 Invancvich與 Matteson (1980) 則認為壓力是適應性質的反應，是外界的動作、情祝及事件對個

人所產生特殊生理或心理上的要求而造成的結果。根據此取向，壓力通常被視為依變項( Cox , 

1978) ，因它被視為對壓力源的反應。此取向認為壓力是個體受到某一種具有威脅性的刺激而引起的

一種反應組型。 3. 互動取向:此取向是指刺激與反應間的交互關係，即個體對環境中真有威脅性刺

激，經認知其性質後所表現的反應。 Lazarus與Folkm個 (1984)即認為壓力是個人與環境中人、事、

物的一種特別關係。這種個人與環境中人、事、物的關係，被評估是有心理負擔的，或超越其資源所

能負擔的，以及危害其健康及個體綜合褔扯的概念，被稱為壓力。

本研究採取刺激與反應的互動取向之定義觀點，認為壓力不僅是個體對威脅性刺激的一組反應，

同時亦取決於個體對事件的認知，強調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本研究根據有關的文獻(鄒浮安，民

86 ; Wenz-Gross et al., 1997) 認為國中生的生活壓力來自家庭、同儕、學校、與個人四方面的威脅性

事件，他們將透過本身人格特質對事件的評估認知以及周遭可利用之資源，來處理這四方面有壓力的

事件。吳英璋(民75) 即曾指出所謂生活壓力係指當生活變動產生時，個體必須耗費心理或生活上

的能量，對它有所調適與應對。因此，評估壓力必讀考慮個體的人格特質，亦即其對事件的認知(如

制握信念)及外在因素，如個人的社會支持網路等影響。

(二)團申生年級、性別與生活壓力之關係

就年級而言， Wenz-Gross等人 (1997) 的研究指出六至八年級的中學生會因不同年級而知覺到

不同來源的生活壓力。大多數國內方面的實徵研究(陳柏齡，民89 ;王菜葉，民的;陳淑捐，民的)

皆認為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在壓力上有顯著差異存在。這些研究結果證實學生隨著年級增加，他們所感

受到的生活壓力程度亦隨之增高。因此，本研究假定年級對國中生的壓力知覺有直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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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生活壓力上性別差異的研究，則尚無統一的結論。 Wenz-Gross等人(1997)以中學生為

對象的研究結果指出女生比男生知覺到較多的學業方面壓力。江承曉(民80) 以國中生為對象的研

究中，發現女生比男生較易感到有壓力。陳柏齡(民的)的研究結果指出不同性別國中生的生活壓

力有顯著差異存在。另外也有研究發現性別在生活壓力上無顯著差異(呂敏昌，民82 蔣桂哩，民

82 ;鄭照顧，民 86) 。雖然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壓力的關係並不一致，本研究在揉討性別與壓

力知覺的關係時，仍假定性別對國中生壓力知覺有直接殼果，以考驗此一直接娘果是否存在。

二、制盧雷愈的酒麗與研究

(一)制握信愈的涵聶

基於社會學習的觀點， Rotter (1966) 認為內在制握信念者較外在制握信念者更能洞察行為與增

強的關係，而外控者較缺少動機，甚少知覺到增強的機會。因此，相較之下，內控者較為主動、積

極、勤勉，會為達目標而努力奮鬥;而外控者則因較易受環境影響，傾向攻擊性與敵對性，所以較不

易勝任工作。

在個人與環境互動中，個體需要適應生活的變動，而生活適應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壓力。 Price

(1985 )指出個體對壓力情境的控制評估是內在控制或外在控制，是一項決定壓力影響程度的重要因

素。所以個人引誘壓力與抑制壓力的控制特質，是取決於對事件控制的意義認知而言 (Folkman，

1984) 也就是說，個人對事物的控制感會左右其評估壓力程度大小。

(二)年級、性別與制握信意之關係

許多研究者已廣泛探討制握信念增強的知覺與人格特質的不同層次的關係，包括所知覺的壓力、

達成目標的動機、個人適應狀況、以及問題解決策略等，然而，至令仍相當少研究驗驗年級與制握信

念的關係，尤其是青少年期制握信念、自然改變的情形。因此Kulas (1996) 以三年期縱貫式設計研究

平均年齡 14歲的中學生，探究他們的制握信念在青少年期發展的穩定性，研究結果顯示:無論男生

或女生，在三年的研究期之中，他們的制握信念發展狀況都沒有顯著的轉變。所以Kulas認為學生在

青少年期已經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制握信念傾向，除非有重大的事件衝擊或是有結構的訓練計畫，否則

青少年的制握信念已是穩定的人格特質，在短時間之內是不會改變及更動的。基於此觀點，本研究所

建構的壓力模式認為制握信念是園中生已經發展穩定的人格特質，它不會受到年級的影響，但是制握

信念對他們所知覺到的壓力會有直接的影響。

再者，就性別與制握信念關係的研究上， Archer與 Waterman (1988) 曾被驗過去22篇有關性別

差異的研究，他們發現有 15 篇研究認為在制握信念上沒有性別差異，而有六篇研究發現男性比較傾

向於內控，只有一篇研究認為女性較傾向於內在制握信念。部分實誼研究 (C甜ns， McWhirter, Du旬，

& Barry, 1990) 發現女性比男性傾向於外控人格特質;但同時也有部分研究 (Adame， Johnson, & Cole, 

1989; Dellas & Jemi闕， 1987; Chubb & Fertm曲， 1997) 則指出制握信念並無性別差異。在圍內方面，

部分研究發現女性較男性傾向外控(楊志賢，民的;賴靜瑩，民88) 。另有部分研究認為制握信念並

無性別差異(洪有義，民64 楊瑞珠、楊國摳，民的;曾一祖，民的)。雖然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

性別與制握信念的關係並不一致，本研究在探討性別與國中生制握信念的關係時，仍假定性別對制握

信念有直接效果，以考驗此一妓果是否存在。

(三)制握信意與生活壓力的關係

先前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制握信念與壓力的關係。例如Kliewer與 Sandler (1992) 以 238名青少年

