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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關仿、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之關聯及

調節因子之檢驗

程景琳*廖小雯叫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國中生關條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之關聯，並針對人際

信念、情緒調節及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檢視其調節作用。研究參與者為860位國中生

(男、女生各為431 及429位) ，以自陳式量表測量其關條受害經驗、心理孤寂~受、

人際信念、情緒調節及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研究結果發現，人際信念、情緒調節及人

際衝突因應策略三者分別在關條受害與心理孤寂成之關聯中，扮演了調節角色。積極

性的人際信念會減緩關條受害青少年之心理孤寂慮，而:南極性的人際信念可能加深受

害者之孤寂成:較常使用情綺表達及情緒自省策略的關條受害青少年，其心理孤寂成

相對較不嚴重，但常使用情緒轉移策略的話，則可能更覺孤寂:而傾何使用內化性因

應策略處理人際衝突的關條受害青少年，會有較多的心理孤寂風，但若適度使用外化

性方式因應人際衝突的話，可能緩衝受害青少年之孤寂慮。並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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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輔導上，協助關條受害學生的建議。

關鍵詞:人際信念，人際街突因應策略，心理孤寂感，情緒調節策略，關

係受害

中文短題:關係受害與孤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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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關係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之關聯及調節因子之撿驗

士是- -主主ι-斗

室、目。百

相對於顯而易見的肢體攻擊行為 (physical aggression) ，關係攻擊(relational

aggression) 是一種較為隱匿的攻擊方式，主要是藉由破壞或威脅他人的人際關係、被

接納感、友誼或團體情感以達到傷害的目的(Crick， 1996 ; Crick & Grotpeter, 1995) ;

而「關係受害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J 即是指遭受到關係攻擊的受害形式，即受

害者因同儕關係、名聲或社交地位受到惡意的破壞，而受到心理或社會適應的傷害

(Crick & Grotpeter, 1996) ，關係受害者所遭受的不當對待通常包括:被別人散佈謠

言、被刻意地排除於社交活動或事件之外、受到朋友威脅要斷絕友誼、或是其他形式

的社交操弄等 (Crick& Big峙， 1998) 。目前國內外對於青少年階段的關係受害情況之

了解仍相當缺乏，實需有更多研究投入對其相關因素與特性的探討，才能進一步確認

可能的預防及介入管道(Desjardins & Lead愉悅 2011 )。

雖然遭遇關係攻擊大多不會造成個體立即可見的生理傷害，但是關係受害對於

青少年心理社會發展的殺傷力卻是不容忽視的。過去研究發現，關係受害經驗與個體

在情緒上的、行為上的及人際互動上的適應不良都有關聯 (Crick & Big悔， 1998; Crick,

C晶晶，& Nelson, 2∞2; Crick & Grotpe銜; 1996; Crick & Nelson, 2002; Desjardins & Le枷a峨

2011; PI祖stein， Boerge時，&九七m出耳， 2∞1; S的'rch， M品ia-Warner, Crisp, & Klein, 2∞5; You &

Bellmore, 2012) 。例如: Rigby (20∞)檢視青少年的同儕受害 (peer victimization) 經

驗與適應的關係，發現同儕受害得分能顯著地預測青少年的身體不適症狀、焦慮情

緒、失去參與社會活動的活力及憂鬱傾向;Prins記血等人在排除了肢體受害及青少年本

身的攻擊程度後，發現關係受害與社會心理適應不良(如:憂鬱症狀)仍有獨特的關

連(阿臨in et 祉，別I) ; Lead岫記得人也發現，相關企一般組(低攻動低受害)及

攻擊組，關係受害組之憂鬱傾向最高(Leadbeater， Boone, Sangstl缸; & Ma也ieson， 2∞6) 。

McLaughlin 、 Hatzenbuehler 與 Hilt (2∞9) 的縱貫研究則指出若個體長期經驗同儕受

害，即類似於長期處在高度壓力之下，而必須不斷地去處理因壓力所引發的負向情

緒，然而過度的負荷會使青少年失去情緒調節能力(例如:無法處理自己的生氣或難

過) ，並進一步導致憂鬱和焦慮等內化性問題。由此可知，無論是同時性或長期性的

研究結果，都顯示出同儕受害與內化性適應不良(如:焦慮及憂鬱症狀)的關連。

即使不是嚴重至成為焦慮或憂鬱的內化症狀，光是因同儕關係受挫而帶來的孤單

寂寞感( loneliness) ，恐怕就是大多數青少年深覺難以承受的痛苦( Heinrich & Gullone,

2006) 。同儕關係對於青少年的社會經驗而言，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因此，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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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在學校中遭受到同學施以故意冷落、散佈謠言等惡意傷害的關係攻擊，就可能會

因為受排擠而陷入形單影隻的困境，也可能會使其在學校或班級中的名聲因流言輩語

而受損，而讓受害者常常因此找不到願意一起從事班級活動或分組作業的同伴，這對

於重視同儕接納 (peer acceptance) 的青少年而言，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此痛苦感

甚至常引發其不想到學校的逃避反應。雖然感到孤單寂寞可能是許多青少年都有過的

生活經驗( Sippola & Buk側面， 1999) ;但是遭遇關係受害，會明顯地加劇受害青少年

的心理孤寂感 (Ca個'SOn&Hun峨 2010; Crick & Big峙， 1妙8; Crick & Grotpet前; 1996; You

& Bellmore, 2012) 。而長時間感受到心理孤寂，可能會造成個體在後續人際互動中表

現出更為退縮與消極的行為，不但更容易成為長久的落單者，也可能會產生偏誤的社

會認知與情緒(如:自尊低落、憂鬱和絕望) ，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Baker & Buga耳

