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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生涯阻礙、
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之相關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探究中學學術性向資優生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之關

聯，及其在性別、教育階段及資優類別等背之差異情形。研究對象為 485 位中學

學術性向資優生，以自編問卷量表進行調查。研究發現資優生之生涯發展、生涯

自我效能及生涯阻礙，在性別、教育階段及資優類別上，有顯著差異。生涯發展

與生涯自我效能有正相關、與生涯阻礙有負相關，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礙有負

相關，生涯自我效能在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研究者並提

出教育輔導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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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國內自 1973 年開始推展資優教育，除強

化對於多元專業人才的培育，對於資優學生

的生涯發展及輔導也逐漸開始重視，期望引

領資優學生朝向充分發揮潛能的生涯發展上

前進。然而對於資優學生來說，除跟一般學生

一樣在學校生涯教育過程中開始對於自我了

解及覺察、進行生涯探索活動與升學進路選

擇，但也因為較一般學生具有獨特社會心理

特質，例如：多元興趣與潛能、才能提早顯

露與定向、完美主義等，其生涯輔導之內容

必須有所區別，才能滿足資優學生的獨特需

求。美國資優兒童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簡稱 NAGC）提出資優方

案準則（Gifted Program Standards），認為為

資優學生提供為其獨特特質設計之生涯輔導

服務非常重要（NAGC, 2010）。

國內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正處於生

涯探索階段，然受到升學主義影響，中學學

術性向資優學生生涯輔導課程規劃多強調升

學，生涯輔導之重要性未受到應有重視，加

上資優學生獨特社會心理特質，外在環境又

不能因這樣的特質有所回應，因此資優學生

時常在生涯抉擇時面臨焦慮、挫折、困境與

阻礙情形，或不易將興趣、能力與生涯機會

連結，以致無法朝向充分發揮潛能的生涯發

展（江明曄，2008；林幸台，1993）。

如何協助個體充分了解影響生涯發展

的因素，協助個體朝向充分發揮潛能的生

涯發展，乃當前生涯輔導工作重點之一，

其中影響因素很多，目前以生涯自我效能

討論最多，相關生涯發展研究也紛紛將生

涯自我效能加入對於個體生涯選擇與生涯

發展探討。Hackett 與 Betz（1981）認為個

體若缺乏自我效能，在面對生涯抉擇，較

不易做出令人且滿意的選擇，同時在面臨

生涯困境或是阻礙也很難堅持下去。因此

生涯自我效能是瞭解個體生涯發展與生涯

阻礙重要的因素。探討了解中學學術性向

資優學生生涯發展與阻礙因素之間關連性，

以及自我效能在個體生涯行為中所扮演的

中介角色為何，實為中學資優學生生涯輔

導工作推廣之重要基石及環節。

綜觀國內資優教育教學現場及研究領域，

對於資優學生生涯議題逐漸受到教師及學者

重視，也帶動中學資優學生生涯研究議題，

然研究對象多集中於高中女性資優學生（如：

于曉平，2007）、高中藝術才能資優學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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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韻瑋，2010）或高中原住民資優學生（柯

依妏，2010），目前研究尚無法對國內中學

學術性向資優學生跨教育階段、跨資優類型

有全面了解。

本研究拓展研究對象範圍以符應當前國

內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類型及之人數分布，

探究學術性向資優學生生涯發展面貌生涯阻

礙、生涯自我效能、生涯發展之關連。主要

目的如下：（一）分析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

異學生個人背景變項，了解跨教育階段學生

在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之差

異情形。（二）探討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學生之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

之相關情形。（三）探討中學學術性向資賦

優異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對生涯阻礙及生涯

發展之中介作用。

二、�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

展之關係

Hackett 與 Betz 於 1981 年開始將 Bandura
自我效能理論應用於生涯領域研究中，生涯自

我效能的概念在生涯領域研究中開始被廣泛探

討及研究。而後相關學者探討個體對自己能力

上的預期與個人生涯興趣、目標選定、甚至工

作表現之間的關係，逐漸發展出社會認知生

涯 理 論（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簡 稱

SCCT；引自 Lent, Brown, & Hackett, 2000)。該

理論架構如圖 1（引自林幸台、田秀蘭、張小

鳳、張德聰，2010；Lent, Brown, & Hackett, 
2000）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由三個模式組成：興

