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了解高職學生在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

往經驗）、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對子

女的異性交往觀）、同儕關係（友誼影響、相互模仿、共同活動）等方面，

其對異性交往態度之影響情形。以台北市公私立高職學生共 1049 位青少年

為研究對象，採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收集，所使用的工具包括「高職學生異

性交往態度量表」、「高職學生同儕關係量表」；調查所得的資料以描述統計、

ｔ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

行資料處理。本章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結論，並依據研究結

果提出建議，作為家庭親子教育、學校兩性教育及日後研究者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壹、研究發現 

  茲將各研究假設之研究結果獲得支持與否，整理如表 5-1-1 研究假設之

檢定結果所示。由表 5-1-1 可知，本研究獲得部分支持者有：假設一、假設

二、假設三、假設四、假設五、假設六、假設七。由此可發現本研究之假設

大多數獲得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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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 

序號       假    設        檢定結果 是否支持 

一、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不同，其異性交往 
態度有顯著差異。 

1-1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性別」不同，其異性交往態度有 
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1-2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校別」不同，其異性交往態度有 
顯著差異。                     不顯著   駁斥 

1-3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年級」不同，其異性交往態度有 
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1-4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經驗」不同，其異性交 
往態度有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二、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不同，其異性交往態度 

有顯著差異。 

2-1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類型」不同，其異性交往態 
度有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2-2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父母婚姻關係」不同，其異性交 
往態度有顯著差異。                 不顯著   駁斥 

2-3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不同， 
其異性交往態度有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三、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其異性交往態度有 

顯著相關。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四、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不同，其同儕關係有 

顯著差異。 

4-1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性別」不同，其同儕關係有顯著 
差異。                       不顯著   駁斥 

4-2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校別」不同，其同儕關係有顯著 
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4-3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年級」不同，其同儕關係有顯著 
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4-4 台北市高職學生「異性交往經驗」不同，其同儕關係 
有顯著差異。                     顯著   支持 

 
五、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不同，其同儕關係有顯著 

差異。 
5-1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類型」不同，其同儕關係有 

顯著差異。                      不顯著   駁斥 
5-2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父母婚姻關係」不同，其同儕關 

係有顯著差異。                    不顯著   駁斥 
5-3 台北市高職學生的「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不同， 

其同儕關係有顯著差異。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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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1 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 

         假    設        檢定結果 是否支持 
 

六、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其同儕關係有顯 

著相關。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七、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與同儕 
關係不同會影響其異性交往態度。          部分顯著  部分支持 

 

一、研究結果未達顯著差異、相關或影響 

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為自

變項，異性交往態度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同「校別」對於異性交往

態度並未達顯著差異。 

以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

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為自變項，異性交往態度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

不同「父母婚姻關係」對於異性交往態度並未達顯著差異。 

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為自

變項，同儕關係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同「性別」對於同儕關係並未

達顯著差異。 

以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

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為自變項，同儕關係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

同「家庭類型」、「父母婚姻關係」對於同儕關係並未達顯著差異。 

 

二、研究結果僅部分達顯著差異、相關或影響 

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為自

變項，異性交往態度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同「性別」、「年級」、「異

性交往經驗」對於異性交往態度僅部分達顯著差異。 

以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

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為自變項，異性交往態度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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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家庭類型」、「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對於異性交往態度僅部分達

顯著差異。 

  以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其異性交往態度進行相關檢

定，僅部分達顯著相關。 

  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為自

變項，同儕關係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同「校別」、「年級」對於同儕

關係僅部分達顯著差異。 

  以高職學生的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

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為自變項，同儕關係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

同「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對於同儕關係僅部分達顯著差異。 

  以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其同儕關係進行相關檢定，僅

部分達顯著相關。 
  以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

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

往觀）、同儕關係（友誼影響、模仿、共同活動）為自變項，異性交往態度

為依變項，進行預測力的檢定，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同儕關係不同，

僅部分會影響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 

 