2011: Heinrich & Gul1one. 2006 )

顯然同儕受害經驗對於青少年發展會有負向影響，但是，此負向經驗對青少年的

影響程度卻似乎有所差異;例如:在H∞，ver 、 Oliver 與 HazIer (1992) 的調查中發現，

雖然有超過75%的中學生曾有過在學校被霸凌的經驗，但是僅有少部分(不到的%)

的學生表示因此在學業、情緒或人際上受到嚴重影響。可見，似乎有某些因素會影響

同儕受害經驗對於青少年後續心理適應的嚴重程度。從校園安全的角度來看，影響加

害者發動攻擊行為的因素實則相當複雜，從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層面等都可能有

所關連，使得我們幾乎難以完全有效地在校園中消除攻擊者的加害行為;那麼，試著

找出受害者的危險因子 (risk factors) ，以求盡早預防其受害之可能性，或者找出受害

者的保護因子(protective 晶.ctors) ，以盡可能地增強其復原力(resilience) ，而盡量減

低同儕受害的負面影響，也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課題。同時，著眼於青少年階段之同儕

關係受害情況常常發生於學校臘各，故研究者也希望能確認出某些因素，是教育人員

能夠著力或有可能藉由教育介入的方式而加以調整的角度;是以，本研究特別聚焦於

認知想法與行為作法上有可能加以改變的向度，而非針對個人先天因素或家庭環境因

素之探討。

長期或經常性的受到同儕的欺負，就像是經歷長期的壓力事件，而依照壓力因應

(coping) 的研究模式來看，之所以有些受害學生會相對面臨較大的失能風險，通常

可能與受害者在解釋這些壓力事件的想法(Catterson & Hunt曰: 2010) 、管理或因應其

所經驗的感受 (Gom白， 2011 )或對於受害經驗的因應效能 (Singh&B聞自耳 2010) ，所

表現出的個別差異有關 (Kochenderfer-Ladd & Skinner. 2∞12) ;亦即，因受害經!驗所造

成的後果影響，可能跟受害者本身在認知、情緒、行為層面上的個別差異有所關連。

4



國中生關靜、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之關聯及調節因子之按驗

基於如下述相關實徵研究的發現，研究者認為「人際信念」、「情緒調節策略」與

「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是值得加以檢視其調節角色的三個向度。

一、人際信念與內化性行為問題

社會認知過程對於個體在行為與適應表現上的影響一向為心理學研究所重視。

Dweck 與 Leggett (1988) 的內隱理論 (implicit the。可)曾指出，個體對於智力是否可

以改變的看法，會影響其後續相關的目標設定與行為模式，例如:認為智力是無法改

變的個體，傾向於設定能夠獲得他人肯定的目標，而非改進自己能力的目標;而內隱

理論除了原先用於解釋個體學業表現的研究之外，後續研究者並將內隱理論延伸至

同儕互動與情緒表現的領域之中(Dweck & London, 2側; Rudolph, 2010; Rudolph, Trl∞P

Gordon, & Flynn, 21∞9) 。亦即，人際互動領域中的內隱理論認為，個體對人際交往或

友誼之整體認知的傾向一即認為人際關係是「無法改變的」或是「能夠改變的」信

念，會影響其社會發展與適應表現。

在實證研究中， Troop-Gordon 與 Ladd (2∞5) 發現個體對於自我與他人的認知表

徵，會對於同儕受會與內化問題間之關連有中介影響，亦即遭遇同儕受害的孩童會透

過負面的同儕信念，而引發後續的內化性行為問題。 Rudolph (201 0)則發現，個體所

抱持的人際信念是同儕受會與憂鬱症狀間的調節因子，意即相較於認為自己對於受書

處境是無能為力的孩童，若抱持著「自己可以改變遭遇同儕攻擊處境」信念的孩童，

較能抵抗因為受害而產生的憂鬱感受。其他研究亦指出，遭到關係攻擊的孩童傾向對

同儕抱持負向的看法，而當關係受害孩童又處在新的人際衝突情境時，他們傾向會表

現出更強的負向信念，顯示出孩童從負面經驗中所形成的認知表徵，會影響後續的同

儕互動 (Rudo崢h et aI., 2∞9) 。

綜合上述研究可推測，青少年對同儕互動所抱持的人際信念與遭受同儕攻擊後的

內化性行為問題可能是有所關連的。基於 Rudolph (2010) 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

積極的人際信念(即認為人際互動狀況是可以改變的)可能會緩衝關係受害經驗的不

良適應，而消極的人際信念(即認為人際互動狀況是無法加以改變的)則可能會加劇

關係受害經驗的不良適應。

二、情緒調節策略與內化性行為問題

情緒調節 (emotion regulation) 與個體的適應表現有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情

緒調節能力較佳的個體，因為較能對同儕的情緒反應進行同理、較有能力處理與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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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衝突，而有較好的人際關係( Fabes &Eiser忱嗨， 1992) ;而情緒調節能力或技