趣發展模式、職業的選擇模式、表現及成果模

式。興趣是該模式中重要核心概念，影響興趣

的因素包含自我效能及結果預期，而興趣會直

接影響個人的目標選擇，進而影響個人選擇參

與的活動以及表現跟成就。自我效能主要來源

為個人的經驗及認知結構，也和個人的過去表

現與成就有關；自我效能除影響個人的興趣以

外，也會影響個人的結果預期、選擇目標範圍、

選擇活動參與及表現與成就。（林幸台等人，

2010）因此從上述說明，研究者認為自我效能

對於個體在從事生涯行為時佔有重要地位。

圖 1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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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模式來看，生涯阻

礙、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之間有潛藏的關

係存在。Lent, Brown 與 Hackett（2000）將生

涯阻礙的概念納入其發展的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當中，認為生涯阻礙知覺與個人的生涯自我效

能有關。在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中，生涯阻礙依

距離生涯選擇行為的遠近，分為遠端的「背景

情境的支持條件」以及近端的「情境對選擇行

為的影響因素」，見圖 1。遠端的背景情境條

件（例如：技能的發展機會、可得到的角色楷

模之範圍、可否得到心理、經濟上的對於特定

活動的參與以及社會或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

會影響生涯學習經驗進而影響自我效能，再間

接影響結果預期。近端因素是最接近生涯選擇

行為的情境影響因素（例如：生涯網絡接觸、

於尋求工作時的歧視），與興趣 - 目標和目標 -
行動之間有間接相關，與目標或行動有直接影

響。田秀蘭（1998）認為，生涯阻礙在生涯發

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之角色，實務上卻常被忽

略，生涯阻礙因素常是造成生涯發展不順的主

要關鍵。個體對阻礙的覺察，是在個人生涯選

擇的過程中相當重要的變項，了解個體生涯發

展上所遭受到的阻礙有其重要性；雖然生涯阻

礙雖會使得個體的生涯受到限制，但相對也會

促使個體看到生涯環境中所蘊含的契機，化阻

力為助力，進而能有所發展。

生涯自我效能對於個體生涯選擇與生涯

發展扮演重要角色，Hackett 與 Betz（1981）
認為個體若缺乏生涯自我效能，在面對生涯

抉擇，較不易做出令人且滿意的選擇，同時

在面臨生涯困境或是阻礙也很難堅持下去。

高度生涯自我效能者，即使在面對生涯發展

過程所遇到阻礙時，仍會以正向、積極的態

度，來解決與面對生涯困境；低度自我效能

者，對於生涯行為較缺乏信心，容易懷疑自

己是否有能力，或是產生恐懼感，甚至傾向

選擇逃避，所以生涯自我效能是瞭解個體生

涯發展重要的因素。

在探討個體生涯阻礙因素時，研究與實

務工作者必須將生涯自我效能影響納入考量，

生涯阻礙除因個人的因素（例如：自我概念、

動機、性別）外，尚包含環境中對於個人生

涯行為所造成的衝突與阻礙。綜觀國內外相

關研究，幾乎僅針對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

能與生涯發展兩兩相關進行研究，極少針對

三者之間關連進行研究，且尚未針對中學資

優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探討。本研究針對上

述不足，嘗試從社會認知理論分析生涯發展、

生涯阻礙與自我效能的關聯。本研究認為生

涯發展與自我效能有正相關、與生涯阻礙有

負相關；自我效能可能對生涯阻礙與生涯發

展之間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另主張生涯發

展、生涯阻礙與自我效能會因個人的輸入變

項及遠端的背景情境條件而有差異，研究中

特別比較不同性別、教育階段與資優類別中

學學術性向資優生之差異。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透過自編「中學

學術性向資優學生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

及生涯發展量表」進行施測，以性別、教育

階段、就讀資優類別為背景變項，瞭解不同

背景變項之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在生涯阻

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之情形，進而

探討其三者關係。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方式進行，中學

分為兩教育階段，考量研究目的，國中階段選

取臺北市九年級資優學生，高中階段選取臺北

市三年級資優學生，預試樣本選取臺北市國中

九年級資優學生 80 位與高中三年級資優學生

100 位，共計 180 位學生為預試樣本，預試問

卷回收後有效問卷共計 170 份，問卷回收率達

94.44％。正式樣本選取臺北市國中九年級資

優學生 191 位與高中三年級資優學生 311 位，

共計 502 位學生為正式樣本，問卷回收後有效

問卷共計 485 份，問卷回收率達 96.61％，正

式樣本問卷回收結果統計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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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式樣本問卷回收結果

