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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三峽地區國中生自尊與健康危害

行為現況，及兩者間的相關性，並探討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

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自尊及健康危害行為的預測力。依據研究

目的與假設，將收集的資料整理、分析，最後並綜合討論。分為

下列六節加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自尊與健康危

害行為現況。 

二、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間的關係 

三、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間的關係 

四、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健康危害行為間的關係 

五、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自尊、健康危害行為的

預測情形。 

 

第一節 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 

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現況 

    本節分為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自尊與健康危

害行為等四部份敘述之。 

 

壹、個人背景因素 

    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的分佈狀況，包括性別、年級、學業

成就、家庭結構及父母教育程度，結果如表 4-1-1 所示。 

  一、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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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的性別分佈，男生 257 人（50.4％），女生 253 人

（49.6％），男略多於女。 

  二、年級 

    研究對象的年級分佈，七年級 164 人（32.2％），八年級 146

人（28.6％），九年級 200 人（39.2％），九年級人數略多於七、

八年級。 

  三、學業成就 

    研究對象在學業成就的分佈上，前段 1/3 有 166 人（32.5

％）、中段 1/3 有 205 人（40.2％）、後段 1/3 有 139 人（27.3

％）。 

  四、家庭結構 

    研究對象父母的婚姻狀況，屬婚姻完整者有424人（83.1

％）、父母屬分居或離婚者有68人（13.3％）、父母有一方去世

者有14人（2.7％）、其他狀況者有4人（0.8％）。後續探討家

庭結構與其他變項間的關係時，重新歸為「家庭結構完整」與「家

庭結構不完整」兩大類。後者包括父母分居或離婚及父母有一方

去世者，共有82人（16.0％）。另外，其他狀況者有4人，有些

勾選而未說明，亦有隔代教養而未寫明家庭結構者，因無從區

別，故不列入統計。 

  五、父母教育程度 

    研究對象父親的教育程度在國小以下有 364 人（71.4％）、

國高中職有 82 人（16.1％）、大專以上有 62 人（12.2％）、不

知的有 2人（0.4％）。母親的教育程度在國小以下有 396 人（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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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職有 56 人（11.0％）、大專以上有 55 人（10.8％）。

另外，不知道的有 3 人（0.6％），因無從區別，故不列入統計。

結果顯示，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均以國小以下為最多。 

 

貳、重要他人情感關係 

    研究對象的重要他人情感關係結果如表 4-1-1 所示，以下分

別說明之。 

一、 母親情感關係 

統計結果發現，研究對象與母親情感關係的平均得分為

27.31（標準差 7.75），各題平均得分 2.73，高於中間值 2.5，

顯示研究對象與母親情感關係為中間偏向親密的情形。 

二、 父親情感關係 

    統計結果發現，研究對象與父親情感關係的平均得分為

24.10（標準差 7.91），各題平均得分 2.41，低於中間值 2.5，

顯示研究對象與父親情感關係為中間偏向疏離的情形。 

三、 導師情感關係 

    統計結果發現，研究對象與導師情感關係的平均得分為

28.62（標準差 6.66），各題平均得分 2.86，高於中間值 2.5，

顯示研究對象與導師情感關係為中間偏向親密的情形。 

四、 同儕情感關係 

    統計結果發現，研究對象與同儕情感關係的平均得分為

19.81（標準差 3.61），各題平均得分 3.30，高於中間值 2.5，

顯示研究對象與同儕情感關係為中間偏向親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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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可知，研究對象與四類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多屬中間偏

親密程度，只有與父親情感關係為中間偏疏離，且以與同儕情感

關係最親密，其次為與導師情感關係。 

 

表 4-1-1 研究對象之個人背景因素及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分佈情形（N=510）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 257 50.4     

女 253 49.6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七年級 164 32.2     

八年級 146 28.6     

九年級 200 39.2     

學業成就學業成就學業成就學業成就                            

前 1/3 166 32.5     

中 1/3 205 40.2     

後 1/3 139 27.3     

家庭結構家庭結構家庭結構家庭結構                            

完整 424 83.1     

不完整 82 16.0     

其他 4   .8     

父教育程度父教育程度父教育程度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364 71.4     

國高中職 82 16.1     

大專以上 62 12.2     

不知 2   .4     

母教育程度母教育程度母教育程度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396 77.6     

國高中職 56 11.0     

大專以上 55 10.8     

不知 3   .6     

重要他人情感關係重要他人情感關係重要他人情感關係重要他人情感關係          

母親情感關係   27.32 7.75 10 40 

父親情感關係   24.10 7.91 10 40 

導師情感關係   28.63 6.66 10 40 

同儕情感關係   19.81 3.61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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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尊 

    本研究採用林杏足（2003）編制之青少年自尊量表，以瞭解

研究對象的自尊現況，總量表下含十五個基本量尺。每項基本量

尺各有6題，得分在6-36分之間，題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此層面

的自尊越正向。總量表及各量尺的得分如表4-1-2所示，而各題

的得分狀況，請見附錄五。 

  一、總量表 

    統計結果發現，研究對象的自尊總量表平均得分361.96（標

準差53.24），題平均得分4.02，高於中間值3.5，顯示研究對象

整體自尊呈現中間偏正向的狀況。 

  二、十五個基本量尺 

基本量尺包含學業能力感、生理能力感、人際能力感、家

庭能力感、學業控制感、無力感、掌控感、家庭控制感、學業價

值感、生理價值感、人際價值感、家庭價值感、外在認可、內在

評價及絕對標準十五項，各項基本量尺題平均得分從3.54到

4.37，皆高於中間值3.5，顯示研究對象在十五項基本量尺的得

分皆呈現中間偏正向的狀況。 

    綜合以上結果可知，無論是研究對象的自尊總分或基本量

尺，皆高於中間值，也就是呈現中間偏正向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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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研究對象在青少年自尊量表上的得分情形（N=510）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題平均值 

基本量尺 

  學業能力感    22.53     5.06      6.00      36.00      3.75 

  生理能力感    23.35     5.66      7.00      36.00      3.89 

  人際能力感    25.51     4.88      9.00      36.00      4.25 

  家庭能力感    24.02     5.77      7.00      36.00      4.00 

  學業控制感    23.41     5.68      7.00      36.00      3.90 

  無力感        26.22     5.17     10.00      36.00      4.37 

  掌控感        24.19     4.29      7.00      36.00      4.03 

  家庭控制感    25.00     6.16      6.00      36.00      4.17 

  學業價值感    24.85     5.92      6.00      36.00      4.14 

  生理價值感    25.08     5.47     11.00      36.00      4.18 

  人際價值感    22.26     5.31      6.00      36.00      3.71 

  家庭價值感    25.73     7.23      6.00      36.00      4.29 

  外在認可      21.22     5.05      6.00      36.00      3.54 

  內在評價      23.68     4.53      9.00      36.00      3.95 

  絕對標準      24.92     5.03      7.00      36.00      4.15 

  整體自尊      361.96   53.24    223.00     516.00      4.02  

 