巧不佳的個體，則可能是內化性與外化性行為問題、或是社會適應不良的高危險群

(Eisenberg et aI., 1992) 。

而就情緒調節所涵蓋的相關特性、能力、與行為反應而言，實屬一涵義廣泛的

構念。如Thompson (1994) 認為，情緒調節指的是「個體自身監控、評價與修正包含

強度與時間之情緒反應的內、外在歷程，並以此達成個體的目標 (pp.27-28) J ;而

Eisenberg 與 Spinrad (2004) 則將情緒調節定義為「個體對情緒相關的生理、注意力過

程、動機狀態，以及情緒相伴行為之發生、形式、強度或持續度所表現出來對自身內

在感受狀態的激發、避免、抑制、維持或調整的歷程，藉此情緒自我調節歷程能達到

適應性或其他的個體目標 (p.338) J 。由此可知情緒調節之內涵所涉極廣，包含一開

始情緒激發之後的覺知、而至後續一連串為了達成目標的調整過程。本研究著眼於教

育輔導之可行性，對方?情緒調節之探討，則聚焦於個體對於情緒的覺察、表達等調節

策略層面。

針對情緒調節在同儕受害與內化性症狀間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McLaughlin等人

(2009)曾對凹的位11至14歲的青少年進行七個月的縱貫研究，結果發現情緒失調

(emotion dysregu1ation) 是連結關係受害與內化症狀(憂鬱及焦慮)的機制，但是情

緒調節因素並不會影響肢體受害與內化症狀間的關係。由此可見，在個體面對人際挫

折後，如何處理讓自身感到不愉快的情緒，對於個體後續的心理適應狀況有重要的影

響。特別是對青少年而言，若在學校遭到同儕以關係攻擊抵毀聲望或排擠的受害情

況，而帶來很大的壓力或負向情緒的長期激發，如果又缺乏適當處理自己情緒的方法

的話，很有可能會使受害者深陷於伴隨人際關係受損而來的孤單寂寞、甚至是焦慮憂

鬱之中;但若關係受害青少年能使用較佳的情緒調節策略，則可能減緩其不良適應。

是以本研究假設個體在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即對於情緒的覺察、表達、轉移及自

省) ，能緩衝其關係受害經驗所造成之負向影響。

三、人際衝突因應第略與內化性行為問題

國中生與每天朝夕相處的同學產生衝突在所難免，但若不幸受到同學惡意的攻擊

對待，在每天仍須同班相處的情況下，受害者幾乎不可能避開與加害者的接觸，這就

成為青少年沈重的壓力來源;在這樣的壓力之下，青少年是否有適當的因應資源以處

理這樣的人際衝突，可能就會影響其後績的心理社會適應狀況。

個體對於壓力的因應方式可以從「趨(approach) 與避(avoidance) J (Ro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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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關係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之關聯及調節因子之驗驗

Cohen, 1986) ，或者「問題焦點( problem-focused) 與情緒焦點 (emotion-focused) J

(Lazarus & Folkman, 1984) 的角度來加以瞭解。具趨向性的策略指個體會有直接性

的嘗試，想要去改變壓力情境或停止壓力源，例如; I問題解決」與「尋求社會支

t寺」通常被視為是趨向性策略。而逃避性策略則反映出個體嘗試去處理自己因壓力

而生的認知或情緒反應，而不是試圖處理壓力源 (Fields &Prinz, 1997) ; Causey與

Dubow (1992) 認為學生在處理因同儕問題所致的壓力時，有三種屬於逃避特性的因

應策略是經常被使用的，即(1)認知性研是 (cognitive distancing) :指藉由認知上重

組或忽略壓力事件，來因應負向情緒反應; (2) 內化性( internalizing) 因應:指將

焦點放在自己的情緒反應上，如責怪或生氣自己做錯事以致遭受欺負; ( 3)外化性

(ex伽al血g) 因應:指透過將負向情緒發洩到別人或物體上，來處理自己的壓力。

從趨向性與逃避性角度出發的壓力因應研究大多指出，個體採取主動面對壓力

事件的趨向性策略與其較良好的適應有正相關，而若個體使用較多的退縮逃避性策略

則會有較多的內的生與外化性行為問題(Cl帥， 2006; de Boo &Wicherts, 2仰; Griffith,
Dubow, & Ippolito, 20∞)。同樣地，以問題焦點與情緒焦點策略進行探討的壓力研究

也發現，採用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與個體的內、外化性行為問題有負相闕，而使用

情緒焦點因應方式則與適應不良有正相關 (Compas， Ma1carne, & Fondacaro, 1988) 。

可見，人際衝突因應策略可能扮演調節性的角色;若受害者採取趨向性的因應策略

(如:尋求社會支持或強調問題解決) ，可能會緩和個體因關係受害所帶來的負向影

響，但若依賴逃避性策略(即認知性疏遠、內化性因應、外化性因應)的話，則可能

加重其後續之適應不良。

四、心理孤寂廠

不佳的同儕關係會使學生面臨發展出心理問題之風險，心理孤寂感(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即是常見的問題之一 (Baker & B呵呵" 2011 )。心理孤寂感的特性是，個