教育階段 校名 資優類別 發出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男 女 小計 總計

國中

三年級

忠孝國中

數理

27 19 8

112

184

敦化國中 27 22 2

民生國中 27 9 16

龍山國中 19 10 8

北投國中 19 15 3

重慶國中

人文

16 6 10

72麗山國中 29 12 17

萬芳國中 27 7 20

高中

三年級

建國中學

數理

30 30 0

164

301

內湖高中 14 9 2

北一女中 29 0 29

中山女高 25 0 25

成功高中 30 28 0

永春高中 16 10 6

師大附中 25 16 9

西松高中

人文

26 10 15

137

南湖高中 29 7 22

中正高中 16 4 12

建國中學 19 17 0

北一女中 25 0 25

師大附中 27 7 18

總計 502 238 247 485 485

數理 =276  人文 =209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採自編「中學學術性向資賦

優異學生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

展量表」，分為三個量表：生涯發展量表、

生涯自我效能量表及生涯阻礙量表。「生涯

發展量表」，分為生涯態度、生涯認識、生

涯探索及生涯規劃共四個向度；「生涯自我

效能量表」考量本研究強調主題為學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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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以及研究施測時間，本研究生涯自

我效能為單一向度之量表。「生涯阻礙量

表」，將其評量項度分為五個向度：多方興

趣潛能、性別刻板印象、資優標籤效應、重

要他人影響及社會價值觀念。量表填答方式

採李克氏五點量表填答，由研究對象依據自

己實際情形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給

分依據依序為「非常符合」5 分、「大多符合」

4 分、「有時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

常不符合」1 分。

量表命題參考相關理論與過去研究工具

命題方式，內容初稿完成後，邀請 2 位生涯

教育與研究領域專家及 4 位實務現場老師進

行專家預試審查，專家學者依據各量表編製

之架構，檢核每一道題目陳述之內容及適當

性，針對文句提出建議，研究者依據該建議，

再次修改或更換題目，於執行預試之前，研

究者再邀請 2 位國中資優學生及 2 位高中資

優學生填寫量表，了解學生對於題意及語句

是否明瞭，並將學生回饋納入修改預試量表

之參考，而後完成預試量表，進行預試。本

研究之自編量表，在效度分析方面將預試問

卷量表經項目分析後，以主成分分析法抽取

共同因素，並以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

保留特徵值大於 1.0 以上因素，透過逐次刪除

題目，並考量各向度之題目數，找出量表潛

在結構與原初編製量表架構之向度一致性。

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α 係數考驗其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結果顯示生涯發展分

量表總分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22，各向度之

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696 至 .917 之間；生涯

自我效能分量表總分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34；
生涯阻礙分量表總分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95，
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751 至 .887 之

間，顯示本研究自編各分量表具有良好之內

部一致性，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與效

度，適合作為本研究評量中學學術性向資優

學生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之

工具。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以三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

析，檢驗不同背景變項（性別、教育階段、

資優類別）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在生涯發

展量表、生涯自我效能量表及生涯阻礙量表

總分內容之填答差異情形；採用皮爾森積差

相關分析，探討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

之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之相

關情形，並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探討生涯自

我效能在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之間之中介效

果情形。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生涯發展量表

各分向度之差異分析

在性別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差異，

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認識（F（1,477）＝

11.236，p=.001）及分向度生涯規劃（F（1,477）

＝ 6.048，p=.014），男性資優學生較女性資

優學生得分較高，但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

探索（F（1,182）＝ 8.187，p=.005），僅國中女

性資優學生較國中男性資優學生得分較高，

與黃惠瑄（2010）研究結果一致，女性資優

學生在生涯探索程度較男性為高，然而在生

涯發展分向度生涯認識及分向度生涯規劃，

男性資優學生較女性資優學生發展程度為高，

雖然近年來性別平等概念在國內推動不遺餘

力，對於女性的生涯發展也同樣受到重視，

鼓勵女性可以勇於對未來生涯進行探索，理

當男女之間並沒有顯著差別，然本研究結果

仍呈現男性資優學生在部分生涯發展較女性

資優學生程度好，因此教師在學校生涯輔導

課程與活動設計中，仍需考量性別不同對生

涯發展程度之影響，覺察因性別不同所造成

之差異性，提供適切之輔導需求。

在教育階段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

差異，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規劃（F（1,477）

＝ 6.701，p=.010），高中資優學生較國中資

優學生得分較高，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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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男性高中資優學生較男性國中資優學生