肆、健康危害行為 

    本研究測量研究對象 32 項健康危害行為出現的頻率，分數

越高即代表該項健康危害行為出現的頻率越高，結果如表 4-1-3

所示。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之平均值 56.22（標準差 10.02），題平

均值 1.76，低於中間值 2.5，表示研究對象出現健康危害行為的

頻率屬中間偏低的情形。進一步檢視各項健康危害行為出現的狀

況，其中得分高於中間值 2.50 的有：吃速食、泡麵或西式漢堡；

憋尿；熬夜；一天連續看電視、打電腦或電動 2小時以上；講髒

話；姿勢不正等 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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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3 研究對象之健康危害行為現況分佈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變項 平均值 標準差 

不健康生活習慣      蓄意傷害行為   

 一天連續看電視、打電

腦或電動 2小時以上 

3.26 0.96  講髒話 2.67 0.96 

熬夜 2.93 0.87  常在階梯上跑跳追逐 2.18 0.9 

吃速食、泡麵或西式漢堡 2.84 0.64  曾經想要自殺 1.65 0.92 

憋尿 2.61 0.74  和別人打架 1.41 0.64 

姿勢不正 2.59 0.98  故意破壞公務 1.39 0.65 

挑食 2.32 1.03  對別人做性方面的攻擊

或傷害 

1.36 0.68 

不吃早餐 1.95 0.94  欺負同學或勒索同學 1.2 0.52 

上完廁所及吃東西前未

洗手 

1.42 0.7  攜帶刀械或危險物品 1.11 0.42 

違反常規行為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頂撞師長或父母 2.28 0.87  狂飲酒 1.2 0.53 

說謊或不誠實 2.26 0.67  參加不良幫派 1.13 0.45 

生氣時摔東西 2.11 0.95  與異性有性交關係 1.08 0.39 

考試時作弊 1.74 0.74  嚼檳榔 1.04 0.25 

講黃色笑話 1.68 0.82  吸毒 1.02 0.15 

看 A 片或色情刊物 1.5 0.74     

偷東西 1.25 0.49     

尋求刺激行為       

騎摩托車 1.35 0.72     

穿著或髮型怪異 1.28 0.63     

吸菸 1.23 0.57     

蹺課或逃學 1.21 0.52  總分 56.22 10.02 

 

第二節   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的關係 

    根據研究目的三來探討研究對象的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間

的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一：「研究對象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有

顯著相關」。 

    由表 4-2-1 可知，研究對象的整體自尊與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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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7，p<.001）為負相關，顯示整體自尊越高，則整體健

康危害行為頻率越低。相關係數絕對值在.40 以下，屬低度相關。

（吳明隆，2006）再看五類健康危害行為與整體自尊的關係發

現，其與蓄意傷害行為（r=-0.24，p<.001）、違反常規行為

（r=-0.38，p<.001）、尋求刺激行為（r=-0.11，p<.05）及不

健康生活習慣（r=-0.35，p<.001）等四類健康危害行為間顯著

負相關，但與物質濫用/幫派/性交類行為間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

相關，顯示健康危害行為中只有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較不受

整體自尊所影響。 

    進一步探討 15 項自尊基本量尺與整體健康危害行為間的相

關。整體健康危害行為與多數自尊量尺有顯著相關，只有與內在

評價、絕對標準、人際能力感間未達統計上之顯著相關。另一方

面，五類健康危害行為與 15 項自尊基本量尺的關係方面，學業

能力感、學業控制感、學業價值感、家庭控制感、家庭價值感等

5 項與五類健康危害行為皆為負相關，而家庭能力感與物質濫用/

幫派/性交類行為相關較弱；絕對標準與內在評價則與五類健康

危害行為間的關係均未達顯著。以上結果顯示個人如在學業、家

庭自尊較高，則出現五類健康危害行為頻率皆較低，而個人是否

有內在標準或絕對標準來評斷自我，則與健康危害行為無顯著相

關。另外，不健康生活習慣與 13 項自尊量尺間有顯著相關，只

有絕對標準與內在評價未達顯著水準；而物質濫用/幫派/性交僅

與學業能力感（r=-0.13，p<.001）、學業控制感（r=-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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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學業價值感（r=-0.12，p<.05）、家庭價值感（r=-0.13，

p<.001）、家庭控制感（r=-0.12，p<.01）等 5項自尊基本量尺

有顯著相關。顯示健康危害行為中，不健康生活習慣較受多方面

的自尊所影響，而物質濫用/幫派/性交類行為則只受家庭、學業

兩方面自尊所影響。 

 

表 4-2-1 自尊與健康危害行為現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 

變項 整體健康

危害行為 

蓄意傷害 

行為 

物質濫用/

幫派/性交 

違反常規

行為 

尋求刺激行

為 

不健康生

活習慣 

整體自尊 -.37*** -.24*** -.07 -.38*** -.11* -.35*** 

家庭能力感 -.29*** -.25*** -.08 -.29*** -.11* -.23*** 

身體能力感 -.14** .03 .01 -.16*** .06 -.28*** 

學業能力感 -.28*** -.23*** -.13*** -.24*** -.18*** -.20*** 

人際能力感 -.08 -.08 .01 -.07 .08 -.11*** 

學業控制感 -.38*** -.32*** -.15*** -.35*** -.25*** -.27*** 

家庭控制感 -.36*** -.26*** -.12** -.36*** -.16*** -.31*** 

掌控感 -.22*** -.19*** -.01 -.23*** -.02 -.20*** 

無力感 -.20*** -.08 .01 -.20*** .02 -.27*** 

人際價值感 -.17*** -.10* .01 -.18*** .00 -.20*** 

家庭價值感 -.40*** -.26*** -.13*** -.44*** -.18*** -.33*** 

學業價值感 -.44*** -.30*** -.12* -.45*** -.20*** -.37*** 

生理價值感 -.27*** -.11* .01 -.29*** -.02 -.34*** 

外在認可 -.16*** -.06 .07 -.21*** .00 -.20*** 

絕對標準 -.03 -.03 .06 -.07 .05 -.04 

內在評價 -.03 -.05 -.04 -.03 .00 -.01 

 

第三節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的關係 

   本節分兩部份呈現統計之結果，相關統計值如表 4-3-1 至表

4-3-7 。 

壹、 個人背景因素與自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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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目的四，探討研究對象的個人背景因素與自尊的關

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二：「研究對象的自尊會因個人背景因素之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一、性別 

    由表 4-3-1 可知，在自尊總分方面，男生和女生並無顯著差

異（t=1.17，p> .05）。而十五項分量表得分上，只有身體能力

感（t=6.26，p< .001）及生理價值感（t=5.05，p< .001）兩項，

男生的得分高於女生，達統計之顯著水準，其餘 13 項均未達統

計上的顯著差異。換言之，男、女生只在身體能力感及生理價值

感兩層面有所不同。 

 

    表 4-3-1  男、女生自尊差異 t檢定 
男生（n=257） 女生（n=253）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整體自尊 264.70 25.56 259.19 53.88 1.17 
家庭能力感 23.75 5.55 24.30 5.99 -1.08 
身體能力感 24.84 5.64 21.82 5.26 6.26*** 
學業能力感 22.51 5.09 22.55 5.04 -.11 
人際能力感 25.28 5.11 25.75 4.64 -1.07 
學業控制感 23.18 5.66 23.65 5.70 -.95 
家庭控制感 24.86 5.87 25.13 6.46 -.49 