體知覺自己的社交無能 (social incompetence) 及無法滿足基本交友需求，而對其社交

現況不滿意( Cassidy & Asher, 1992) 。而孤寂感不僅有害於學生之學校適應與學業表

現，也會影響其心理幸褔感 (Heinrich & Gul1one, 2006) 。過去研究顯示，同儕受害經

驗與孤寂感受的關聯，從幼兒時期( Iωhenderfer & Ladd, 1996) 至青少年時期(泌的

& Warner, 2004) 都可觀察到;雖然在兒童階段及青少年階段，孤寂感都反映出學生

遭遇同儕受害經驗之普遍性困難 (Catterson & Hunter, 2010) ，但由於同儕關係對青

少年之重要性，使得孤寂感更可能是在青少年階段，相對而言特別重要的危險因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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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noe &MeN∞l耳 2∞8) 。青少年的孤寂感也與多項心理問題有關，如:低自尊、

低生活滿意度、憂鬱、自殺等 (MeWhiter， 1990) ，由此反映出，過高的孤寂感受可能

帶來的嚴重後果。研究亦顯示個體的心理孤寂感與受害經驗有循環性的關聯 (Hawker

&Bo叫肌 2削; Kochenderfer & Lad吐 1996) ，亦即，因同儕受害所導致之孤寂感，可能

也會造成個體再度面臨受害之處境。是以，澄清與確認同儕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二

者問之調節因子，將有助於減少校園霸凌，以及所導致之嚴重心理問題。

五、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青少年若遭受同學刻意排擠、惡意毀謗等關係攻擊的經驗，通常會

對其內化性適應問題有所影響，例如在學校中覺得孤單寂寞、甚或導致焦慮與憂鬱症

狀等。然而，關係受害經驗造成適應困難的危險性似乎有所差異，有些青少年可能因

為關係受害而失去對人際互動的信心、損害對幸店丘關係的信任感，而在學校生活與人

際關係上產生嚴重的適應不良，但有些受害者似乎受到的影響沒那麼嚴重、或者較快

能從傷害經驗中復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於探討影響關係受害經驗與心理孤寂感

關聯之調節因素，並分別從認知、情緒、行為的角度，檢視國中生之人際信念、情緒

調節策略與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的角色，以期能提供在輔導關係受害者之實務參考。本

研究的研究假設為: (一)人際信念為關係受害與心理在扎寂感之關聯的調節因子:關

係受害青少年的積極人際信念能緩和其孤寂感，而消極人際信念可能加深其孤寂感;

(二)情緒調節策略為關係受害與心理M1寂感之關聯的調節因子:四種情緒調節策略

的使用可以緩和受害青少年的孤寂感; (三)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為關係受害與心理孤

寂感之關聯的調節因子:趨向性策略能舒緩受害青少年的孤寂感，而逃避性策略則可

能使孤寂感受更加嚴重。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860位就讀於新北市與彰化縣五所國中30個班級的國中生，共有男

生的l位與女生429位，平均年齡為14.1歲。參與學校皆非市區學校，屬當地之中型學

校，學校所在地區之家長社經地位約在中上至中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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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關係受害經驗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程景琳、廖小雯、林政彤與粘絢雯 (2009 )所編製之「國中生關係攻

擊受害經驗量表」來瞭解參與者在自己班上遭遇關係受害的情況。此量表共包含10

題，題目內容如: r當同學對我生氣時，他會故意裝作沒看到我或不理我J '採自陳

式的Likert五點量表，選項由「從不如此J ( 1分)至「總是如此J (5分) ，總分愈高

表示愈常有關係受害經驗。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在 .51至79之間，

累干責解釋變異量為45.73% ;而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1 。

(二)心理孤寂國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心理孤寂感量表J (程景琳， 2010) 測量國中生在學校中感到孤單

的程度，本量表乃參考Asher 與 Wheeler (1985) 之孤寂感量表修改編製而成，共有8

題題目，題目內容如: r在班上我找不到能跟我說話的人」。填答者針對「非常不像

我J ( I分)至「非常像我J (5分)進行選答，總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所感受到的心理

孤寂感程度愈大。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0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題項之因素

負荷量介在紛至89之間，總解釋變異量為70.87% 。

(三)人際信念之測量

本研究根據Dweck 與 London (2004) 及Rudolph (2010) 的主張，並參考李雅婷

(2∞5) 的題目，自編人際信念量表以「積極」與「消極」二個向度來測量青少年對

於同儕互動所抱持的想法。積極信念表示填答者相信不佳的人際互動是能夠靠個人努

力而改善的，題目如: r如果同學拒絕我一起玩，只要我表現好點，他們就會讓我加

入J ;消極信念則表示填答者認為不佳的人際互動是無法改變的，題目如: r如果我

和朋友意見不合，即使我努力溝通，都無法改善」。二個分量表各有4題，填答者針

對「非常不同意J ( I分)至「非常同意J (5分)進行選答。積極信念分量表的得分

愈高，代表填答者愈傾向認為負向同儕互動，情況是能夠改變的;而消極信念分量表的

得分愈高，則代表填答者愈傾向認為負向同儕互動，情況是無法改變的。「消極信念分

量表」之Cronbach α為 .81' r積極信念分量表」之Cronbach α為 .78 ;在效度部分，兩

個分量表的內部相關為 -.39 '符合理論預期，因素分析結果亦得到符合預期的二個因

素，總解釋變異量為62.4 1% '各題目在其分量表向度上的因素負荷量介在.69至.83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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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調節策略之測量