三、研究結果達顯著差異、相關或影響 

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為自

變項，同儕關係為依變項，進行差異檢定，不同「異性交往經驗」對同儕關

係達顯著差異。 

 

貳、結論 

  本研究從研究結果中之發現，進一步提出結論，茲將本研究結論分別敘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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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同儕關係與其異性交往態度之現況 

（一）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同儕關係現況 

台北市高職學生在「友誼影響」面向方面，有八成的高職學生對於事物

之態度、價值上傾向於易受到同儕的影響。 

    在「相互模仿」面向方面，有近八成高職學生對於事物之態度、價值或

行為上傾向於會模仿同儕。 

    在「共同活動」面向方面，有七成八以上高職學生常與同儕共同參加某

些活動。 

  整體而言，台北市高職學生同儕關係良好。 

 

（二）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現況 

  在「交往時機」面向方面，有七成以上高職學生傾向於同意在高中職階

段結交異性朋友。 

  在「約會開銷」面向方面，有五成以上高職學生較傾向於認同約會時的

各項開銷應由男女平均分擔。 

  在「主動性」面向方面，有八成以上高職學生傾向於認同女性也可以採

取主動積極的態度。 

  「公開程度」面向方面，七成以上高職學生對於自己結交異性朋友多願

意大方公開。 

  「婚前性行為」面向方面，有五成以上高職學生對於婚前性行為的態度

傾向於保守。 

  整體而言，台北市高職學生在異性交往態度的各面向傾向於開放，但在

「婚前性行為」態度面向上則傾向於保守。 

 

二、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之高職學生，在交往時機、約會開

銷、主動性、公開程度、婚前性行為態度之差異或相關情形 

經研究結果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性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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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其在交往時機、約會

開銷、主動性、公開程度、婚前性行為態度上有顯著差異或相關存在。 

進一步比較平均數後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趨向於開

放，男生較女生略為開放，高年級較低年級傾向於開放，有異性交往經驗者

又較無異性交往經驗者開放，生長於單親家庭者較生親家庭者傾向於開放，

認為父母對子女結交異性朋友持贊成或無所謂態度者較不贊成者開放，而高

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與異性交往態度之「交往時機」、「主動性」有相關。 

研究者推論原因可能是社會文化價值改變，高職學生的身心各方面發展

逐漸成熟以及生涯安排、規劃較為多元，因此，其異性交往態度傾向於開放。 

 

三、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之高職學生，在友誼影響、相互模

仿、共同活動之差異或相關情形 

經研究結果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父母

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其在友誼影響、相互模仿、共同

活動上有顯著差異或相關存在。 

進一步比較平均數後發現，台北市公立高職學生較私立高職學生傾向於

會彼此模仿，高三學生受友誼影響與相互模仿的情形較高一、高二學生為偏

低，有異性交往經驗者其在同儕關係各面向上的互動均較無異性交往經驗者

良好，認為父母不贊成子女結交異性朋友的高職生較少相互模仿，也不常參

加同儕間的活動，而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也與「友誼影響」、「共同活動」

有相關。 

    可能是不同的同儕團體有不同的行為標準、價值觀、經驗與生活方式，

團體能滿足其成員，給予情緒上的支持，讓其成員有歸屬感。因此，同儕在

青少年階段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青少年與同儕之間也多能有良性互動。 

 

四、不同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同儕關係，在交往時機、約會開

銷、主動性、公開程度以及婚前性行為態度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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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

家庭類型、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友誼影響、相互模仿、

共同活動不同，能夠預測其對交往時機、約會開銷、主動性、公開程度以及

婚前性行為的態度。 

  進一步分析、比較後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同儕關係對於其異性交往

態度最有預測力。研究者推論原因可能是青少年在學校與同儕相處的時間較

父母手足為長，因此，不論是良好或不良的人際互動都會對青少年產生影

響，或甚而進一步影響其異性交往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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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的發現與討論，提出幾點建議，期望能對家庭親子教育、