掌控感 24.24 4.49 24.14 4.08 .25 
無力感 26.59 5.13 25.84 5.18 1.63 

人際價值感 22.26 5.73 22.27 4.87 -.02 
家庭價值感 26.35 6.86 25.09 7.54 1.97 
學業價值感 25.00 5.82 24.70 6.03 .57 
生理價值感 26.26 5.51 23.87 5.17 5.05*** 
外在認可 21.44 4.99 20.99 5.12 1.01 
絕對標準 24.79 4.74 25.06 5.31 -.60 
內在評價 23.35 4.68 24.02 4.32 -1.66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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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由表 4-3-2 可知，整體自尊會因年級的不同而有差異

（F=4.06，p<.05）；進一步薛費氏事後檢定發現，七年級生的

整體自尊較九年級生為高。 

    再就 15 項分量表得分來看，家庭能力感（F=3.81，p< .05）、

身體能力感（F=4.71，p< .01）、學業能力感（F=4.77，p< .01）、

學業控制感（F=8.36，p<.001）、家庭控制感（F=3.06，p< .05）、

家庭價值感（F=3.82，p< .05）、學業價值感（F=4.44，p< .05）、

絕對標準（F=4.83，p< .01）等 7項會因年級而有不同。進一步

進行事後比較可知，七年級生的家庭能力感、身體能力感、學業

能力感、學業控制感、家庭價值感、學業價值感等六層面的得分，

顯著高於九年級生，其中學業控制感量尺分數上，七、八年級均

大於九年級。只有在絕對標準量尺分數上九年級大於七年級。其

餘八項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三、學業成就 

    由表 4-3-3 可知，在整體自尊部份，會因學業成就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存在（F=22.48，p< .001）；進一步薛費氏事後檢

定發現，學業成就前段者整體自尊高於學業成就中、後段者，且

中段者亦高於後段者。 

    在自尊的個別量尺上，研究對象除了身體能力感、生理價值

感、絕對標準三項在統計上無顯著差異外，其餘 12 項皆達顯著

差異水準。再由 Scheffe 事後檢定，可看出學業成就前段者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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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能力感上，高於學業成就後段者，且在學業能力感、學業控制

感、學業價值感、家庭控制感、家庭價值感、人際價值感、內在

評價等 7項上高於學業成就中、後段者。學業成就中段者在學業

能力感、學業控制感、學業價值感、人際能力感、人際價值感、

掌控感、無力感、內在評價等 8項上高於學業成就後段者。但學

業成就後段者的外在認可高於學業成就前段者。 

 

  表 4-3-2 年級與自尊現況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七年級¹ 

（n=164） 
八年級² 

（n=146） 
九年級³ 

（n=200）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自尊 370.95 58.79 361.29 51.76 355.10 48.50 4.06* 1>3 

家庭能力感 25.01 6.01 23.77 6.21 23.39 5.11 3.81* 1>3 

身體能力感 24.15 5.61 23.71 5.70 22.42 5.55 4.71** 1>3 

學業能力感 23.47 5.47 22.41 4.99 21.85 4.65 4.77** 1>3 

人際能力感 25.63 4.97 25.71 4.87 25.28 4.83  .40  

學業控制感 24.87 6.10 22.95 5.61 22.56 5.15 8.36*** 1>2、1>3 

家庭控制感 25.97 6.32 24.46 6.57 24.59 5.63 3.06*  

掌控感 24.49 5.04 24.45 4.17 23.76 3.64 1.70  

無力感 26.54 5.58 26.37 5.28 25.84 4.70  .92  

人際價值感 22.59 6.07 22.13 5.30 22.10 4.63  .44  

家庭價值感 26.95 7.31 25.51 7.40 24.89 6.92 3.82* 1>3 

學業價值感 25.92 6.26 24.69 5.70 24.09 5.68 4.44* 1>3 

生理價值感 25.73 5.62 25.03 5.27 24.58 5.45 1.99  

外在認可 21.95 5.80 20.86 4.67 20.88 4.61 2.54  

絕對標準 23.96 5.17 25.13 4.85 25.56 4.94 4.83** 3>1 

內在評價 23.73 4.78 24.11 4.67 23.34 4.19 1.25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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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學業成就與自尊差異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前段 1/3¹ 

（n=166） 

中段 1/3² 

（n=205） 

後段 1/3³ 

（n=139）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自尊 380.02 55.06 361.82 50.32 340.61 47.28 22.48*** 1>2 ,1>3 

2>3 

家庭能力感 25.08 5.79 24.00 5.66 22.78 5.69  6.14** 1>3 

身體能力感 23.52 5.45 23.66 5.40 22.67 6.22  1.40  

學業能力感 25.49 4.55 22.44 4.11 19.13 4.75 77.77*** 1>2 ,1>3 

2>3 

人際能力感 25.93 5.11 25.84 4.73 24.53 4.70  3.92* 1>2 ,2>3 

學業控制感 26.37 5.83 23.10 5.03 20.34 4.57 51.69*** 1>2 ,1>3 

2>3 

家庭控制感 26.66 6.01 24.72 6.14 23.42 5.93 11.28*** 1>2 ,1>3 

掌控感 25.07 4.51 24.50 3.68 22.68 4.49 13.19*** 1>3 ,2>3 

無力感 27.16 4.88 26.50 4.88 24.67 5.58  9.66*** 1>3 ,2>3 

人際價值感 23.77 5.56 22.13 4.67 20.66 5.43 13.72*** 1>2 ,1>3 

2>3 

家庭價值感 27.60 6.76 25.26 7.40 24.18 7.07  9.52*** 1>2 ,1>3 

學業價值感 26.89 6.09 24.81 5.66 22.48 5.18 22.74*** 1>2 ,1>3 

2>3 

生理價值感 25.70 5.43 25.03 5.57 24.40 5.33  2.15  

外在認可 20.51 5.41 21.26 4.93 21.99 4.69  3.32* 3>1 

絕對標準 25.23 5.03 24.84 4.97 24.67 5.12   .51  

內在評價 25.06 4.26 23.71 4.33 22.01 4.60 18.39*** 1>2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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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庭結構 

   由表 4-3-4 可知，除身體能力感、人際能力感、生理價值感、

外在認可、絕對標準及內在評價六項外，整體自尊及其餘 9項量

尺自尊皆達顯著差異，可見研究對象的自尊會因家庭結構是否完

整而有差異存在，且家庭結構完整者的整體自尊和 9項分量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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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高於家庭結構不完整者。 

  表 4-3-4 家庭結構與自尊現況 t檢定 

完整（n=424） 不完整（n=82）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整體自尊 364.92 53.08 346.82 52.89 2.83** 