本研究自編「青少年情緒調節量表」以測量國中生面對自身情緒反應時所採用

的調節方式。本量表共包含四個向度: I'情緒覺察J (如: I我能發覺自己的情緒變

化J )、「情緒表達J (如: I我有煩惱時會告訴爸媽或好友J )、「情緒轉移」

(如: I生氣時，我會試著讓自己暫時忘掉生氣的事J )及「情緒自省J (如: I我

會回想自己處理情緒的方法好不好J ) ，每個分量表各有4題。填答者根據其生活

經驗自陳符合題目描述的程度，選項由「非常不符合J (1分)至「非常符合J (4

分) ，分量表總分愈高代表個體於該向度上的表現傾向也愈高。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係數為.鈣， I↑青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轉移」、「情緒自省」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為.71 、 .73 、 .68 、 .73 ;因素分析結果得到與原量表相符的四個構

念，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55至.82之間，總解釋變異量為55.42% 。

(五)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情境式量表J (林鼓彤、程景琳，2010) 以瞭解

國中生面對人際衝突時所採取的因應方式。量表中共呈現四個人際衝突情境，以測量

趨向性策略、認知性疏遠、內化性因應與外化性因應四個向度:I趨向性策略」共8

題，指使用問題解決與尋求社會支持的方式(如:I我會找機會問清楚」、「我會找

朋友或家人給我一些建議J ) ; I內化性因應」共4題，指表現負向情緒或自我責備

等方式(如: I我會覺得自己很可憐J ) ; I認知性疏遠」共3題，指使用漠視或逃

避問題的方式(如: I我會盡量不去想這件事J ) ; I外化性因應」共3題，指對外

發洩出情緒的方式(如: I我會大聲吼叫宣洩情緒J )。填答者假設自己為衝突情

境之主角，根據自己以不同因應策略之傾向，由「非常不符合J (I分)至「非常符

合J (5分)的五個選項中選答，該分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愈傾向以該類策略來

因應人際問之衝突。趨向性策略、認知性疏遠、內化性因應與外化性因應四個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冗、 .65 、 .67與 .75 ;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4~ .88之間，累積

解釋變異量為6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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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積差相關

從表l可知，關係受害與人際信念中的消極信念、以及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中的內

化性因應與外化性因應有顯著的正相闕，而關係受害與人際信念中的積極信念、以及

情緒調節策略中的情緒轉移則有顯著的負相關。消極信念及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中的內

化性因應與心理孤寂感有顯著的正相關，而積極信念及四種情緒調節策略(即情緒覺

察、情緒表達、情緒轉移、情緒自省)則與心理孤寂感有顯著的負相關。

表 1 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積差相關

M (SD) Min-Max 關係受害

關係受害 22.72 (8.76) 0- 50

d心理孤寂感 13.54 (6.28) 8-40 .28'.*
人際信念

消極信念 13.98 (2.92) 4-20 28".
積極信念 9.04 (3.19) 4-20 -.12'"

情緒調節策略

情緒覺察 12.83 (2.14) 4-16 -.06

情緒表達 11.29 (2.74) 4 -16 -.02

情緒轉移 11. 14 (2.58) 4-16 .11 曲..

情緒自省 11 .22 (2 .46) 4-16 -.02

人際衝突因應策略

趨向性策略 25 .4 1 (5.93) 0- 56 .09'

認知性疏遠 8.19 (2.59) 0-22 01

內化性因應 11.05 (3.00) 0- 34 .23'"

外化性因應 5.57 (2.61) 0- 32 .14叫

'p < .05 干 <.01 '''p < .001

心理孤寂感

.56'"

-.27'"

-.18'"

-.27'"

-.19'"

-.14'"

.05

.08'

.23'"

.08'

二、人際信念的調節效果

由表2可知，在控制性別對孤寂感的作用之後發現，在三個模式中，關係受害皆

對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有正向的預測力，顯示遭遇同儕關係攻擊的青少年，會經驗到

較多的心理孤寂感受，此結果符合研究預期。從模式一可知，消極信念能正向預測心

理在扎寂感，而且，關係受害與人際信念的交互作用，會調節關係受害與孤寂感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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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亦即，消極信念會加劇遭遇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在L寂感(戶= .09, p < .01) ,

積極信念則會減緩遭遇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戶 =-.12， p<.∞1 )。從圖l可

知，對同樣有高關係受害經驗的青少年而言，當其又有較高的消極信念時，會有較高

的心理孤寂感受。再以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做為高低分組依據的事後比較發現，積

極信念低分組的未標準化迴歸斜率達統計顯著水準(戶= .1 3, P < .01) ，顯示積極信念

愈低則遭遇關係受害的1m寂感會愈高，而積極信念高分組的未標準化迴歸斜率則未達

統計顯著水準(戶 = -.03,p = 到) ，表示積極信念高分組青少年的關係受害不會預測其

心理孤寂感。整體而言，若青少年傾向對於人際關係抱持著「人際互動是難以改善」

的消極信念，或愈無法對人際問題抱持著「透過努力就可以改進」信念的青少年，當

遭遇關係攻擊時，傾向有愈高的心理mt寂感受。

表2 相關研究變項對心理孤寂感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心理孤寂感 心理孤寂感 心理孤寂感

λR2 P 6R2 P 之\，R2 P
Modell: Model2: Model3:

人際信念 情緒調節策略 人際衝突因應策略

Step] 01' Stepl 01' Stepl .01 **

性別 .OS' 性另 IJ OS' 性別 .09'

Step2
.32'"