得分較高（F（1,236）＝ 32.196，p ＜ .001）、

女性高中資優學生較女性國中資優學生得分

較高（F（1,245）＝ 8.187，p=.006），與蘇鈺婷

（2002）、張韻瑋（2010）研究結果一致，

研究者推論其原因，可能高中資優學生隨著

年齡的增加及生活經驗的累積，使得生涯發

展趨向成熟，因此面對及完成生涯發展準備

任務的準備程度較國中階段資優學生為佳；

另一可能原因為高中階段資優學生在學校教

育當中接受生涯相關輔導活動或課程較國中

階段資優學生為多，因此對於生涯發展當中

相關議題，如生涯認識、生涯探索及生涯規

劃等，較國中資優學生已提早習得，且高中

資優學生在國中升高中階段已面對人生第一

個生涯抉擇，而國中階段資優學生，正在第

一次面臨，顯得高中資優學生較有經驗處理

生涯抉擇的議題，這也呼應了 Super 生涯發

展理論中個體生涯發展程度會受到年齡增加

及經驗的累積所影響。從教育部（2013）制

訂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生涯輔導方案之內涵來

看，雖未因教育階段不同，而有不同層次內

涵或是目標，然本研究結果顯示高中資優學

生較國中資優學生生涯發展程度為高，因此

教師在對於資優學生之生涯輔導，仍需考量

其生涯發展程度給予區分性之生涯輔導內涵。

在資優類別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

差異，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認識（F（1,477）

＝ 12.219，p=.001），人文資優學生較數

理資優學生得分較高，與黃惠瑄（2010）
結果一致，黃惠瑄（2010）認為在生涯資

訊方面，人文社會科學資優學生顯著高於數

理資優學生的原因，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

資優班課程中融入政治、經濟、哲學、文

學、社會等元素，無形中充實了生涯訊息，

由於國內學生在生涯資訊其中主要的來源，

絕大部分來自於生涯輔導課程與活動，因

此，如何針對數理資優學生在生涯輔導課

程強化其生涯資訊之提供，滿足學生對生

涯認識實有其必要。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

量表之差異分析

在生涯自我效能研究結果方面，本研究

發現，男性資學生生涯自我效能顯著高於女

性資優學生（F（1,483）＝ 5.327，p=.021），與

黃惠瑄（2010）、張韻瑋（2010）研究結果

不一致，研究者認為差異可能原因在黃惠瑄

研究對象皆選取學生學業成就最佳的高中學

術性向資優學生，不同性別學生皆具有較佳

的學習經驗及成就，因此擁有較佳的生涯自

我效能，張韻瑋研究對象為高中音樂資優學

生，學生自小即開始接受音樂資優教育及專

業訓練，較一般學生及在即早開始思考認識

自我興趣及個性，思考將來的職業興趣與抉

擇，因此不同性別音樂資優學生皆擁有較佳

生涯自我效能。本研究結果與部分文獻以一

般高中及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相符，男性

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較女性學生為高（邱卉綺，

2005；郭蓓蓉，2008）。雖然國內在兩性平

等觀念已落實在教育之中，本研究發現，資

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

異，因此性別對於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的影響

不容忽略，教師在對於資優學生進行生涯輔

導時仍須注意是否因為性別角色不同，造成

對於學生有其不同期待，也間接影響學生在

生涯自我效能也有所差異。

本研究發現不同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在生

涯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F（1,483）＝ 5.779，
p=.017），高中學生生涯自我效能顯著高於國

中資優學生，研究者認為其原因可能與年級

有關，年級越高，生涯自我效能程度越好，

與部分文獻以一般高中及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結果相符，年級越高，生涯自我效能程度越

佳（邱卉綺，2005；郭蓓蓉，2008）。

在資優類別方面，不同類別中學學術性

向資賦優異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

（F（1,483）＝ 1.661，p=.198），與黃惠瑄（2010）
研究結果一致，也與部分文獻以一般高中及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相符（邱卉綺，2005；
郭蓓蓉，2008）。然與于曉平（2007）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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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資優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不一致，研