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制握信念可以舒緩壓力源對心理癥狀的影響。 Weist， Freedman , Paskewitz, 

Proescher與Flaherty (1994) 以 164名九年級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顯示外在制握信念會增加生活壓

力對學生的傷害。 Ainslie， Shafer與 Reynolds (1996) 以61 名高中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指出制握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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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壓力之間真有高度負相關，所以對生活有較高控制感的學生呈現較低程度的壓力。Liu等人

(2∞0) 檢驗 1365名青少年生活壓力和制握信念的關係，結果指出真有高生活壓力與外控者有顯著增

加發生問題行為的危機，即內在制握信念能夠緩和壓力生活事件的影響。圍內方面則有陳璧腕與陳雁

齡(民87) 以462名國中生為對象探討內、外控信念與生活壓力之關係，結果發現外控者的生活壓力

比內控者大。因此，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結果假定國中生制握信念傾向對他們的壓力知覺有直接效

果，以考驗此一妓果是否存在。

三、社會支持的涵義與研究

(一)社會支持的涵義

社會支持的概念常被賦予許多不同的名詞，如社會網路、社會連結、有意義的社會接觸、和友誼

關係等。依據國內學者邱瓊慧(民77) 的歸納，社會支持大致可從E動的主體、互動的內容、以及

互動的過程三大觀點來探討其意涵。1.Ii.動主體之觀點:以互動主體之觀點界定社會支持的學者，

並末將社會支持的來源限於個體重要他人或最親密的人，而是以較廣的範圍來說明社會支持來源。

Sarason, Levine, Basham與 Sarason (1983) 即認為社會支持是我們可信賴的人的存在或可利用性。

Pearlin (1984) 則認為社會支持係個人在應付生活中的變動時，可利用的可靠他人、團體或組織，他

並提出社會支持三要素為網路、小團體及人際內關係品質(如信任、親密關係) 0 2. 互動內容之觀

點:此觀點認為社會支持是由重要他人，包括家人、鄰居、閉友、同事和親戚提供給壓力情境下的受

困者一些因應的助力及援助，如社會情緒性、工具性、以及訊息的協助，以協助個體從事壓力的因應

管理 (Thoits ， 1986) 。此一觀點將社會支持分為情緒支持、認知支持、實質支持 (Turner， 1983) 。

Cobb (1976) 指出社會支持係提供訊息，使個體感到被關愛、被尊重、而且是有價值的。此外，個

體會相信自己隸屬於一種社會網路，負有共同的義務與責任。 Gottlieb (1983) 指出支持的內容為同

理心的暸解與忠告、實質的協助與行動，和提供一些語言、非語言的訊息或其他有利的事物以及知

識。 3. 互動過程之觀點: Caplan (1976) 謂社會支持系統是指不斷對個體提供回饋的社會團體;這些

支持性的他人分別給予資訊、認知指導和物質支持，也就是說持續的與另一個人、社交網路、團體或

組織的互動，可提供個人對自己的回饋、被他人認定的機會、彌補個人在大社區的溝通不足。

Kessler, Price與 Wortman (1985) 定義社會支持為經由人際問良好關係的機轉，可以保護來自壓力對

人體身心傷害，使壓力對個人產生較小的影響。總之，社會支持是一種由接受者所知覺到的人際活

動，提供各種協助，如情緒支持、認知重建、工具協助等，使受壓力的個體能增進自尊或壓力的調適

(HeIIer, SwindI巴， & Dusenbury, 1986) 。

綜觀以上各種觀點，社會支持是個人面對問題情境時重要的資源，主要方式為個體透過與他人或

團體的巨動網路，所知覺到重要他人或團體所提供的各種不同形式的協助。本研究基於量化研究的觀

點，考慮計量社會支持的可行性，於是採取E動主體的觀點，將社會支持視為個體所知覺到其家庭、

同儕及家庭成員以外的專家，包括生命線、張老師等提供的支持與協助。

(二)性別、年級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WohIgemuth與 Betz (1991) 以 115 名大學生進行的研究中，發現社會支持的程度上存在性別差

異。 Weist (1994) 等人以 164名九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學生在社會支持結構性上有性

別差異。 Wenz-Gross (1997) 等人研究顯示來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將減緩女生對同儕壓力的沮喪感，但

若同儕壓力低時，則此情感支持將無所作用。蔡嘉慧(民 87 )研究國內園中生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

的關係，她發現女生所獲得的社會支持較男生多。另有部分研究指出性別在社會支持上並無顯著的差

異(朱士折，民77 會肇文，民 85 )。目前無論國內或國外，性別與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尚無一致的

看法，有關實徵研究均建議未來研究應繼續探究性別與社會支持之間的其他中介變項之關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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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文獻與理論假定性別對壓力有直接的強果，並根據過去實徵研究的建議假定性別會透過制

握信念對社會支持產生間接的效果，以考驗前述兩個效果是否存在。

在年級上， Wer眩-Gross (1997) 等人研究發現7和8年級的學生受到較少來自家庭的情感支持，

而8年級的學生受到較少來自同儕的陪伴支持、但受到較多來自同儕的問題解決支持。王文琪(民84)

以國內國中生為研究對象，他發現一、二年級較三年級有更多的學校以及家庭的社會支持，但三年級

比一年級有較多的同儕支持。蔡嘉慧(民 87)的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在年級上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國一學生在訊息性以及工具性社會支持支持顯著高於國三學生。雖然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年級與

社會支持的關係並不一致，本研究在探討年級與國中生知覺到的社會支持之關係時，仍假定年級對知

覺到的社會支持有直接效果，以考驗此一妓果是否存在。

(三)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之關係

過去有許多有關成人社會支持的研究結果均指出社會支持可以提高人們面對壓力時，在心理及生

理上的調適能力，因而出現較少身心健康的難題 (Cobb， 1976; Reeh & Hieb凹， 1998; Swindle, 1983; 

Yang & Clum, 1994) 。國內研究(單小琳，民79 ;葉兆棋，民 89) 則有以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