對教育相關機構及未來研究有所助益。 

 

壹、對高職學生的建議── 

高職學生宜認真學習異性交往有關的課題 

  依據本研究結果發現 71.8%以上高職學生傾向於同意在高中職階段結

交異性朋友，可能是青少年除了嚮往戀愛的甜蜜以外，異性朋友對自己而言

是一種肯定、是同儕間的比較或炫耀、可以彼此聊天相互支持、可尋找家中

無法提供的關心與歸屬。然而在結交異性朋友的過程中應學習與異性朋友彼

此真誠對待、相互尊重、有效溝通。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有 54.4%以上

高職學生對於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傾向於保守，但這也顯示有近半數的高職學

生傾向於開放，故研究者認為同儕間的影響、模仿或外在環境的引誘等因素

相當值得關切。 

  此外，父母關心子女結交異性朋友，原因是擔心子女不能專心唸書，功

課退步或未婚懷孕，因此，有的父母直接反對，有的父母經由民主溝通，讓

子女了解自己的憂慮。由於人受到成長背景與社會環境的影響，態度與價值

觀差異很大，故有關異性交往的重要課題除了學習兩性間的相處、溝通技巧

之外，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子女對於父母的三令五申、反對子女異性交往時，

千萬不要一意孤行，應與父母多溝通，參考父母所給予的意見，想清楚自身

的原則與行為的後果，相信最後一定會得到父母的支持，並有新的成長或令

人滿意的結局。 

 

貳、對教育相關機構的建議── 

一、積極發展性別教育之課程規劃與方案，開設相關課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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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生與家長 

  由研究結果發現，男生、高三學生、有異性交往經驗的高職學生對異性

交往各方面的態度均持開放的態度，顯示女生、高一學生、沒有異性交往經

驗的高職學生對異性交往各方面的態度傾向於保守。此外，高三學生與有異

性交往經驗的高職學生，其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均較高一、高二學生

與無異性交往經驗的高職學生持開放的態度。然而整體而言，異性交往態度

中「婚前性行為」的平均得分仍略低於理論中點，表示高職學生對於婚前性

行為的態度稍微趨向保守。但為了避免學生有過度放縱的「婚前性行為」，

學校應規劃相關課程以引導學生。 

  目前教育當局積極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為了對兩性有正確了解、學習理

性溝通與協調以及突破性別角色的限制，學校應正視與了解兩性相處的實際

狀況，開設相關課程，包括：良好的人際關係、兩性相處公平互惠互相體諒

的原則、兩性關係的經營重點、分手藝術、兩性教育或危機處理等，以協助

學生能建立正確而健康的兩性交往模式。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台北市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部分會因其家

庭社經地位與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不同而有顯著差異或相關，這顯示出

家庭對子女的異性交往態度有其一定的影響力。高職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愈

高，其對結交異性朋友的態度愈開放，反之，則保守。其實，父母可多參加

演講、座談或閱讀相關書籍以加強吸收此方面相關的新知或技巧，或花時間

藉著自身經驗、影視劇情、新聞事件等經由機會教育而與子女溝通兩性、婚

姻相關議題、分析利弊得失、行為後果與責任承擔，勿重蹈他人覆轍，以柔

性說理取代威權禁錮，勿一昧採取限制或禁止的態度，「民主而不放縱，引

導而不禁止」，讓子女願意敞開心門與父母溝通，學習如何與異性相處。 

  因此，建議學校多舉辦親子兩性主題的演講、家庭溝通、親子座談等，

宣導父母之間對子女的管教、溝通應該一致，親子間宜建立良性的互動模

式，同時也鼓勵子女有問題應與父母討論，以宣導正向積極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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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同儕團體的力量 

  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同儕對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頗具預測力，並且