究者認為造成此差異原因，為于曉平研究對

象為單一性別，本研究包含不同性別之學生。

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生涯阻礙量表

之差異分析

在性別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差異，

在生涯阻礙分向度資優標籤效應（F（1,162）＝

8.323，p=.004），高中數理男性資優學生較

高中數理女性資優學生阻礙程度為高，研究

者推論，由於國內社會大眾普遍認為男性數

理表現比女性好，因此對於高中數理學生，

周圍的人普遍會給予男性資學生較高期待，

使男性資優學生感受到資優標籤效應的阻礙

程度較女性資優學生為高，因此資優教師在

對於資優學生之指導及要求，仍需注意是否

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仍須回歸學生

能力之差異性，給予區分性的學習目標。另

外值得特別注意，在生涯阻礙分向度性別刻

板印象，在性別背景變項（F（1,477）＝ 0.049，
p=.825），本研究結果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在

資優學生中，不因性別差異影響其生涯發展，

研究者認為，與近年性別平等教育落實推廣

以及學生具有較佳的學習經驗及成就，使的

資優學生不受限自己性別角色與外界刻板印

象而影響其生涯之發展。

在教育階段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

差異，不同教育階段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

生在生涯阻礙有顯著差異，在生涯阻礙分向度

資優標籤效應（F（1,106）＝ 15.211，p ＜ .001），

女性數理國中資優學生較女性數理高中資優

學生阻礙程度為高，在生涯阻礙分向度社會價

值觀念（F（1,477）＝ 6.979，p=.009），國中資

優學生較高中資優學生阻礙程度為高。本研究

結果與國內以大學以上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之

研究結果相符，年紀越高，生涯阻礙程度愈少

（如：鍾宜玲，2004）。推敲其原因，可能

為學生隨著年齡的增加，學生在生涯有更多認

識或具備更多生涯方面能力，因此在生涯阻礙

上有所差異，年級越大，具備更多生涯經驗及

能力，因此越有辦法決定生涯行為，所覺察到

的生涯阻礙程度越低。

其中在分向度資優標籤效應中，以女性

數理國中資優學生覺察到的阻礙程度最高，

而女性數理高中資優學生覺察到的阻礙程度

最低，呼應當前國高中資優教育安置情形，

在國中數理資優班，採分散式安置方式，在

同一所國中數理資優班，安置結果以男生居

多，女性資優學生極為稀少，在高中數理資

優班，採集中式安置方式，且絕大部分數理

資優班皆為單一性別之資優班，是否因為教

育階段安置情形有所不同，間接影響資優學

生覺察到阻礙程度有所不同，值得後續研究

者進行探究。

在資優類別方面本研究結果達到顯著差

異，不同類別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在

生涯阻礙有顯著差異，在生涯阻礙分向度資

優標籤效應，女性國中資優學生當中，數理

資優學生較人文資優學生阻礙程度為高（F

（1,243）＝ 10.845，p=.001），而在女性高中資

優學生當中，人文資優學生較數理資優學生

阻礙程度為高（F（1,161）＝ 4.343，p=.039）。

研究者認為，或許國內對於女性之生涯發展

仍傾向期待朝人文領域發展，因此當國中女

性學生成為數理資優學生時，外界或許會認

為女性數理資優學生因為能力特別優秀，甚

至比一般男性資優學生更好，才能成為數理

資優學生，外界或是學生自己覺得外界會給

予更多期待及要求，因此女性數理學生意識

到的生涯阻礙程度較女性人文資優學生為高。

到了高中教育階段，女性資優學生所選擇資

優類別或是類組，通常與未來大學升學科系

或是未來工作選擇的領域有相對的關係，女

性人文資優學生，是否因社會對於女性未來

在人文發展有較高期待，因此會對於自己有

更多期望，而造成生涯展上的阻礙，仍待後

續探究。

表 2 為總結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生涯發

展、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阻礙分量表各分向

度之差異分析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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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2 中，有些背景不同的學生在部分

分項目無顯著差異，可由教育環境或教育政

策等整體背景因素來探究。例如 : 在生涯阻礙

方面，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性別、不同資優

類別學生在多方興趣潛能、性別刻板印象及

重要他人影響方面，生涯阻礙未具顯著差異，

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近年來教育現場推動國中

畢業學生適性入學、高中畢業學生大學多元

入學方案推展、資優班推動生涯輔導鼓勵學

生發展有關，學生對於生涯抉擇可能漸漸能

突破刻板印象，能整合個人能力、性向及興

趣做出合適生涯決定。

表 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生涯發展、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阻礙量表各分向度之差異分