家庭能力感 24.32 5.70 22.46 5.88 2.69** 

身體能力感 23.43 5.58 22.90 6.09 .77 

學業能力感 22.90 5.04 20.61 4.87 3.80*** 

人際能力感 25.54 4.78 25.41 5.50 .21 

學業控制感 23.78 5.68 21.54 5.44 3.30** 

家庭控制感 25.27 6.07 23.67 6.51 2.16* 

掌控感 24.35 4.16 23.27 4.89 2.10* 

無力感 26.47 5.02 24.94 5.77 2.47* 

人際價值感 22.58 5.12 20.57 6.06 2.82** 

家庭價值感 26.06 7.17 24.20 7.50 2.14* 

學業價值感 25.20 5.85 23.13 6.10 2.90** 

生理價值感 25.21 5.51 24.41 5.30 1.20 

外在認可 21.11 5.11 21.68 4.83 -.93 

絕對標準 24.89 5.04 24.98 5.08 -.14 

內在評價 23.79 4.53 23.04 4.54 1.39 

 

  五、父母的教育程度 

    以下就父親與母親的教育程度分別敘述。 

（一）父親的教育程度 

    由表 4-3-5 可知，就整體自尊而言，會因父親教育程度的不

同而有顯著的差異（F= 5.14，p< .01）。進一步 Scheffe 事後

檢定發現，父親教育程度為國、高中職及國小以下程度者，高於

父親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 

    就自尊量尺來看，研究對象的學業能力感（F=10.00，

p< .001）、人際能力感（F=11.09，p< .001）、學業控制感（F=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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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1）、掌控感（F= 5.11，p< .01）、無力感（F=4.43，p< .05）、

學業價值感（F=4.86，p< .01）、人際價值感（F= 3.11，p< .05）

之得分，會因父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事

後檢定後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國、高中職及國小以下程度者，其

學業能力感、人際能力感、無力感、人際價值感 4項，高於父親

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父親教育程度國、高中職者，其學業控

制感、學業能力感高於父親教育程度為國小以下程度者，且在掌

控感、學業價值感及學業控制感 3項上，高於父親教育程度為大

專以上者。 

 

表 4-3-5 父親的教育程度與自尊現況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國小以下¹ 

（n=364） 

國高中職²

（n=82） 

大專以上³

（n=62）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自尊 362.93 52.93 371.82 55.85 343.79 48.40 5.14** 1>3,2>3 

家庭能力感 24.02 5.84 24.83 5.75 22.89 5.35 2.00  

身體能力感 23.40 5.82 23.30 4.79 23.10 5.86  .08  

學業能力感 22.48 5.00 24.26 5.02 20.52 4.84 10.00*** 1>3,2>1,2>3 

人際能力感 25.78 4.81 26.34 4.83 22.89 4.64 11.09*** 1>3,2>3 

學業控制感 23.28 5.60 25.01 6.23 22.05 5.09 5.20** 2>1,2>3 

家庭控制感 25.21 6.15 24.94 6.65 23.85 5.49 1.30  

掌控感 24.19 4.31 25.20 4.40 22.90 3.74 5.11** 2>3 

無力感 26.41 5.11 26.78 4.91 24.45 5.50 4.43* 1>3,2>3 

人際價值感 22.33 5.29 23.29 5.73 20.55 4.58 4.86** 1>3,2>3 

家庭價值感 25.91 7.41 25.85 7.09 24.45 6.35 1.09  

學業價值感 24.90 5.77 25.82 6.46 23.35 5.88 3.11* 2>3 

生理價值感 25.31 5.55 25.04 5.14 23.77 5.40 2.10  

外在認可 21.11 5.02 21.60 5.17 21.24 5.16  .31  

絕對標準 24.98 5.13 25.32 4.82 24.26 4.62  .81  

內在評價 23.61 4.55 24.24 4.51 23.52 4.39  .7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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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親的教育程度 

   由表 4-3-6 可知，就自尊而言，會因母親教育程度的不同而

有顯著的差異（F=6.24，p<.01）。進一步 Scheffe 事後檢定發

現，母親教育程度為國、高中職及國小以下程度者，高於母親教

育程度大專以上者。 

    就自尊量尺來看，研究對象的學業價值感（F=3.82，p< .05）、

學業能力感（F=13.52，p< .001）、人際能力感（F=7.85，p< .001）、

學業控制感（F=5.99，p< .01）、掌控感（F=6.09，p< .01）、

人際價值感（F=5.05，p< .01）、家庭能力感（F=3.93，p< .05）

七項之得分，會因母親教育程度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再以 Scheffe 事後檢定後發現，母親教育程度為國、高中職

及國小以下程度者，其學業能力感、人際價值感、人際能力感、

掌控感 4項，高於母親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母親教育程度國、

高中職者，其學業控制感、學業價值感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

以上者；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的研究對象其家庭能力感高於母

親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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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母親的教育程度與自尊現況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國小以下¹ 

（n=396） 

國高中職²

（n=56） 

大專以上³

（n=55）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

定 

整體自尊 363.46 52.72 373.70 59.07 340.13 46.48 6.24** 1>3,2>3 

家庭能力感 24.20 5.64 24.59 6.58 21.98 5.64 3.93* 1>3 

身體能力感 23.53 5.61 23.21 5.90 22.05 5.77 1.66  

學業能力感 22.76 4.87 23.93 5.17 19.42 5.30 13.52*** 1>3,2>3 

人際能力感 25.75 4.62 26.25 5.55 23.13 5.49 7.85*** 1>3,2>3 

學業控制感 23.43 5.61 25.25 6.23 21.55 5.23 5.99** 2>3 

家庭控制感 25.11 6.21 25.77 6.52 23.64 5.29 1.85  

掌控感 24.27 4.27 25.30 4.44 22.55 3.99 6.09** 1>3,2>3 

無力感 26.27 5.20 27.00 4.76 25.31 5.25 1.51  

人際價值感 22.38 5.19 23.36 6.17 20.31 5.00 5.05** 1>3,2>3 

家庭價值感 25.92 7.28 25.46 7.79 24.60 6.36  .85  

學業價值感 24.92 5.82 26.16 6.23 23.11 6.02 3.82* 2>3 

生理價值感 25.21 5.47 25.27 5.25 24.02 5.75 1.18  

外在認可 21.12 4.94 22.05 5.59 21.04 5.44  .87  

絕對標準 24.90 5.01 25.82 5.36 24.38 4.73 1.22  

內在評價 23.68 4.45 24.27 4.63 23.05 5.03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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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的關係 

    根據研究目的四來探討研究對象自尊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

間的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二：「研究對象的自尊會因重要他人

情感關係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重要他人包括父親、母親、

導師及同儕，以下就此四者將結果分述之。 

  一、父親情感關係 

    由表 4-3-7 可知，研究對象和父親情感關係與整體自尊

（r=.40，p< .001）、家庭能力感（r=.47，p< .001）、身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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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r=.28，p< .001）、學業能力感（r=.27，p< .001）、人