Step2
15'"

Step2
.12***

(主要投果) (主要教果) (主要有安東)

關係受害(RY) .13"﹒關係受害(RY) .26叫關係受害(RY) .24'"

消極信念 .49叫情緒覺察 -.06 趨向性策略 10'

積極信念 -.06' 情緒表連 -.23"﹒認真日性疏遠 .OS'

情緒轉移 -.03 內化性因應 .19'"

情緒白省 υnnυ 外化性因應 -.02

Step3
.03'"

Step3
.02'

Step3
.01 *

(3言互伊用) (交互f宇用) (交互伊府)

RV'消極信念 .09" RY"情緒覺察 00 RY﹒趨向性策略 -.05

RV'積極信念、 -.12叫 RV'情緒表達 -.n" Rγ認知性疏遠 .07

RV'情緒轉移 .10' RV'內化性因應 .OS世

RV'情緒白省 -.OS' RV'外化性因應 -.10"

Total R2 .36'" Total R2 .IS'" Total R2 .14***

'p < .05 干 <.01 "'p < .00 1. 戶為每一層迴歸分析中新加入變項之標準化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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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消極信念與關係受害之交互作用對心理孤寂感之預測

(Loneliness :孤寂感 'RV: 關係受害， Entity Beliefs :消極信念)

在社會認知理論典範中普遍認為，個體理解社會環境的方式會影響其行為及情緒

反應;以社會訊息處理模式( Crick & Dodge, 1994) 來看，人際信念即如同個體資料庫

中的認知模式或腳本之一，可能會在個體處理社會訊息時，影響其在接收外界訊息、

進行解釋、設定目標、或選擇策略等步驟。本研究結果證實社會認知過程為同儕受害

與心理適應結果之調節機制，此與Rudolph (2010) 及Prinstein 與 Aikins (2004) 的研

究發現一致。亦即，關係受害青少年若是能對於同儕互動的不順利，以積極樂觀的態

度去面對，相信透過自己自恃手力或改變，就可以改善人際關係的話，就比較不會覺得

孤單無望;然而，若覺得自己在人際關係上無能為力，就算自己改變也沒有用的話，

則在關係受損後會更覺孤單，甚至可能因為消極的人際信念，缺乏在人際行為上的具

體改進，而落入自證式預言的惡性循環中。是以，針對處於社交弱勢的青少年，設法

使其獲得人際關係是可以藉由努力而有所改善的想法，應是可於教育輔導中施力的角

度。

三、情緒調節之調節效果

從表2的模式二可知，情緒表達對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有顯著的負向預測力，而

情緒表達、情緒轉移及情緒自省與關係受害的交互作用項，則對心理RL\1寂感有顯著的

預測力。其中，情緒表達與情緒自省會減緩遭遇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戶=

-.11 ， -.08， p< 訓， .05) ;從圖2可知，關係受害高分組的青少年，若使用較多的情緒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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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則經驗到較少的illU寂感受。然而，情緒轉移可能會強化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孤寂

感受(戶= .10, p <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情緒轉移高分組的預測斜率略高於低分

組(戶=蹈， 0.42, P < .01) ，顯示同樣遭遇關係受害之青少年，若採取過多的情緒轉移

策略，則會經驗到更多的孤寂感受。綜而言之，若關係受害青少年能使用較多的情緒

表達策略(如:表現出自己的情緒讓別人知道)或情緒自省策略(如:主動回想自己

處理情緒的方法好不好) ，且相對使用較少的情緒轉移策略(如:試著讓自己，忘掉令

人生氣的事)的話，則能夠緩和其孤單寂寞的感受。

14

12

的 10
u、

~ 8

~ 6
。...J 4

2

O

• - - - --+

Low RV High RV

_... Low情緒衰違.-High情緒表達

圖 2 情緒表達策略與關係受害之交互作用對心理孤寂感之預測

(Loneliness :孤寂感 'RV: 關僻、受害)

如同研究者預期，本研究結果發現，若青少年能善用情緒調節策略來處理自己

的負向情緒(特別是情緒表達與自省方式)的話，對於舒緩其孤單寂寞感受是有幫助

的;例如:可能因為青少年適當地表達出自己的情緒而獲得別人(如朋友或父母)的

回應，覺得自己受到重視、有人在乎，也獲得了有人陪伴與了解的支持，因而減少了

孤寂感。然而，與研究假設不盡相符的發現是情緒轉移策略的作用，很可能是對於人

際關係或社會名聲已經受損的關係受害者而言，其負向情緒相對已較嚴重，若過於依

賴情緒轉移策略來進行調節的話，可能反映出其無法接納及面對自己的情緒問題，反

而無法有效地降低其心理孤寂感。此即如同1l1ompson 與Calkins (1996) 所強調的，對

於高危險性的個體而言，情緒調節的使用就如同雙面刃一可能同時增加了個體的復原

力與脆弱度 (vulnerability)。因此，對於關係受害青少年，或許在協助其從受害經驗

復原時，除了加強其表達與反省自己情緒的能力之外，我們也要鼓勵其正視自己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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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緒，而不是一昧地以轉移注意力的作法去掩飾。