析摘要

量表名稱 分向度名稱 性別 教育階段 資優類別

生涯發展 生涯態度

生涯認識 男性＞女性 人文＞數理

生涯探索 國中女性＞國中男性
男性高中生＞男性國中生

女性高中生＞女性國中生

生涯規劃 男性＞女性 高中生＞國中生

生涯自我

效能
男性＞女性 高中生＞國中生

生涯阻礙 多方興趣潛能

性別刻板印象

資優標籤效應
高中數理生

（男性＞女性）
女性數理生（國中＞高中）

女性國中生（數理＞人文）

女性高中生（人文＞數理）

重要他人影響

社會價值觀念 國中生＞高中生

四、�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
展相關分析

表 3 為資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

礙與生涯發展之相關矩陣。資優學生生涯發展

量表總分與生涯自我效能量表總分相關係數

為 .760（p ＜ .001），達顯著正相關，決定係

數 r2=.5776，其解釋變異量為 57.76％，兩個

變項關聯程度呈現高度相關，中學資優學生

生涯發展程度越高，在生涯自我效能程度越

好；資優學生生涯發展量表總分與生涯阻礙

量表總分相關係數為 -.194（p ＜ .001），達

顯著負相關，決定係數 r2=.0376，其解釋變異

量為 3.76％，兩個變項關聯程度呈現低度負

相關；資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量表總分與生

涯阻礙量表總分相關係數為 -.147（p=.001），

達顯著負相關，決定係數 r2=.0216，其解釋變

異量為 2.16％，兩個變項關聯程度呈現低度

負相關。

在資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礙與

生涯發展相關研究結果方面，生涯發展與生

涯自我效能呈現高度正相關關係，資優學生

在生涯發展程度越高，在生涯自我效能程度

也越高，此研究與于曉平（2007）及張韻瑋

（2010）研究結果一致。生涯阻礙與生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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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及生涯阻礙與生涯自我效能兩兩之間相