際能力感（r=.15，p< .01）、學業控制感（r=.27，p< .001）、

家庭控制感（r=.37，p< .001）、掌控感（r=.24，p< .001）、

無力感（r=.23，p< .001）、人際價值感（r=.30，p< .001）、

家庭價值感（r=.46，p< .001）、學業價值感（r=.34，p< .001）、

生理價值感（r=.28，p< .001）、內在評價（r=.20，p< .001）

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而與絕對標準（r=-.13，p< .01）呈現顯

著的負相關。相關係數介於.47 至-.13，其中與家庭價值感、家

庭能力感、自尊的相關程度為中度相關，其餘為低度相關。 

    上述結果顯示，與父親情感關係越親密對自己整體自尊評價

越高，且其家庭能力感、身體能力感、學業能力感、人際能力感、

學業控制感、家庭控制感、掌控感、無力感、人際價值感、家庭

價值感、學業價值感、生理價值感、內在評價 13 項的得分也越

高，但絕對標準的分數卻會越低。只與十五個量尺中的外在認可

無關。 

  二、母親情感關係 

    由表 4-3-7 可知，研究對象和母親情感關係與整體自尊

（r=.53，p< .001）及家庭能力感（r=.64，p< .001）、身體能

力感（r=.28，p< .001）、學業能力感（r=.35，p< .001）、人

際能力感（r=.20，p< .001）、學業控制感（r=.39，p< .001）、

家庭控制感（r=.58，p< .001）、掌控感（r=.32，p< .001）、

無力感（r=.29，p< .001）、人際價值感（r=.3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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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價值感（r=.63，p< .001）、學業價值感（r=.38，p< .001）、

生理價值感（r=.29，p< .001）、內在評價（r=.25，p< .001）

13 項量尺，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64 至.20，其

中與整體自尊、家庭能力感、家庭價值感、家庭控制感的相關程

度為中度相關，其餘為低度相關。 

    上述結果顯示，與母親情感關係越親密對自己整體自尊評價

越高，且其家庭能力感、身體能力感、學業能力感、人際能力感、

學業控制感、家庭控制感、掌控感、無力感、人際價值感、家庭

價值感、學業價值感、生理價值感、內在評價的得分也越高。只

與十五個量尺中的外在認可及絕對標準無關。 

  三、導師情感關係 

    由表 4-3-7 可知，研究對象和導師情感關係，無論與整體自

尊或十五個基本量尺，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39

至.09，皆屬低度相關。 

  四、同儕情感關係 

    由表 4-3-7 可知，研究對象和同儕情感關係，無論與整體自

尊或十五個基本量尺，皆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54

至.15，其中整體自尊、人際能力感、家庭控制感、無力感、人

際價值感、學業價值感屬中度相關，其餘為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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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現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 

變項 父親情感關係 母親情感關係 導師情感關係 同儕情感關係 

整體自尊 .40*** .53*** .35*** .54*** 

家庭能力感 .47*** .64*** .23*** .27*** 

身體能力感 .28*** .28*** .13** .25*** 

學業能力感 .27*** .35*** .27*** .29*** 

人際能力感 .15** .20*** .12** .48*** 

學業控制感 .27*** .39*** .34*** .34*** 

家庭控制感 .37*** .58*** .29*** .43*** 

掌控感 .24*** .32*** .24*** .33*** 

無力感 .23*** .29*** .23*** .50*** 

人際價值感 .30*** .35*** .22*** .52*** 

家庭價值感 .46*** .63*** .29*** .37*** 

學業價值感 .34*** .38*** .39*** .49*** 

生理價值感 .28*** .29*** .19*** .35*** 

外在認可 .02 .06 .18*** .15** 

絕對標準 -.13** -.08 .09* .28*** 

內在評價 .20*** .25*** .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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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 

健康危害行為間的關係 

    本節將分成兩部份，分別探討個人背景因素與健康危害行

為，及重要他人情感與健康危害行為間的關係。以下分述之。 

 

壹、 健康危害行為與個人背景因素間的關係 

根據研究目的五來探討研究對象健康危害行為與個人背景

因素間的關係，並驗證研究假設三：「研究對象的健康危害行為

會因個人背景因素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結果詳述如下。 

一、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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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4-1 可知，以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來看，統計結果顯現

並無顯著差異（t=1.58，p>.05）。亦即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不

會因為性別的不同而有差異。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行為是否

因性別而有差異，結果顯示蓄意傷害行為（t=7.14，p＜ .001）、

尋求刺激行為（t=2.14，p＜ .05）、不健康生活習慣（t=-3.60，

p＜ .001）等三類會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其中，男生蓄意

傷害行為及尋求刺激行為出現的比率顯著高於女生。相反的，女

生不健康生活習慣出現比率顯著高於男生。而性別在物質濫用/

幫派/性交行為及違反常規行為上，並未顯著差異。 

 

      表 4-4-1 男、女生健康危害行為差異 t檢定 

男生（n=257） 女生（n=253）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6.91 10.57 55.51 9.39  1.58 

蓄意傷害行為 12.21 3.24 10.42 2.38  7.14***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54 1.35 5.37  .91  1.66 

違反常規行為 14.62 3.67 14.31 3.52   .99 

尋求刺激行為 5.22 1.84 4.91 1.49  2.14* 

不健康生活習慣 19.31 3.65 20.51 3.86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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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 

    由表 4-4-2 可知，以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來看，統計結果有顯

著差異（F=10.40，p<.001）；亦即研究對象的整體健康危害行

為，會因年級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

行為是否因年級不同而有差異，結果顯示違反常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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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91，p< .001）、尋求刺激行為（F=6.37，p< .01）、不

健康生活習慣（F=10.44，p< .001）三類會因年級不同而有顯著

差異。再由 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研究對象八、九年級生在違

反常規行為、尋求刺激行為及不健康生活習慣上高於七年級生。

換句話說，研究對象七年級生在違反常規行為、尋求刺激行為及

不健康生活習慣三類上出現頻率最低。 

 

表 4-4-2 年級與健康危害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七年級¹

（n=164） 

八年級²

（n=146） 

九年級³

（n=200）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3.35 10.09 57.23  9.81 57.83  9.64 10.40*** 2>1,3>1 

蓄意傷害行為 10.99  3.05 11.70  3.12 11.33  2.80  2.20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38  1.09  5.5   .95  5.49  1.33   .57  

違反常規行為 13.48  3.61 14.57  3.52 15.21  3.47 10.91*** 2>1,3>1 

尋求刺激行為  4.68  1.25  5.25  1.87  5.24  1.79  6.37** 2>1,3>1 

不健康生活習慣 18.83  3.89 20.21  3.43 20.57  3.81 10.44***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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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業成就 

    由表 4-4-3 可知，以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來看，統計結果有顯

著差異（F=6.27，p< .01）。亦即研究對象的健康危害行為會因

學業成就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事後檢定發現，

研究對象學業成就屬後段者，整體健康危害行為的出現頻率高於

學業成就前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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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行為與學業成就的關係，結果顯示

蓄意傷害行為（F=4.39，p< .05）、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F=14.47，p< .001）、尋求刺激行為（F=25.24，p< .001）三

類會因學業成就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再由 Scheffe 事後檢定發

現，研究對象學業成就屬後段者，蓄意傷害行為出現的頻率高於

學業成就前段者；研究對象學業成就後段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

為、尋求刺激行為出現的頻率高於學業成就中段者，且研究對象

學業成就中段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尋求刺激行為出現的頻

率高於學業成就後段者；顯示研究對象隨學業成就提高，物質濫

用/幫派/性交行為及尋求刺激行為的頻率也會降低。 

 

表 4-4-3 學業成就與健康危害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前段 1/3

（n=166） 

中段 1/3

（n=205） 

後段 1/3

（n=139）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4.23  8.79 56.46 10.00 58.23 11.00  6.27** 3>1 