尋求社會支持是教師最常採用的壓力因應方式。另外，有些研究發現社會支持有助於幫助青少年增加

學業及生活壓力的適應 (Patterson & McCubbin, 1987; Raber, 1992; Wei哎， et al. , 1994) 0 Ainslie (1996) 

等人的研究結果指出知覺到高度社會支持的學生，遭受較小程度的壓力。 Wenz-Gross (1997) 等人的

研究結果指出兒童以及青少年都會利用社會支持來幫助他們處理壓力以及適應環境。大多數有關社會

支持的實證研究都能支持社會支持足以緩衝生活壓力的假設;易言之，有了社會支持，個體較能有彈

性的處理生活壓力，因而出現較少的身心問題，以及減少產生不良適應的狀況。前述文獻多數認為社

會支持真備有緩衝壓力的機制，所以本研究將社會支持視為壓力的緩衝費項，以探討園中生所知覺到

的社會支持與壓力知覺的關係。

四、生活壓力、制握信念與社會支持之關係

許多實徵研究已證實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的主要效果 (main effect) ，認為社會支持有利於個體減

低面臨壓力時的負面影響，但研究亦顯示有妓利用或動員社會支持資源來反抗壓力的能力存在著個別

差異。一般假定傾向內在制握信念者會使用較多的資訊來控制決定與行動，因而能夠善加發揮社會支

持的功用，而這樣的假設已被許多實證研究所支持。 Vanderzee. Buunk與 Sanderman (1997) 驗證了

先前研究的結論，認為個體的制握信念愈是內控導向，他們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愈多。 Lefcourt

( 1984) 等人研究發現內控者較能有效利用社會支持以因應壓力，他們並在研究中指出若能釐清制握

信念與社會支持的關係有助於澄清制握信念在決定個體應付壓力上所扮演的角色。 Cummin (1989) 

將社會支持視為工作壓力的緩衝因子，他的研究結果指出社會支持可以緩和內控者的工作壓力。

Reeh (1998) 等人調查480名青少年其制握信念與相關行為，結果發現其內控者比外控者更能利用社

會支持資源，而且更滿意其社會支持。總而言之，內控者比外控者ý，面對壓力情境時更能動員社會支

持以因應壓力帶來的不良影響，因而減緩個體緊張、沮喪等不愉快的感覺。

基於前述理論觀點與實徵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建構一個包含性別、年級、信IJ握信念、社會支持、

與生活壓力的壓力模式。由於制握信念屬於青少年發展穩定的人格特質，因而本研究假定國中生的制

握信念會直接影響他們所知覺的社會支持，也會直接影響他們壓力知覺的程度。再者，本研究欲探究

社會支持的主要效果與緩衝妓果，於是除假定國中生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壓力知覺

外，同時亦將社會支持視為國中生制握信念與壓力知覺的緩衝因子，故本研究假定國中生的制握信念

會透過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而對他們的壓力知覺造成間接影響。綜合言之，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包含

七項一)本研究根據理論與實徵研究結果所建構的壓力模式與國中生的觀察資料是否可以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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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對國中生的制握信念、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與壓力知覺是否有直接殼果? (三)性別是否

會透過國中生制握信念傾向與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而對壓力知覺有間接的效果? (四)年級對園中生所

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和壓力知覺是否有直接效果? (五)園中生的告IJ握信念傾向對他們知覺到的社會支

持與壓力知覺是否有直接效果? (六)園中生的制握信念傾向是否會透過他們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而對

壓力知覺有間接妓果? (七)國中生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對他們的壓力知覺是否有直接的效果?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商市各公立國民中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方法探隨機分層叢集取樣方法，以「行政

區域」作為分層的依據，從六個行政區中每區各抽一枝，每校每年級各抽一班學生為樣本，共計十八

個班級，樣本人數為610人。經剔除填答方式錯誤及填答不完整之受試者後，獲得實際有效據本人數

共557人，其中男生275人，女生282人;國一 179人，國二 185人，國三 193人。

二、壓力攬式之架構

本研究以理論為基礎所建構的壓力模式包含有兩個潛在自變項，分別為性別、年級;三個潛在依

費項，依序為制握信念、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本研究所提出的壓力模式見圖 1 ·並將此壓力模式

簡稱為CSS模式。根據文獻理論，本研究假定性別對國中生的制握信念、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與壓

力知覺皆有直接的效果。再者，根據過去研究的建議，本研究假定性別以制握信念為中介費項對社會

支持有間接妓果;由於過去相關研究無法確定性別與生活壓力的關係，因此本研究認為性別與生活壓

力之間可能存有其他中介變項，於是假定性別分別藉由園中生的制握信念以及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對

他們的壓力知覺造成間接的效果。

其次，年級僅直接影響國中生所知覺的社會支持以及壓力知覺兩大潛在依變項，而未對他們的制

握信念這項人格特質有效果，這是因為依據Kulas (1996) 的研究結果，認為國中生已經發展相當穩

定的制握信念人格特質傾向，除非是重大的衝擊事件或是有結構的專案訓練，否則在短時間之內是不

會輕易變動的，所以本研究假定年級對制握信念沒有任何直接的效果。此外，本研究亦假定年級經由

國中生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之中介而對壓力知覺有間接的效果。

另一方面，理論文獻以及實徵研究均指出傾向內控人格特質的人較能藉由影響對壓力事件的評估

而減緩其壓力知覺，因此本研究假定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有直接的效果。再者，文獻指出內控者較外

控者更滿意他們的社會支持，因此本研究假定制喔信念對國中生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會有直接的效

果。最後，根據壓力緩衝理論，社會支持不僅能夠對生活壓力有直接妓果，社會支持對壓力亦有緩衝

效果，所以本研究假定圓中生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對他們的壓力知覺會有直接效果，同時社會支持在