良好的同儕關係是個體學習管理自己的情緒及行為，以妥善面對人際衝突的重要

脈絡(旭her & Rose, 1997; Bukows組， 2∞3; Hartup & Stevens, 1997) ，那麼，不佳的同儕

關係，則可能不利於青少年在情緒調節上的有效發展。同儕關係與情緒調節能力有相

依互生的作用，若能及早重視情緒調節能力的培養，應能強化青少年面對同儕問題的

抵抗力。

四、人際因應策略之調師煤

如表2的模式三所示，趨向性策略對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有顯著的負向預測力，

而認知性iFffJ靈與內化性因應策略對:un寂感有顯著的正向預測力。在調節效果部分，本

研究發現「關係受害與內化性因應、」的交互作用項，能正向預測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孤

寂感;從圖3可以發現，受害高分組若採取較多的內化性因應策略，會有更高的心理

孤寂感受，此結果與假設相符。而「關係受害與外化性因應」的交互作用項則對心

理孤寂感有負向預測力，顯示其能緩解遭遇受害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又事後比較

發現，只有外化性因應策略低分組的關係受害能顯著預測該組青少年的心理孤寂感

(~=.lO， p<.Ol) ， 但外化性因應高分組的關係受害對孤寂感則無預測力(~=-肘 ，p=

.30) ;此結果進一步顯示，無法適度宣洩負向情緒，對受害青少年而言並無幫助。

30

25

自 20 .',/F' , ...
_+- Low 內化性因應

ω
z -.:: 15 ..-

High 內化性因應

ω

•c
,g 10

5

。
LowRV High RV

圖 3 內化性因應策略與關係受害之交互作用對心理孤寂感之預測

(Loneliness :孤寂感 'RV: 關係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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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顯示，如同研究者所預期一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的確會對關係受害與在扎寂

感之關連產生影響，但是，影響的方式卻不盡符合原先之研究假設;亦即，趨向性策

略並沒有調節的效果，而逃避性策略中則同時出現了正向與負向的效果。首先，雖然

趨向性策略對於青少年的ffiU寂感有負向的預測力，但是此策略並沒有緩衝受害經驗之

孤寂感的效果，亦即，在學校中已經受到同學孤立或謠言攻擊的國中生，如果以主動

澄清或當面表達的方式進行人際問題之因應，對於減少受害者的羽[1\J.寂感受而言，並不

是有效的作法。這可能如同Kochenderfer-Ladd 與 Skinner (2∞2) 所推測，當受害者要

處理的是自己缺乏可控制性的 (controllable) 同儕霸凌時，因為受害者通常在同儕關

係中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也可能沒有很好的社交技巧去交涉，所以，採取主動直接去

解決同儕衝突的嘗試，反而有可能給受害者帶來更大的風險。

另一方面，在逃避性策略中之內化性因應，可能會使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孤寂感

受更形惡化，此發現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Causey & Du切w， 1992; Kochenderfer-Ladd &

Skinner, 2(02)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低度使用外化性因應策略，會強化受害青少年的

心理在此寂感。雖然理論上而言，大量使用情緒發洩的方式來因應人際衝突，有可能會

被視為衝動或過度反應，對於其心理適應而言不見得有幫助，但是從圖4可以看出，

對於受害程度高的青少年而言，若極少採、用情緒發洩方式，卻相對會有較高的心理孤

寂感。可見，外化性因應策略看似不盡理想，但對於嚴重關係受害者來說，可能是具

有適應性功能的。

10
-+

“'8 -命，

u、
u、
ω 6 • Low外化性因應c • -~
ω

High外先性因應
z 4 •。......

2

O

LowRV High RV

圈 4 外化性因應策略與關係受害之交互作用對心理孤寂感之預測

(Loneliness: 孤寂感 'RV: 關係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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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也發現，某些逃避性策略一如:淡化問題 (minimization) ，可能會讓個

體有較少酌情緒與行為問題( Hampel & Petermann, 2側;做岫a服n & Wmk1er, 200I) ,

所以相對是具有適應J性的方法;但某些逃避性策自各一如:自我反勢( rumination) ,

則可能會使個體有較高程度的焦慮和憂鬱症狀 (Wright， Banerjee, Hoek, Rei峰， &NoviIL

2010) ，因而相對較不具適應性功能。是以，人際衝突因應策略的良旁，並非單從策

略本身的特性來判斷，需一併考量使用策略者的特性及經驗、或者使用策略時的情

境。積極正向的人際衝突因應策略並非對所有的個體、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有效

的;而看似負向不當的因應策略，若能有效解決個體當下的壓力，也能具有適應，性角

色。或許對於身處人際困境的受害青少年而言，在面臨自己無法控制的龐大壓力下，

更需要採取不同於一般個體的因應方式;例如:若其直接去處理人際困難，可能會再

度驗證自己的無能，帶來更大的受傷感，而若選擇暫時先處理自己的情緒，可能會對

其心理適應有舒緩作用。所以，在協助受害青少年學習面對人際衝突的處理方式時，

可能也需同時考量策略本身的適應J性功能。

肆、縮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有哪些與青少年本身有關的因素是能夠對於關係受

害經驗所產生之心理11%寂感，扮演調節性的角色，並分別從國中生之人際信念、↑青緒

調節策略及人際衝突因應策略進行瞭解，冀能藉此研究發現提供教育工作者設法增加

國中生對於關係受害經驗的抵抗力與復原力之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受害青少年所具有之人際信念、↑青緒調節策略及人際衝突因應策