蓄意傷害行為 10.86  2.76 11.33  2.96 11.87  3.20  4.39* 3>1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14   .50  5.46  1.18  5.83  1.51 14.47*** 3>2>1 

違反常規行為 14.19  3.48 14.6  3.68 14.60  3.61   .71  

尋求刺激行為  4.46   .91  5.08  1.53  5.77  2.24 25.24*** 3>2>1 

不健康生活習慣 19.58  3.95 20.0  3.64 20.16  3.8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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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庭結構 

    由表 4-4-4 可知，以整體健康危害行為來看，統計結果達到

顯著差異（t=-2.09，p<.05）。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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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結構的關係，統計結果皆未達到顯著差異（t=-2.09，

p< .05）。上述結果顯示家庭結構完整者整體健康危害行為出現

頻率低於家庭結構不完整者。 

 

表 4-4-4 家庭結構與健康危害行為 t檢定 

完整（n=424） 不完整（n=82）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值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5.79  9.92 58.32 10.39 -2.09* 
蓄意傷害行為 11.24  2.95 11.74  3.17 -1.39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42  1.15  5.59  1.09 -1.17 
違反常規行為 14.36  3.51 15.06  4.05 -1.46 
尋求刺激行為  5.00  1.65  5.33  1.68 -1.63 
不健康生活習慣 19.76  3.80 20.60  3.78 -1.83 
*p< .05   

 

  五、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 4-4-5 及表 4-4-6 可知，整體健康危害行為與父親、母

親的教育程度皆未達到顯著差異（F=0.09，p> .05；F=1.44，

p> .05）。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行為亦皆未達到顯著差異。

由此可知，研究對象的健康危害行為，不會因父母教育程度之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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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父親教育程度與健康危害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國小以下¹

（n=364） 

國高中職²

（n=82） 

大專以上³

（n=62）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6.34 9.99 55.07 9.85 57.27 10.45  .90  
蓄意傷害行為 11.32 3.00 10.94 2.80 11.92  3.10 1.41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48 1.12  5.33 1.08  5.53  1.45  .56  
違反常規行為 14.45 3.59 14.65 3.66 14.44  3.57  .88  
尋求刺激行為  5.15 1.71  4.66 1.36  5.13  1.87 1.92  
不健康生活習慣 19.95 3.78 19.5 3.92 20.26  3.81  .77  

 

表 4-4-6 母親教育程度與健康危害行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國小以下¹ 

（n=396） 

國高中職²

（n=56） 

大專以上³

（n=55）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56.23 9.82 54.80 11.06 58.02 10.32 1.44  
蓄意傷害行為  11.3 3.02 11.0  2.98 11.93  2.73 1.43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5.45 1.09  5.38  1.23  5.62  1.52  .61  
違反常規行為 14.52 3.59 14.23  3.82 14.51  3.47 1.23  
尋求刺激行為  5.05 1.66  4.88  1.54  5.36  1.97  .88  
不健康生活習慣 19.9 3.69 19.32  4.32 20.6  4.08 1.16  

 

貳、 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健康危害行為間的關係 

    根據研究目的五來探討研究對象健康危害行為與重要他人

情感關係間的相關性，並驗證研究假設三：「研究對象的健康危

害行為會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重要他人

包括父親、母親、導師及同儕，以下就此四者將結果分述之。 

    由表 4-4-7 可知，研究對象之整體健康危害行為與父親情感

關係（r=-.32，p< .001）、母親情感關係（r=-.30，p< .001）、

導師情感關係（r=-.39，p< .001）、同儕情感關係（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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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1）皆為負相關。相關係數介於-.39 至-.12，全屬低度相

關，顯示研究對象與父親、母親、導師、同儕情感關係越好，健

康危害行為越少。 

    進一步分析五類健康危害行為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的相關

性，結果發現父親、母親與導師情感關係與五類健康危害行為皆

有顯著相關，而同儕情感關係只與違反常規行為（r=-.15，p< .01）

及不健康生活習慣（r=-.15，p< .01）有顯著負相關。 

 

表 4-4-7 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健康危害行為現況之皮爾森積差相關 

變項 父親 

情感關係 

母親 

情感關係 

導師 

情感關係 

同儕 

情感關係 

整體健康危害行為 -.32*** -.30*** -.39*** -.12** 

蓄意傷害行為 -.16*** -.21*** -.33*** -.03 

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12** -.09* -.17*** -.04 

違反常規行為 -.3*** -.29*** -.41*** -.15** 

尋求刺激行為 -.18*** -.13** -.25*** -.01 

不健康生活習慣 -.32*** -.26*** -.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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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  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自尊、 

健康危害行為之預測情形 

 

    本節以多元線性迴歸分析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個人背景因素

並非連續變項，所以先將個人背景變項中的類別變項轉換成虛擬

變項，包括性別、年級、學業成就、家庭結構及父母教育程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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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並進行多元共線性診斷。而後再投入多元迴歸方程

式中。 

    統計結果將分成兩部份，分別探討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

情感關係對自尊的預測情形，以及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情感

關係對健康危害行為的預測情形。以下分述之。 

 

壹、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自尊的預測情形 

    根據研究目的六，來探討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

關係對自尊之預測力，並驗證研究假設四：「個人背景因素與重

要他人情感關係可預測研究對象的自尊」。 

    為明白性別、年級、學業成就、家庭結構、父母教育程度等

自尊之預測變項間有無共線性問題、因此，先進行共線性診斷。

由表 4-5-2 可知，各預測變項的容忍度（tolerance）介於 0-1

之間，而變異數膨脹係數（VIF）未大於 10，此符合多元線性迴

歸的前提假設，亦即預測變項並無多元共線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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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類別變項轉虛擬變項表 

類別變項 虛擬變項 
性別   
  男 0  
  女 1  
年級   
  七年級 1 0 
  八年級 0 1 
  九年級 0 0 
學業成就   
  前段 1/3 1 0 
  中段 1/3 0 1 
  後段 1/3 0 0 
家庭結構   
  完整 0  
  不完整 1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1 0 
  國高中職 0 1 
  大專以上 0 0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1 0 
  國高中職 0 1 
  大專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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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2 自尊之預測變項多元共線性診斷結果 

變項名稱 容忍度 
（Tolerance） 

變異數膨脹係數 
（VIF） 

性別   
女（男為對照組） .957 1.045 
年級   
七年級（九年級為對照組） .719 1.391 
八年級（九年級為對照組） .795 1.258 
學業成就   
前段 1/3（後段 1/3 為對照組） .592 1.689 
中段 1/3（後段 1/3 為對照組） .648 1.544 
家庭結構   
不完整（完整為對照組） .894 1.118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281 3.564 
國高中職（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315 3.170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304 3.292 
國高中職（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341 2.928 
與重要他人關係   
父親情感關係 .709 1.410 
母親情感關係 .676 1.480 
導師情感關係 .749 1.335 
同儕情感關係 .820 1.220 

 

    以下就各預測變項對整體自尊的預測情形之分析結果加以

說明。 

一、 整體自尊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整體自尊的解釋力為 52%，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39.05，p< .001）,其中性別、年級、

學業成就、家庭結構、父親情感關係、母親情感關係、導師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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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同儕情感關係皆為整體整體自尊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