模式中也扮演緩衝壓力的中介因子，因此本研究假定團中生的制握信念將透過其社會支持的緩衝攝制

對他們的壓力知覺有間接的效果。

研究方法上，由於本研究將同時探討人口變項(性別、年級卜制握信念、社會支持、與生活壓

力共四組變項之間的複雜關係，過去傳統的統計方法僅能一次說明兩組變項間的關係，無法同時解釋

CSS模式中四組變項間複雜的關係。為克服傳統統計方法的限制，本研究因而採用結構方程模式

(SEM) 統計方法，以解決CSS模式中必讀一次說明四組變項間因果關係之難題。

根據圖 1 • CSS模式三個潛在依變項共有 11個觀察指標。生活壓力的觀察指標為家庭壓力、同儕

壓力、學校壓力、以及個人壓力，本研究以「學生生活壓力量表」來測量。制握信念的觀察指標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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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命運、努力、與能力，本研究以「制握信念量表J 來測量。社會支持則有家庭支持、同儕支持、

和專家支持三個觀察指標，本研究以「手士會支持量表J 來測量。 css模式潛在變項的結構模式與X 、

Y費項的擱置模式如下所示:

(一)結構檀式 (Structu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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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模式 (Measurement Model) 

X = A ç 
(2X 1) (2X2) (2X 1) 

的=(~) (~) 

y 

(l1 X 1) 

Y, 
咒

咒

丸
R 
丸
R 
Y 

R 
ot 

ylvh 

1 

λY 

A 

(UX3) 

。。
o 0 

o 0 

o 0 

。
λY.2 0 

λY72O 

o 
o 

:1(+): 
η+δ 

(3 X 1) (l1 X 1) 

ε 

E 

ε 

ε 

[ :: ] + 

ε 

ε 

ε 

λ31 
λY 

4' 
AUAUAUAUnununu 

O 

O 

E 

λY3 E 

λY 
103 

ε 
10 

λY E 

根據結構模式與測量模式， css模式所要估計的參數共有32個，所以自由度是: df= 1/2 (13X 

14) -32=59 。

三、研究變頂的測量

(一)生活壓力

本研究所指的生活壓力係受試者在「學生生活壓力量表」的得分而言。本研究所採用之「學生生

活壓力量表」是修訂自鄒浮安(民 86) 所編製的量表。修訂後的量表總題數為五十題，各分量表題

數分別為家庭壓力 16題、同儕壓力 11 題、學校壓力 13題、以及個人壓力十題。

本量表計分方式為受試者填答「沒有發生過」者為0分，若有發生過，則其感受壓力程度依序為

「沒有壓力J 者給 1 分、「有些壓力」者給2分、「中等壓力」者給3分、「中上壓力J 者給4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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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很大壓力」者給5分。

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以557名國中生為受試者，採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

分析，結果獲得與原量表結構相同的四個因素，分別是因素一的家庭壓力、因素二的同儕壓力、因素

三的學校壓力、與因素四的個人壓力。四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量表50個題目總變異量的46 %。在信度

分析方面，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以及個人壓力四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 係

數依序為別、 .88 、 .86 、與.肥，總量表的 α係數為 .95 。

(二)制握信愈

制握信念係指事件發生時個人對自我控制程度的認知，一般分為內控和外控。內控者認為行為所

得之增強係來自個人的能力與努力，而外控者則認為增強是由命運和運氣所造成。本研究所指的制握

信念係受試者在「制握信念量表」上的得分而言，以內控答案計分。本研究所用之「制握信念量表」

係修訂自陳宗逸(民84) 所編製之量表。修訂後的量表共有 19題，包括運氣有六題、命運有四題、

努力有六題、與能力有三題。全量表以內控答案計分，答「是J 者給 1分，答「否」者給0分。

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以557名國中生為受試者，採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

分析，結果獲得與原量表結構相同的四個因素，分別是撞得因素一的運氣、因素二的命運、因素三的

努力、與因素四的能力。四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量表 19個題目總變異量的38 %。在信度分析方面，運

氣、命連、努力、和能力四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係數分別為 .67 、 .57\57 、和.31 '總

量表的 α係數為 .64 。

(三)社會支持

本研究所指的社會支持係指受試者在「社會支持量表」的得分而言。本研究所採用之「社會支持

量表J 是修訂自鄭照順(民86) 所編製之量表。修訂後的量表共有24題，包含家庭支持 12題、同儕

支持五題、以及專家支持七題。

本量表採李克特(Likert) 形式作答，計分方式則採受試者填答「從未受支持」者給0分、答

「很少受支持J 者給 1 分、答「有時受支持」者給2分、答「經常受支持J 者給3分、答「總是受支持」

者給4分。

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以557名國中生為受試者，採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

分析，結果獲得與原量表結構相同的三個因素，分別是獲得因素一的家庭支持、因素二的同儕支持、

與因素三的專家支持。三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量表24個題目總變異量的58 %。在信度分析方面，家庭

支持、同儕支持和專家支持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係數依序為 .93 、 .87 、和.的，總量表的 α係數

為.92 。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Joreskog與 Sorbom所發展的LISREL 8.30以及 PRELIS 2.30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

分析。在資料分析程序上，本研究首先以P悶LIS 2.30進行多變項常態分配假設的考驗，考驗結果發

現本研究所蒐集的觀察資料並未符合多變項常態分配的假設 ， x 2 (2) = 323.09 ' p < .的。此外，
本研究的潛在自變項其中一個為「年級J '是次序變項(分為一年級、二年級、及三年級) ，並非連續

變項，所以年級與其他變項的相關係數並非積差相關。基於此，本研究先以PRELIS 2.30估計次序變

項與連續變項的相關，並求得漸進共變數矩陣 (asymptotic covariance ma甘ix) 作為加權矩陣，之後再

以LISREL 8.30的一般加檔最小平方法 (generalIy weighted least-squares, WLS) 進行參數估計與理論

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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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 css揖式的適配度考鷗

表 1 為css模式的個觀察指標的相關係數矩陣。以下分別從基本模式適配度、整體模式適配度與

內在模式適配度三方面來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

表 1 CSS檀式的個觀察指揮的相關係數矩陣 (N = 557) 