關關係雖然達到顯著統計性，呈現顯著負向

關係，然而解釋變異量均小，均呈現低度負

相關關係，顯示效果量為微弱效果，也因此

在實務應用不大。雖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

一致（Swanson, Daniel, & Tokar, 1996）。然

效果量均小，其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生涯

自我效能之間關係不大，研究者認為生涯阻

礙與生涯發展相關關係不大原因，可能為本

研究對象為資優學生，學生的認知能力較一

般學生較早發展且程度也較好，也較一般同

儕及早從事生涯行為，當遇到生涯阻礙時，

由於擁有較佳的問題解決能力去解決生涯問

題，雖然「覺知」到生涯阻礙之情境，然因

為有能力去解決相關生涯阻礙問題，也因此

未能影響到資優學生的生涯發展。其次，研

究者認為資優學生的生涯阻礙一直存在，然

而在國內學校系統之中，由於三級輔導系統

建置妥善，相關生涯輔導課程及活動落實實

施，因此當資優學生遇到生涯阻礙困境時，

周圍輔導系統能夠適時支持及介入，因此未

影響到資優學生生涯發展，這也呼應 Luzzo
（1996）研究結果認為知覺到生涯阻礙不必

然對於生涯發展造成負面影響，也就是當學

生知覺到過去或未來的生涯阻礙，並不必然

會和生涯決策有關係，以及田秀蘭（1998）
認為生涯阻礙雖會使得個體的生涯受到限制，

但相對也會促使個體看到生涯環境中所蘊含

的契機，化阻力為助力，進而能有所發展，

另外從黃惠瑄（2010）研究來看，其研究訪

談對象一半為資優班適應不良轉出資優班學

生，從質性訪談結果，可以發現轉出資優班

學生，所遇到生涯阻礙程度很高，因此是不

是有可能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之間負向關係

會存在這一群適應不良的資優學生身上，是

值得未來研究可以探究之處。

本研究發現生涯阻礙與生涯自我效能呈

現低度負相關關係，研究者認為從社會認知

生涯理論模式來看，由於生涯阻礙分為遠端

的背景情境的支持條件以及近端的情境對選

擇行為的影響因素，遠端的背景情境的支持

條件，雖與自我效能有關，然從模式圖可以

看出，個體遠端的背景變項與自我效能變項

之間，仍透過學習經驗變項影響，而學習經

驗變項又同時受到個人變項所影響，多個變

項同時或交錯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因此造

成遠端的背景情境的支持條件（生涯阻礙）

對於生涯自我效能解釋變異量較小原因。從

生涯自我效能量表學生得分情形之平均數來

看，顯示學生得分偏高，呈現學生在生涯自

我效能程度均高，使的生涯自我效能因生涯

阻礙造成之相關差異有限。

另外，從 Bandura（1977）對於個體自我

效能的評向度之一的「推論性」來看，推論

性是指個體對於完成某項工作或是行動預期

成功的信念，是否可以推論到其他的情境之

中。由於資優學生學業成就較好，也因此學

業自我效能程度較高，而學業自我效能比其

他相關變項，例如：個人背景變項、遠端的

背景條件（生涯阻礙）變項影響生涯自我效

能程度更大。

五、中介效果分析

圖 2 為研究者依據前述文獻探討，提出生

表 3　資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之相關矩陣

分量表名稱 生涯發展 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阻礙

生涯發展 －

生涯自我效能 .760*** －

生涯阻礙 -.194*** -.147** －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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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生涯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中介模式假設

生涯阻礙

生涯發展生涯自我效能

涯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

中介模式假設，中介效果分析摘要如表 4。
（一） 自變項生涯阻礙對依變項生涯發展之

預測

研究者以生涯阻礙為自變項，生涯發展

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生涯

阻礙對生涯發展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1,483）

=18.938，p ＜ .001）， 多 元 相 關 係 數 R=-
.194，代表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分數之相關

為 .-194，其決定係數 R2=.038，表示生涯阻

礙對生涯發展的解釋變異量為 .038，即生涯

發展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3.8％。生涯阻礙

對生涯發展的 t 值達顯著水準（t=-4.352，p
＜ .001），表示資優學生的生涯阻礙可以預

測生涯發展，生涯阻礙愈高者，生涯發展程

度越低，因此繼續進行中介模式第二個條件

考驗。

（二） 自變項生涯阻礙對中介變項生涯自我

效能之預測

研究者以生涯阻礙為自變項，生涯自我

效能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生

涯阻礙對生涯自我效能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

（1,483）=10.716，p=.001），多元相關係數 R=-
.147，代表生涯阻礙與生涯自我效能分數之相

關為 .-147，其決定係數 R2=.022，表示生涯阻

礙對生涯自我效能的解釋變異量為 .022，即

生涯自我效能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2.2％。

生涯阻礙對生涯自我效能的 t 值達顯著水準

（t=-3.273，p=.001），表示資優學生的生涯

阻礙可以預測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礙愈高

者，生涯自我效能程度越低，因此繼續進行

中介模式第三個條件考驗。

（三） 自變項生涯阻礙、中介變項生涯自我

效能對依變項生涯發展之預測

研究者以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為自

變項，生涯發展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研

究結果顯示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對生涯

發展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2,482）=338.940，
p ＜ .001），多元相關係數 R=.748，代表生

涯自我效能對生涯發展分數之相關為 .748，
其決定係數 R2=.584，表示生涯阻礙與生涯

自我效能對生涯發展的解釋變異量為 .584，
即生涯發展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58.4％。

生涯阻礙對生涯發展的 t 值達顯著水準（t=-
2.833，p=.005），生涯自我效能對生涯的發

展 t 值達顯著水準（t=25.182，p ＜ .001），

且加入中介變項生涯自我效能後，生涯阻

礙對生涯發展的係數（β=-.084）絕對值小

於原先生涯阻礙對生涯發展的係數（β=-
.194），顯示生涯自我效能對於生涯阻礙與

生涯自我效能有部分中介效果。根據上述研

究結果，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生涯

自我效能對生涯阻礙及生涯發展之間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

依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資優學生生涯

阻礙與生涯發展關係，加入中介變項之後 β

值降低，雖然生涯阻礙對生涯發展仍呈現負

向影響，但生涯阻礙對生涯發展整體影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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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小，部分被生涯自我效能所取代，符合