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 1/3（β=0.165，

p< .001）學業成就中段 1/3（β=0.081，p< .001）、父親情感關

係（β=0.132，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0.314，p< .001）、

導師情感關係（β=0.090，p< .05）、同儕情感關係（β=0.400，

p< .001）對整體自尊有正向的影響，而女性（β=-0.131，p< .001）

對整體自尊有負向的影響力。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

看，以同儕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男性、學業成就越高、與父親、母親、導師及同儕

的關係越親密，則整體自尊越高，且同儕的情感關係對整體自尊

的影響力最大。 

二、 家庭能力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家庭能力感的解釋力為 47%，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31.06，p < .001）,其中與父親、母親

及同儕的情感關係，皆為家庭能力感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

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父親情感關係（β=0.199，

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0.531，p< .001）及同儕情感關

係（β=0.098，p< .01）對家庭能力感有正向的影響，且由標準

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母親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與父親、母親及同儕的關係越親密，則家庭能力感

越高。且母親的情感關係對自尊的影響力最大。 

三、 身體能力感 



 85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身體能力感的解釋力為 24%，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0.95，p< .001）,其中性別、年級、

母親教育程度、與父親、母親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身體能力感

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七年級

（β=0.092，p< .05）、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β=0.156，

p< .05）、父親情感關係（β=0.158，p< .01）、母親情感關係（β

=0.152，p< .01）、同儕情感關係（β=0.206，P< .001）對身體

能力感有正向的影響，而女性（β=-0.30，p< .001）有負向的

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性別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與男性、七年級、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父親、

母親及同儕的關係越親密，則身體能力感越高。且男性對身體能

力感的影響力最大。 

四、 學業能力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學業能力感的解釋力為 37%，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21.13，p< .001）,其中學業成就、母

親教育程度、與母親、導師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學業能力感的

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

就前段（β=0.463，p< .001）、學業成就中段（β=0.242，

p< .001）、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β=0.180，p< .01）、母親

情感關係（β=0.150，p< 0.01）、導師情感關係（β=0.098，p< .05）

及同儕情感關係（β=0.155，p< .001）對學業能力感有正向的

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學業成就前段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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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與學業成就前段、中段、母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

母親、導師及同儕的關係越親密，則學業能力感越高。且學業成

就前段對學業能力感的影響力最大。 

五、 人際能力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人際能力感的解釋力為 27%，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3.25，p< .001）,其中父親教育程度

及與同儕情感關係，皆為人際能力感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

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父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β=0.194，

p< .01）、父親教育程度國高中職（β=0.192，p< .01）及同儕

情感關係（β=0.459，p< .001）對人際能力感有正向的影響，

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同儕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

大。 

    由此可知父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父親教育程度國高中職、

同儕的關係越親密，則人際能力感越高。且同儕情感關係對人際

能力感的影響力最大。 

六、 學業控制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學業控制感的解釋力為 35%，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9.11，p< .001）,其中年級、學業成

就、與母親、導師、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學業控制感的顯著變項。

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七年級（β=0.089，

p< .05）、學業成就前段（β=0.362，p< .001）、學業成就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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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159，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0.206，p< .001）、

導師情感關係（β=0.143，p< .01）及同儕情感關係（β=0.191，

p< .001）對學業控制感有正向的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

絕對值來看，以學業成就前段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七年級、學業成就前段、學業成就中段及與母親、

導師、同儕的情感關係越親密，則學業控制感越高。且學業成就

前段對學業控制感的影響力最大。 

七、 家庭控制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家庭控制感的解釋力為 45%，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29.17，p< .001）,其中與父親、母親

及同儕的情感關係，皆為自尊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

（β值）的正負值看出父親情感關係（β=0.96，p< .05）、母親

情感關係（β=.457，p< .001）及同儕情感關係（β=.291，p< .001）

對學業控制感有正向的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

看，以母親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與父親、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越親密，則家庭控

制感越高。且與母親關係對家庭控制感的影響力最大。 

八、 掌控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掌控感的解釋力為 22%，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0.12，p< .001）,其中學業成就、與母

親、導師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控制感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

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β=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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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5）、學業成就中段（β=0.132，p< .01）、母親情感關係（β

=0.184，p< .001）、導師情感關係（β=0.097，p< .05）及同儕

情感關係（β=0.216，p< .001）對掌控感有正向的影響，且由

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同儕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學業成就前段、中段、與母親、導師、同儕的情感

關係越親密，則掌控制感越高。且與同儕關係對掌控感的影響力

最大。 

九、 無力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無力感的解釋力為 32%，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6.73，p< .001）,其中性別、學業成就、

父教育程度、母親與同儕情感關係，皆為無力感的顯著變項。再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 1/3（β

=0.114，p< .05）、學業成就中段 1/3（β=0.098，p< .05）、父

親教育程度國小以下（β=0.180，p< .05）、母親情感關係（β

=0.126，p< .01）、同儕情感關係（β=0.438，p< .001）對無力

感有正向的影響，而女性（β=-0.132，p< .001）對無力感有負

向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同儕情感關係的

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男性、學業成就前段、中段、父親教育程度國小以

下、與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對無力感具有影響力。且與同儕

關係對無力感的影響力最大。 

十、 人際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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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人際價值感的解釋力為 36%，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9.83，p< .001）,其中學業成就、與

父親、母親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人際價值感的顯著變項。再由

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 1/3（β

=0.128，p< .05）、父親情感關係（β=0.124，p< .01）、母親情

感關係（β=0.155，p< .001）、同儕情感關係（β=0.446，p< .001）

對人際價值感有正向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

以同儕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學業成就前段、與父親、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

對人際價值感具有影響力。且與同儕關係對人際價值感的影響力

最大。 

十一、 家庭價值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家庭價值感的解釋力為 50%，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35.28，p< .001）,其中性別、教育程

度、父親、母親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家庭價值感的顯著變項。

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父親情感關係（β

=0.159，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0.501，p< .001）、同儕

情感關係（β=0.210，p< .001）對家庭價值感有正向影響，而

女性（β=-0.133，p< .001）、母教育程度為國高中職（β=-0.108，

p< .05）對家庭價值感有負向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

值來看，以母親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男性、學業成就前段、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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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親、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對家庭價值感具有正向影響力。

且與同儕關係對家庭價值感的影響力最大。 

十二、 學業價值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學業價值感的解釋力為 40%，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24.11，p< .001）,其中性別、學業成

就、與父親、母親、導師、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家庭價值感的顯著

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

（β=0.202，p< .001）、學業成就中段（β=0.110，p< .05）、

與父親情感關係（β=0.140，p< .01）、母親情感關係（β=0.147，

p< .01）、導師情感關係（β=0.183，p< .001）、同儕情感關係

（β=0.347，p< .001）對學業價值感有正向影響，而女性（β

=-0.104，p< .01）對學業價值感有負向影響。且由標準化迴歸

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同儕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男性、學業成就前段、學業成就中段、與父親、母

親、導師、同儕的情感關係，對家庭價值感具有正向影響力。且

與同儕關係對家庭價值感的影響力最大。 

十三、 生理價值感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生理價值感的解釋力為 26%，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2.44，p< .001）,其中性別、與父親、