家庭同儕 專家家庭同儕學校 個人

變 項運氣 命運努力 能力 支持 支持 支持壓力 壓力 壓力壓力 性別 年級

運 氣1.00

命 運 .24 1.∞ 

努 力 .27 .08 1.00 
能 力 .16 -.01 .13 1.∞ 

家庭支持 .17 -.02 .24 .15 1.00 
間儕支持 .12 -.04 .22 .03 .41 1.∞ 

專家支持 .05 -.09 .10 .10 .47 .25 1 ∞ 

家庭壓力 -.16 -.05 -.24 -.04 -.43 -.12 -.14 1.00 

間儕壓力 -.10 -.11 -.29 -.05 -.21 -.18 -.的 .63 1.∞ 

學校壓力 -.13 -.09 -.24 .∞ -.11 .02 -.04 .60 54 1.00 

個人壓力 -.15 -.13 -.31 .03 -.27 -.師 -.11 .64 .60 .68 1.∞ 

性 別 -∞ -.01 -.01 -.16 -.03 .12 -.21 ∞ .04 .06 .11 1.∞ 

年 級 -.15 -.13 .03 -.03 -.08 .12 -.04 .11 .09 .21 .15 且 .07 1.∞ 

(一) CSS模式的基本適配度

Hair Jr. , Anderson, Tatham與 Black (1998) 認為重要的模式基本適配度指標有:1.不能有負的誤

差變異; 2 誤差變異應達顯著水準; 3. 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 ; 4. 因素的負荷量

不能低於 5或高於'的 5. 不能有很大的標準誤。從表2可得知css模式的估計結果沒有負的誤差變

異，符合理論模式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之評鑑標準。其次，除家庭支持的誤差變異(引)未達顯著

外，其餘誤差變異皆達顯著水準。從表2亦可得知家庭支持的因素負荷量 (λY，)高達.肘，高因素

負荷量雖然能夠提高單一指標信度，但是過大的因素負荷量卻會因此而導致測量誤差變異不能達顯

著，這可解釋家庭支持的誤差變異未達顯著的原因。再者，經過疊代21 次之後，參數相關最大值為

了8 '所以符合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 之標準。此外，除了有三個因素負荷量低於

.5 (λYII=.峙， λyu=.19 ， λY41=.29) 之外，其餘因素負荷量皆符合高於 5而小於 .95的標單。最

後，從表2亦可得知，標準誤的值介於 .02至 .18 '沒有過大的標準誤。因此css模式符合基本模式適

配度的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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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SS模式估計參數的顯著性考顧及攝準化係數值

WSL 標準化 WSL 標準化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係數 參數 估計值 標準誤 di直 係數

λY 
11 

1.∞ .48 r ll 
-.07 .但 -2.99* -.15 

λY 
21 

.39 .1 0 4.11* .19 r
21 

.04 .04 1.13 .04 

λY 
3J 

1.43 .15 9.80* .68 r" .∞ .03 -.02 .00 

λY 41 .60 .10 5.84* .29 r
22 

-.08 .07 -1.13 -.08 

λY 1.∞ 
32 

.95 r" .16 .07 2.18* .18 

λY .62 ., .04 14.76* 59 ε .77 .06 13.40* .77 

λY .60 .04 14.76* .57 
72 

ε .97 .05 21.23* 97 

λY 1.00 
" 

.92 ε .53 .08 6.94* .53 

λY 
93 

.88 .03 34.09* .80 E .92 .05 18.57* .92 

λY .93 .03 34.09* .85 
1田

ε .10 .07 1.52 .10 

λY 
llJ 

.91 .02 42.23* .84 ε .66 .06 11.54* .66 

β'1 1.12 .15 7.53* .56 ε .68 .師 12.33* .68 

β" -.86 .18 -4.87* -.45 ε .16 .05 3.16* .16 

β" -.14 .07 -1.98* -.14 ε .35 .05 6.70* .35 

'1 .22 .04 5.74* .98 ε 10 .28 .05 5.33* .28 

" .61 .07 8.90* .68 εu .30 .05 6 .17* .30 

, 3 
.56 .05 1l.81* .67 ψl l.∞ .04 23.58* 1.00 

ψ2 1.∞ .04 23 .58* 1.00 

註:未列標單誤者為參考指標

* p< .05 

(二) CSS攘式的整體適配度

整體模式適配度係在評鑑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的適配程度，亦為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本研究

所建構的CSS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x 刊l直連顯著水準 ， X 2 (59) = 337.27 ' p < .05 。這似乎顯
示CSS模式與觀察指標無法適配。然而，過去評鑑模式的整體適配標準常以 X 2f[直是否達顯著為指

標，但 X 2f[直常受樣本人數大小的影響。也就是說，一旦樣本人數很大 ， x 2filI容易達顯著，模式就

很可能被拒唔(程炳林、陳正昌，民 87)。本研究的樣本數有 557人，連超過估計參數十倍的標準

(32 X 10 = 320) 甚多。因此，本研究除 x 2考驗外，也根據Hair Jr. (1998) 等人的建議，從絕對適

配度 (measures of absolute fit) 、精簡適配度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以及增值適配度

( incrementaI fit measures )三方面來評鑑CSS模式的整體適配度。

在絕對適配度考驗方面，目的在評量理論模式可以預測觀察的共變數矩陣或相關矩陣的程度。本

研究所得GFI指數為 .97 '調整後的AGFI為.鈣，符合指數要大於 9標準。再者， ECVI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指數為 .72 '比獨立模式(Independence Model) 的值7小，符合理論模式的

ECVI要小於獨立模式的ECVI之標準。

其次，在精簡適配度考驗方面，目的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本研究所得AIC指數為

40 1.27 '比獨立模式的值3889.76小'符合理論模式的AIC要小於獨立模式的 AIC之標準。其次，

PNFI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指數為 .69與 PGFI指數為的，顯示模式的精簡適配度屬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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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增值適配度考驗方面，其目的在檢視理論模式與基塑模式 (baseline model) 互相比較的