研究者期待模式，亦即生涯阻礙雖然會負向

影響生涯發展，然而可以透過生涯自我效能

降低其影響。從前節相關分析結果與討論中，

雖然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以及生涯阻礙與生

涯自我效能兩兩之間相關均呈現低度負相關

關係。生涯發展與生涯阻礙之間相關不大，

然而從中介效果來看，即使相關程度不大，

研究者推論生涯自我效能仍然扮演著中介效

果的角色，生涯阻礙透過生涯自我效能影響

著生涯發展，因此從實務的層面來說，對於

中學資優學生，學生覺知到的生涯阻礙，可

以透過生涯自我效能，減緩對於生涯發展的

負向影響程度。

過去研究多以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兩者

關係探討為主，未有研究深入探討其兩變項

之間中介歷程，本研究初步探討之結果，雖

然印證生涯自我效能之中介效果，然對於資

優學生生涯阻礙與生涯發展之間相關，仍懷

疑有其變項影響其兩者相關，從社會生涯理

論模式來看，例如學習經驗變項等，是值得

深入探討，也可同時了解與其生涯自我效能

之間關係。

肆、結論與建議�

以下歸納本研究之主要發現與並針對研

究發現提出具體建議。

一、結論�

依據研究目的將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分述

如下。

（一） 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生涯發

展，在性別、教育階段及資優類別上，

達顯著差異。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

認識，男性資優學生較女性資優學生

得分較高；人文資優學生較數理資優

學生得分較高。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

涯探索，國中女性資優學生較國中男

性資優學生得分較高；男性高中資優

學生較男性國中資優學生得分較高；

女性高中資優學生較女性國中資優學

生得分較高。在生涯發展分向度生涯

規劃，男性資優學生較女性資優學生

得分較高；高中資優學生較國中資優

學生得分較高。

（二） 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生涯自

我效能，在性別、教育階段上，達顯

著差異。男性資優學生較女性資優學

生生涯自我效能得分較高；高中資優

學生較國中資優學生生涯自我效能得

分較高。

（三） 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生涯阻

礙，在性別、教育階段及資優類別上，

達顯著差異。在生涯阻礙分向度資優

表 4　中介效果摘要

生涯自我效能（E） 生涯發展（D）

M1 M2

自變項

生涯阻礙（B）    -.147** -.194*** -.084*

生涯自我效能（E）  .748***

R2     .022  .038  .584

調整 R2     .020  .036  .583

F 值 10.716** 18.938*** 338.940***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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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效應，高中數理男性資優學生較

高中數理女性資優學生覺知阻礙程度

為高；女性數理國中資優學生較女性

數理高中資優學生覺知阻礙程度為高；

女性國中數理資優學生較女性國中人

文資優學生阻礙程度為高；女性高中

人文資優學生較女性高中數理資優學

生阻礙程度為高。在生涯阻礙分向度

社會價值觀念，國中資優學生較高中

資優學生覺知阻礙程度為高。

（四） 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在生涯發

展與生涯自我效能有正向關係，在生

涯發展與生涯阻礙有負向關係，在生

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礙有負向關係，

且生涯自我效能在生涯阻礙與生涯發

展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二、建議

（一） 資優學生生涯輔導工作不容忽視，然

而如何有系統、有效率了解資優學生

生涯發展現況，實為重要。本研究之

自編量表，可供實務現場資優教師使

用，透過量表的施測與結果分析，俾

利資優教師了解學生相關生涯現況，

從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

展得分高低，綜合比較，並將納入資

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評量資料中，作

為教師擬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之依據。

（二）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學階段資優學生會

因性別、教育階段及資優類別背景變

項不同，在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

及生涯發展程度有所而不同，顯示資

優學生在生涯相關議題之多元性及差

異性。因此教師在針對資優學生進行

生涯輔導，必須敏銳覺察資優察學生

之差異，提供並滿足學生生涯輔導需

求，另外教師於設計生涯輔導相關課

程及活動，可以衡量本研究之結果，

針對學生需求設計個人或是小組生涯

輔導計畫至課程內容之中。

（三）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學階段資優學生生

涯自我效能越高，生涯發展程度越好，

然而目前相關生涯輔導課程及活動，

有關於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認識內容極

少，建議教師於設計生輔導課程及活

動時，可加入學生對於自我效能及生

涯自我效能的認識、體驗及培養活動，

增進學生對於自己生涯自我效能之覺

察及提升，進而促進學生生涯發展。

（四）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同時透過結合焦點

團體或是質性訪談方式，了解中學資

優學生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

涯發展脈絡具體的真實感受與觀感。

或可採用縱貫式研究方法或是追縱研

究方法，探討中學學術性向資優學生

其生涯阻礙、生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

展隨著生心理成熟之各層面轉變情形。

未來研究對象也可以擴增其資優類別，

或可以加入同教育階段之普通學生或

是不適應轉出資優班之資優學生，藉

以了解其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差異，

不適應轉出資優學生與生涯阻礙、生

涯自我效能及生涯發展之關連，為後

續針對資優學生輔導措施，提供依據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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