略，的確會影響其關係受害經驗與心理11%寂感的關連。整體而言，對於關係受害青少

年之孤寂感具有緩衝作用的保護因子為:對於同儕互動抱持著積極的人際信念(認為

可以透過努力而改善人際關係)、具有調節自己情緒狀態的能力(擅於使用情緒表達

和情緒自省的方式來管理自己的情緒)、及適度以發洩情緒的外化性方式來因應人際

衝突;而對於關係受害青少年之孤寂感可能有惡化影響的危險因子為:以消極性的想

法看待同儕關係(認為人際互動狀況是無法改變的)、過於依賴情緒轉移的方式來處

理自己的情緒問題、及以負面自責的內化因應方式來面對人際衝突。

上述結果對於輔導及介入方案的內容與作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關係受害經驗可能會使得青少年對於人際互動之挑戰性特別敏感，如果又對人際

困境抱持無能為力的態度，貝IJ容易形成負向認知的惡性循環;因此，在想法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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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受害者使用較具適應性的歸因(如:並非每次都是我的問題)、對於以後的

人際互動嘗試有樂觀的期待等，同時若能使受害青少年多參與一些正向的同儕互

動，鼓勵關係中的合作性(而非競爭性)角度，並協助其獲得較多的正向經驗，

應能協助他們形成較正向的態度，而逐漸對人際關係有較積極樂觀的信念。

二、而情緒表達策略的訓練，無論是對於一般青少年或特別是關係受害者，在處理自

己的負向情緒上都是有幫助的。這表示:讓青少年練習去說出自己的情緒感受、

覺得可以安心地表達出自己的真實情緒、有適當的對象可以分享其情緒等，都能

舒緩青少年常有的孤單寂寞感受;而對於關係受害者而言，特別要鼓勵並支持其

面對自己因關係受挫所致的負向情緒，而非一味忽視或淡化。所以在平時，就應

著重青少年在情緒調節作法上的訓練，以強化其對於人際困擾的抵抗力。

三、本研究結果也提醒了教育工作者，對於一般學生(即非受害者)有效的人際衝突

因應策略，可能未必對受害者同樣是有效的，例如:若鼓勵受害學生以「問題焦

點」的方式去處理，很可能在無意中造成二度傷害(如:因無法成功解決而更懷

疑自己的人際互動能力)。關係受害學生也許要先面對自己的情緒困擾，所以暫

時先使用「情緒焦點」的策略，特別是鼓勵他們以健康合宜的方式(如:運動、

寫日記等)適度地發洩自己的情緒一不管是憤怒不滿或悲傷失望等，而不是藏在

心中而自怨自艾，或許是相對較具適應性的作法。

本研究可能需注意的限制是，研究者乃以自陳的方式評估關係受害及心理孤寂

感，但是，有較高程度內化性行為問題(如:焦慮、憂鬱)的青少年，很有可能因其

負向情緒影響而有認知偏誤的傾向，或許可能因而高估了自己的受害頻率或程度。再

者，因為所有的研究變項皆以自陳式量表進行測量，有可能有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及可能有社會許可性偏誤之影響;而本研究資料乃以橫斷式的方式收集，並無法以分

析結果推論關係受害經驗及調節因子對於心理孤寂感的因果關聯，未來應再藉由多重

方法、多重資料來源的縱貫性研究，加以確認本研究的發現。

另外，本研究在測量人際衝突因應策略時，所使用的「趨向性策略」及「認知

性研是」二個分量表，在概念上得以呈現問題焦點型的作法，但其內部一致性尚有提

升的空間，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再對量表題目進行擴充及編修;而屬於情緒焦點型之

「內在性因應」與「外在性因應」二個分量表，之後也許可以加入情緒調節策略中一

併考量，使得情緒調節策略的測量能同時包含正向與負向的角度。同時，為能提供協

助關係受害青少年的其體參考，未來針對其內化適應問題的調節因素，尚需從其他角

度再加以探討，例如:泌的與 Masia-Warner (2∞4) 發現同學的利社會行為對於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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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之適應也具有調節作用，很可能是正向的同儕關係，能提供受書者一個場域去修

正對於自己與他人的負向信念，也可以促進其人際技巧的練習及發展，因而減低受害

者的孤寂感及增強其自尊，也能夠以較具適應性的方式去應付攻擊者:同時，若受害

者擁有利社會的關係，也可能使得攻擊者較有所顧忌，而漸少受害者成為攻擊標靶的

機會。是以，後續研究可再從關係受害者的社會支持來源或友誼關係品質，加以了解

其對於心理適應所可能具有的緩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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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links and moderating factors

of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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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moderating roles of

three factors (i .e. interpersonal beliefs ,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interpersonal confl icts) in the link between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among junior-high-school adolescent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860 students (431 boys and 429 girls). Self-report data on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 interpersonal beliefs ,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were collected.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three variables - interpersonal belief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 moderated the link between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Overall speaking, the incremental views of

interpersonal belief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f emo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

reflection, and the externalizing strategy of coping conflicts could buffer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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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iness of relationally victimized adolesc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ntity views

of interpersonal belief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of emotion diversion , and the

internalizing strategy of coping conflicts could exacerbate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 with adolescents exposed to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and

associate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ping strategies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terpersonal beliefs, psychologicalloneliness,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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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liness of relationally victimized adolesc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ntity views

of interpersonal beliefs,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of emotion diversion, and the

internalizing strategy of coping conflicts could exacerbate psychological lone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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