結果。本研究所得之CFI (Comp訂ative Fit Index) 指數爵的，其次，回(Incremental Fit Index) 指

數與NFI指數分別為 .93和 .91 '都大於 .90的評鑑標單。

綜合整體適配度評鑑的結果， CSS模式的;1:: 2值雖然連顯著水準，但是從絕對適配度、精簡適配

度及增值適配度三方面的評鑑結果大致上都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CSS模式具有理想的外在品質，應能

用來解釋國中生的觀察資料。

(三) css權式的內在適配度

模式內在適配度係在評鑑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性、各指標與潛在變項的信度等，亦為評量模式

的內在品質。本研究採Hair Jr. (1998) 等人的建議，從結構模式適配度以及測量模式適配度兩方面來

評鑑CSS模式的內在適配度。

表3 CSS擅式潛在費項間的交E相關係數

潛在變項 制握信念 社會支持

制握信念 1.∞ 

社會支持 .56 1.∞ 

生活壓力 -.53 -.41 

性 別 -.15 -.04 

年 級 -.08 

生活壓力

∞
的
呵

,
EA 

在結構模式的適配度方面，從表2得知， CSS模式所估計的結構參數( r 及β值)中，只有性別

對社會支持( r 2' = .04) 與生活壓力的影響( r 31 = .00) 、及年級對社會支持的影響(九戶 -.08 )未

連.的的顯著水準，其餘的結構參數都連 .05的顯著水準。其次，表3顯示CSS模式五個潛在變項的交

互相關係數絕對值介於 .04----- .56之間，符合潛在變項間的相關應低於.90的評鑑標準。

在測量模式的適配度方面，表2顯示所有估計的因素負荷量 (λ 值)都達 0.5顯著水準，符合因

素負荷量應連顯著的評鑑標準。

表4 CSS擅式的個別指揮的信度和潛在變頂的組成信廈、平均變異抽取量

變 項 個別指標的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制握信念 (η ，) .46 .20 

運氣 (Y ， ) .23 
命運 (y，) .03 

努力 (y，) .47 
能力 (y) .08 

社會支持 (η ，) .76 .52 

家庭支持 (Y，) .90 
同{齊支持 (Y) .34 
專家支持 (y，) 32 

生活壓力 (η ，) .91 .73 

家庭壓力 (y，) .84 

同儕壓力 (y，) .65 

學校壓力 (y，) .72 

個人壓力 (y，)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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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表4顯示生活壓力四個觀察指標的個別指標的信度分別為.蚓、 .65 、 .72 、 .70 ;家庭支持

的個別指標的信度為.冊，符合模式中觀察指標的信度應大於 5的評鑑標準，但是其餘觀察指標的信

度則低於 5的標準。由此結果顯示制握信念的四個觀察指標，以及同儕支持和專家支持這兩個觀察

指標存有比較大的測量誤差。另外，生活壓力、制握信念、和社會支持三個潛在費項的組成信度分別

為 46\76 、與 .91 .結果顯示除了制握信念的組成信度低於 5之外，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的組成信

度皆符合高於.50的標準。最後，在變異抽取量上，除了制握信念的變異抽取量較低之外，社會支持

與生活壓力的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52以及 .73 ·符合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應高t} .50之評鑑標

準。

三、 css擾式潛在變項問娘果及對觀軍指揮的強果

(一) css縷式之結構模式

1. CSS模式潛在變項間的直接妓果

(1)潛在自費項對潛在依賽項的直接效果

根據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css模式假定性別對生活壓力、制握信念、與社會支持有直接效果，

而年級對生活壓力以及社會支持有直接殼果。從表2的資料可看出性別只對制握信念的直接妓果有達

顯著水準 ( T 11 = - .15 • 1 = - 2.99) ·即男生較女生傾向內控人格特質。而年級對社會支持的直接妓

果雖未達顯著 ( T 22 =一.08'1=- 1. 13)' 但年級但對生活壓力的直接殼果達到顯著水準 (T ，，=

.18 • 1= 2.18) ·由其直接放果係數值可知，國中生隨著年級增加而所知覺的壓力程度也隨之越大。
(2) 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費項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所建構的css模式中，假定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以及社會支持有直接效果。依據表2的

資料顯示，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 (β31 = -.45) 以及社會支持 (β21 =. 56) 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水

準。由直接妓果係數值可知，愈傾向內控的園中生其所知覺的生活壓力程度較傾向外控的學生為低。

此外，愈傾向內控的學生所知覺的社會支持程度也比較高。再者，本研究假定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也

有直接妓果。從表2得知，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 (βJ 的直接投果值為一 .14' t值為一1.98 ·達顯

著水準。亦即察覺支持程度高者，他們所知覺的生活壓力程度會較低 o

(3) 潛在依變項的殘差變異量

依據表2 .生活壓力的的殘差變異量( ~ ，)為肘，亦即生活壓力被性別、年級、制握信念、以

及社會支持解釋的總變異量為33 %。從直接效果的係數值可知，其中以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的直接

效果最大。再者，制握信念的殘差變異量( ~ 1)為 .98 ·這是由於制握信念只受性別的直接影響，

因此制握信念被性別解釋的總變異量為2% 。最後，社會支持的殘差變異量( ~ ，)為 .68 ·亦即社會

支持可被性別、年級、和制握信念所解釋的總變異量為32 % ·而其中以制握信念對社會支持的直接

效果最大。

2. CSS模式潛在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1)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間接妓果

本研究假定性別不但對生活壓力有直接效果，也透過制握信念和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間接妓

果。由表5可以看出，從性別到制握信念及社會支持而影響生活壓力的間接妓果值為 .07 (t = 2.78) • 

達到'1.05顯著水準，即性別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間接影響放果。其次，性別透過制握信念而影響社會

支持的間接效果亦達顯著水準，其效果值為一 0.08 • t= - 2.的。

再者，本研究假定不同年級的國中生會知覺到不同程度的社會支持，進而影響到不同程度生活壓

力的感受。由表2可知，從年級到社會支持而影響生活壓力的間接效果值為一.04 (t = 1.1 3)' 未達顯
著，即年級對生活壓力只有直接妓果並無問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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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間接妓果