傾向於開放，故同儕團體對於青少年異性交往的態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學

校或相關教育單位可以設計有關的課程，根據實施對象的特性，先對一部分

同儕施以相關訓練與技能研習，再經由這些同儕去帶領相關活動，並且可經

由正式課程運用團體的影響力，改變參與者的態度和行為，且課程之外也能

應用非正式管道傳佈訊息給他人。 

  如此在實施方式上善用同儕團體的力量，以達到培養正確異性交往態度

的目的。同時，當所接觸的同儕所表現之態度、行為較一致時，青少年的異

性交往態度也較易於持久與一致。 

 

參、對未來研究進一步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限於研究者時間、人力、物力，僅以台北市公私立高職一、二、

三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高中及五專學生。將來在推論時，僅限於

台北市地區，而無法推論涵蓋此時期的全部學生。此外，本研究僅以學生知

覺為調查對象，然研究者疑慮，學生之知覺是否真為家長的態度？且忽略對

家長的調查資料是否會對研究結果造成顯著影響。因此，未來建議可作全台

之北、中、南、東四區的比較探討，同時未來的研究可以擴大至大學生，乃

至國中生，做跨年級的差異比較，或改變問卷填寫對象，分為學生、父母親

兩組做對照，或許更能闡釋本研究的內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屬初探性研究，故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量表─「台北市高

職學生同儕關係與其異性交往態度量表」來分析相關因素較為客觀，但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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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是統計上的數字，而對研究現象與個人內心世界無法深入探索與了解，

所以有必要輔以質性研究，以深入了解個體異性交往情形與因異性交往引起

情緒感受的內涵，因此，建議未來研究中可增加晤談法、觀察法或縱貫研究

法，以便深入了解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與改變，及其父母心中的想法，

並作為量表修正的參考，如：增加或修正題目的內涵與多樣性，以增加信、

效度，使量表更趨於完整。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在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同儕關係

與異性交往態度之間的關係，研究者以多元迴歸分析後發現，多數因素對異

性交往態度之間的預測力頗高。可知高職學生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以

及同儕關係應是影響其異性交往態度的重要因素之一，不過，仍有少部分因

素之預測力不算高，可能尚有其他更重要的影響因素還未發現。 

  因此，未來的研究可針對家庭方面的其他因素，如：親子依附關係、家

庭價值觀、社會中保守文化的規範、影視書報媒體的影響、網路的使用等，

探討其與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的關係，如此當更能了解影響青少年異性交往

態度的因素。 

  在背景變項上本研究僅取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來探討，未

來可加入人格變項、學校類別、就讀科別等，以多方探討其間的關連性。 

  另外，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的概念複雜而多元，其所牽涉到的類目變項

甚多，本研究僅取有關異性交往的時機、約會開銷、主動性、公開程度以及

婚前性行為等五部分為範疇，未來可以擴大異性交往態度的類別，如：對異

性朋友的選擇、合宜的交往態度、對婚姻的期待等，如此，才能對青少年的

異性交往態度有更全盤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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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過程，因受限於人力、物力與時間等因素，所呈現的研究限制如

下： 

 

壹、研究對象限制 

  本研究僅以台北市公私立高職一、二、三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並未包

含高中及五專學生。將來在推論時，僅限於台北市地區，而無法推論涵蓋此

時期的全部學生。 

  本研究為了顧及樣本施測以及問卷回收之有效性，經由研究者本身之人

脈關係，以立意取樣方式進行學校抽測與問卷發放，而非隨機取樣。 

 

貳、變項限制 
  影響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的變項可能很多，如：個人人格特質、個人

背景因素、家庭因素、同儕關係或社會環境等。在解釋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

度方面，本研究僅取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

家庭因素（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

往觀）、同儕關係（友誼影響、相互模仿及共同活動）為研究的自變項，其

他可能變項則未加以探討。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的概念複雜而多元，其所

牽涉之變項類目甚多，本研究僅取交往時機、約會開銷、主動性、公開程度

以及婚前性行為等五部分為範疇，其他可能的變項，如：對異性朋友的選擇、

合宜的交往態度、對婚姻的期待等則未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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