本研究假定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的間接效果是透過社會支持為中介變項，亦即傾向內控的國中生

會知覺到較多的社會支持，因而感受到較低程度的生活壓力。由表5可以看出，從制握信念到社會支

持而影響生活壓力的間接效果值為一 o.恤 -d直為一 2.14 -達顯著。因此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有間接

妓果，亦即傾向內控者會因較大程度的社會支持，而知覺到較少的生活壓力。

潛在變項

社會支持

生活壓力

*P < .05

潛在變項

制握信念

社會支持

生活壓力

*P < .05

表 5 CSS檀式潛在費項間的間接效果、顯著性考輯與標準化效果值

制喔信念 性別

效果值 -0.08 

dI直 - 2.83* 

標準誤 0.03 

標準化效果值 一 0.08

效果值 一 0.15 0.07 

t值 - 2.14* 2.78* 

標準誤 0.07 0.02 

標準化效果值 一 0.08 0.07 

表6 CSS懂式潛在費項闊的全體效果、顯著性考顧與樺準化效果值

制握信念 社會支持 性別

效果值 -0.07 

t值 一 2.99*

標準誤 0.02 

標準化效果值 一 0.15

效果值 1.12 一 0.04

t值 7.53* 一1.08

標準誤 0.15 0.04 

標準化效果值 0.56 一 0.04

效果值 一1.02 一 0.1 4 0.07 

t值 一 7.23* 一1.98* 1.89 

標準誤 0.14 0.07 0.04 

標準化效果值 一 0.53 一 0.14 0.07 

3.CSS模式潛在變項闊的全體效果

年級

0.01 

1.13 

0.01 

一 .04

年級

一 0.08

1.13 

0.07 

一 0.08

0.17 

2.31* 

0.07 

0.19 

依據表6 '性別對制握信念、社會支持以及生活壓力的全體效果依序為一 0.15 (t = -2.99卜一
0.04 (t = - 1.08) 、和 0.07 (t = 1.89) 。其中性別對制握信念的全體妓果達顯著水準。再者，年級對社
會支持與生活壓力的全體效果依序為一 0.08 (r = 1.1 3) 和 0.19 (t = 2.31)。由於年級對社會支持並無
間接效果，所以年級對社會支持的全體效果值等於其直接效果值。年級不但對生活壓力有直接效果，

同時也透過社會支持而影響生活壓力。因此，年級對生活壓力的全體效果值等於直接效果值加上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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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果值，而吐一全體妓果直達顯著水準。

制撞信念對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的全體敷果值分別為 0.56 (t = 一 7.53 )、和一 0.53 (t = 一

7.23) ，皆達顯著水準。如l握信念對社會支持只有直接妓果，所以它對社會支持的全體妓果值等於其

直接妓果值。另外，制握信念不但對生活壓力有直接妓果，它亦透過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間接妓

果，因此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的全體投果值等於其直接強果值加上間接效果值。

再者，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的全體妓果值為一 0.14 (t= -1.98)' 遠的顯著水準。由於社會支

持對生活壓力沒有間接殼果，所以它對生活壓力的全體投果等於其直接妓果。

(二) css模式之測量模式

1.潛在依變項對其觀察指標的直接妓果

本研究假定制握信念、影響運氣、命運、努力、和能力，並將制握信念對運氣的影響設定為參照指

標。從表2可知，制握信念對運氣、命運、努力、與能力的直接致果係數值依序為.48 、 .19 、 .68 、

以及.妞，皆達到 .05的顯著水準，而資料顯示制握信念對努力的影響最大。

其次，本研究假定社會支持會影響家庭支持、同儕支持、和專家支持，並將家庭支持設定為參照

指標。由表2可以看出社會支持對這家庭支持、同儕支持、和專家支持三個觀察指標的標準化直接效

果值分別 .95 、 59 、和 .57 '而且都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社會支持對家庭支持的直接妓果值為最

大，專家支持的效果值最小。

最後，本研究假定生活壓力影響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和個人壓力，並將家庭壓力設

定為參照指標。由表2得知，生活壓力對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和個人壓力的標準化直接

敷果值分別為 .92 、 .80 、 .85 、以及 .84 '而且都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家庭壓力的妓果值為最大，

學校壓力的效果值次之，而以同儕壓力的妓果值為最小。

2. 觀察指標的誤差變異量

根據圖2 '制握信念的四個觀察指標之誤差變異量依序為運氣 .17 、命連 .97 、努力.53 、以及能

力 .92 '亦即制握信念可以解釋道四個觀察指標的變異量依序為23 %、 3% 、 47 %、以及 8 % (參看

表 4) 。其中以努力為較佳的觀察指標。而社會支持的三個觀察指標家庭支持、同儕支持、和專家支

持的誤差變異量依序為 .10 、 .66 、和 .68 '表示社會支持可以解釋這三個觀察指標的變異量分別為90

%、 34 %、和32 % '其中以家庭支持為最佳的觀察指標。此外，生活壓力的四個觀察指標為家庭壓

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與個人壓力，其誤差變異量分別為 .16 、 .35 、 .28 、以及.30 '易言之，

生活壓力可以解釋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與個人壓力的變異量分別為 84 %、的%、 72

%、和70 % '顯示這四個觀察指標都是理想的觀察指標。

討論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基礎，提出以性別、年級為潛在自變項，而以制握信念、社會支持和生活壓

力為潛在依變項的css模式，目的為探討國中生之制握信念傾向、知覺到的社會支持程度、與其壓力

知覺間的關係。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結果進行討論。

一、 css模式之結構權式

(一)性別與制握信念、社會支持和生活壓力之關係

css模式假定性別對制握信念、社會支持和生活壓力有直接效果，但本研究的實徵研究結果顯示

性別只有對制握信念有直接效果，亦即相較於男生，女生顯著傾向於外控，支持部分先前的實證研

究。此外，本研究所得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對社會支持並無直接效果;而且性別對生活壓力的直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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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達到顯著，但是性別對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卻有顯著的間接妓果。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制握信念

扮演性別對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的中介角色。易言之，性別透過制握信念對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有顯

著的間接影響，較傾向於內控人格特質的男生會知覺到較高的社會支持程度、以及較低程度的生活壓

力。

(二)年級與社會支持和生活壓力之關係

在年級對社會支持的直接妓果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年級對於國中生所知覺的社會支持程度沒有顯

著的直接投果，似乎國中生對於社會支持的察覺在年齡方面並無太大的差異，有可能是因為園中生都

還處於青年期發展初期，其心理認知發展還不夠成熟，因而不同年級的國中生對外界給予的社會支持

感受不會有強烈的差異。而年級則對園中生的壓力知覺有達到顯著的影響強果，亦即愈高年級的學生

會知覺愈大程度的生活壓力，研究結果與理論文獻相符合(陳柏齡，民的 Wenz-Gross et al., 

1997) 。

(三)制擅信念與社會支持、生活壓力之開係

本研究假定國中生的制握信念傾向會影響其社會支持程度的覺知，研究結果顯示愈傾向內控人格

特質的受試者，愈能夠察覺其他重要人員提供的社會支持，研究結果支持先前的實證研究結果

(Lefour et al. , 1984; Reeh et al., 1998) 。再者，制握信念對生活壓力的直接影響依據實證研究顯示，愈

傾向內在制握信念者，其生活壓力知覺的程度會愈低，此研究結果符合先前研究的結論 (Ainslie et 

al., 1996; Weist et al., 1994) 。制握信念是個人對事件控制的信念，所以對外在環境越有信心能夠掌控

的受試者，他對周遭環境的敏銳度也比較高。因此，傾向內控的受試者比較能夠察覺外界重要人士所

提供的社會支持，而且比較有信心去主宰外在事件的進行與控制周遭環境的變化。

(四)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之關係

本研究假定國中生對社會支持的察覺程度會直接影響他們所知覺的生活壓力程度。研究結果支持

此項假設，亦即有高度社會支持察覺的國中生顯著的知覺較低程度的生活壓力。研究結果證實先前文

獻指出社會支持具有直接減緩生活壓力的顯著效果。易言之，由模式的研究結果證實社會支持是個體

面對生活中有壓力性事件時有效的保護因子。

(五)制握信念、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三者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制握信念對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而且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亦有顯

著的直接效果。除此之外，由本研究的觀察資料顯示制握信念透過社會支持對生活壓力有顯著的間接

效果。也就是說，持有內在制握信念的學生比外在制握信念的學生較能察覺社會支持，因而從支持中

獲得壓力的緩衝效果。

綜而言之，傾向內控的男生知覺到較低程度的生活壓力、以及較多的社會支持。此外，男生不僅

因為藉由內在制握信念的影響而降低壓力知覺的程度，也因為持有內控人格而知覺到較大程度的社會

支持，並且透過社會支持發揮保護因子的效果而減緩他們所知覺的壓力程度。再者，無論男女生，具

有內控傾向者，其知覺的壓力程度會較外控者低;而且相較於外控者，傾向內控人格特質者比較能夠

察覺外界給予的社會支持，同時也因為知覺到較多的社會支持而有較低程度的壓力知覺。另外，本研

究亦證實社會支持不僅有緩衝壓力的中介效果，亦真有直接減緩壓力的效果，任何人只要察覺自己有

高程度的社會支持，他便能夠得到社會支持的保護效果而緩和對生活壓力的知覺程度。最後，研究結

果顯示愈高年級的國中生比低年級的國中生知覺到更多的生活壓力。

二、 css模式之測量慎式

首先，在制握信念方面，有運氣、命運、努力、與能力等四個觀察指標。其中以努力分量表的負

荷值為較佳，其他三個觀察指標的負荷量都未達 5 。由此可知本模式在制握信念這個潛在變項上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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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較佳的內在品質，本研究對於制握信念與其他變項間的關係推論應謹慎與保留，建議未來研究選擇

高信效度的制握信念測驗工真進行模式驗證研究，以證實制握信念與其他費項間的關係。另外，未來

研究或許可以進一步操討其他變項當作制握信念的觀察指標之可行性。

其次，在社會支持方面則有三個觀察指標，分別為家庭支持、同儕支持、與專家支持。從負荷值

可知，社會支持對家庭支持的妓果最大，亦即社會支持最能解釋家庭支持這個觀察指標。最後，在生

活壓力方面，本研究使用家庭壓力、同儕壓力、學校壓力、以及個人壓力四個分量表為生活壓力的四

個觀察指標。由負荷值得知，生活壓力的四個觀察指標都十分理想，具有很好的內在品質。目前園中

生必讀面臨來自課業期望與升學競爭的壓力是眾所皆知的，但本研究發現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園中

生的生活壓力除了來自學業之外，由於社會多元化，社會風氣越來越開放，隨著資訊媒體的發達，傳

過給國中生不同傳統的觀念，使得現在的青少年越來越注重自己的身材與面貌，相對的也帶給國中學

生這方面的個人壓力。再者，隨著青春期年齡層下降，造成青少年心理的早熟，圈中生因此提早思索

生命的意義，而引起個人探討未來生涯的壓力，由此可見生命教育對現今圈中生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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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structuraI model of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us of con世01 and social 

support on life stress for junior high students.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LISREL computer 

progra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odel proposed by the author. The p前世cipants were 557 seventh to ninth 

graders from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nan. The instruments employed in 也is study included: Locus of 

Control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tudent's Life Stress Scale. The results of 也is study indicated: “) 
according to other indices of overall model 缸， the observed data could be interpreted by the maintained 

model although the former did not seem to fit the latter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t of ;c 2 val間， (b) sex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locus of control, but had no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s o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tress, (c) sex had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tress, (d) grade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life stre郎， (e) locus of control had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s on both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tress, (f) locus of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on life stress, and (g) social support had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s on life stress. Moreover,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sented study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school personnel and fur也er research were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life stress, social support, locus of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