母親、同儕情感關係，皆為生理價值感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

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與父親情感關係（β=0.142，

p< .01）、母親情感關係（β=0.140，p< .01）、同儕情感關係（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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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8，p< .001）對生理價值感有正向影響，而女性（β=-0.265，

p< .001）。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同儕感關係的

絕對值最大。 

    由此可知男性、與父親、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對生理價

值感具有正向影響力。且與同儕關係對生理價值感的影響力最

大。 

十四、 外在認可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外在認可的解釋力為 7%，達

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2.98，p< .001）,其中學業成就、與導師、

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外在認可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

（β值）的正負值看出與導師情感關係（β=0.161，p< .01）、

同儕情感關係（β=0.110，p< .05）對外在認可有正向影響，而

學業成就前段（β=-0.196，p< .01）對外在認可則有負向影響。 

    由此可知與導師、同儕的情感關係，對外在認可具有正向影

響力。而學業成就前段對外在認可具有負向影響力。 

十五、 絕對標準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絕對標準的解釋力為 14%，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5.77，p< .001）,其中年級、與父親、

母親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絕對標準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

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與同儕情感關係（β=0.194，p< .001）

對絕對標準有正向影響，而七年級（β=-0.157，p< .01）、父親

情感關係（β=-0.132，p< .01）、母親情感關係（β=-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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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1）對絕對標準有負向影響力。 

    由此可知與同儕情感關係，對絕對標準具有正向影響力。而

七年級、與父親、母親的情感關係對絕對標準具有負向影響力。

且與同儕情感關係對內在價值感的影響力最大。 

十六、 內在評價 

    由表 4-5-3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內在評價的解釋力為 17%，

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7.21，p< .001）,其中學業成就、與同

儕、母親情感關係，皆為內在評價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迴歸

係數（β值）的正負值看出學業成就前段（β=0.238，p< .001）、

學業成就中段（β=0.138，p< .01）、與母親情感關係（β=0.140，

p< .01）、同儕情感關係（β=0.194，p< .001）對內在評價有正

向影響力。 

    由此可知學業成就前段、中段、與母親、同儕的情感關係，

對內在評價具有正向影響力。且學業成就前段對內在評價的影響

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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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之複迴歸分析表 

自尊 家庭 

能力感 

身體 

能力感 

學業 

能力感 

人際 

能力感 

學業 

控制感 

變項名稱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性別       

女（男為對照） -.131***  .019 -.300***  -.065   .001  -.028  

  年級       

七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 
 .028 

 .029 
 .092*   .069   .022   .089*  

八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 
 .048 

 .035 
 .077   .059   .049   .037  

  學業成就       

前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 
 .165*** 

-.014 
-.004   .463***   .025   .362***  

中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 
 .081* 

-.010 
 .030   .242***   .051   .159***  

  家庭結構       

不完整 

（完整為對照組） 
 .010 

 .0132 
 .030  -.041***   .058  -.029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 
 .058 

 .0006 
-.111  -.023   .194**   .008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 
 .055 

 .035 
-.098   .052   .192**   .042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 
 .029 

 .020 
 .156*   .180**   .056   .014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 
 .050 

 .032 
 .101   .110   .046   .033  

  與重要他人關係       

父親情感關係  .132***  .199***  .158**   .064   .042   .041  

母親情感關係  .314***  .531***  .152**   .150**   .073   .206***  

導師情感關係  .090* -.001  .005   .098*  -.073   .143**  

同儕情感關係  .400***  .098**  .206***   .155***   .459***   .191***  

F 39.05*** 31.06*** 10.95*** 21.13*** 13.25*** 19.11*** 

R   .72   .68   .48   .61   .52   .59 

R²   .52   .47   .24   .37   .27   .35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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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之複迴歸分析表（續 1） 

家庭 

控制感 

掌控感 無力感 人際 

價值感 

家庭 

價值感 

學業 

價值感 

變項名稱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性別       

女（男為對照） -.038  -.064  -.132***  -.063  -.133***  -.104**  

  年級       

七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 
 .001  -.001   .004  -.012   .024   .029  

八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 
-.013   .078   .037   .011   .025   .039  

  學業成就       

前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 
 .083   .129*   .114*   .128**   .059   .202***  

中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 
 .001   .132*   .098*   .041  -.026   .110*  

  家庭結構       

不完整 

（完整為對照） 
 .029  -.000  -.021  -.048   .041  -.017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 
 .073   .042   .180*   .032   .088   .014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 
-.019   .082   .127   .055   .053   .019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 
-.092   .077  -.102   .057  -.113   .030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 
-.017   .105  -.049   .057  -.108*   .051  

  與重要他人關係       

父親情感關係  .096*   .077   .059   .124**   .159***   .140**  

母親情感關係  .457***   .184***   .126**   .155***   .501***   .147**  

導師情感關係  .034   .097*   .044  -.016   .050   .183***  

同儕情感關係  .291***   .216***   .438***   .446***   .210***   .347***  

F 29.17*** 10.12*** 16.73*** 19.83*** 35.28*** 24.11*** 

R   .67   .47   .57   .60   .71   .64 

R²   .45   .22   .32   .36   .50   .40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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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自尊之複迴歸分析表（續 2） 

生理 

價值感 

外在認可 絕對標準 內在評價 變項名稱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性別     

女（男為對照） -.265***  -.074  -.026   .033  

  年級     

七年級（九年級為對照）  .032   .037  -.157**  -.005  

八年級（九年級為對照）  .015  -.012  -.032   .085  

  學業成就     

前段 1/3（後段 1/3 為對照）  .028  -.196**   .041   .238***  

中段 1/3（後段 1/3 為對照） -.001  -.103   .000   .138**  

  家庭結構     

不完整（完整為對照）  .033   .038  -.011   .013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大專以上為對照）  .079  -.028   .056  -.039  

國高中職（大專以上為對照）  .018   .009   .031  -.025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大專以上為對照）  .011   .038   .017   .010  

國高中職（大專以上為對照）  .018   .088   .071   .024  

  與重要他人關係     

父親情感關係  .142**  -.013  -.132**   .070  

母親情感關係  .140**   .022  -.109*   .140**  

導師情感關係  .047   .161**   .076   .035  

同儕情感關係  .298***   .110*   .303***   .194***  

F 12.44*** 2.98*** 5.77*** 7.21*** 

R   .51  .28  .37  .41 

R²   .26  .07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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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健康危害行為的預測情形 

    根據研究目的七，來探討研究對象個人背景因素與重要他人

關係對健康危害行為之預測力，並驗證研究假設五：「個人背景

因素與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可預測研究對象的健康危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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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就各預測變項對健康危害行為的預測統計結果進行分

析。 

    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整體健康危害行為的解釋力

為 24%，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0.91，p< .001）,其中性別、

與父親、母親及導師情感關係皆為健康危害行為的顯著變項。再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女性（β=- .033，

p< .001）、父親情感關係（β=- .202，p< .001）、母親情感關

係（β=- .115，p< .05）及導師情感關係（β=- .315，p< .001）

對健康危害行為有負向影響力。換句話說，女性（相對於男性）、

與父親、母親及導師情感關係越親密，整體健康危害行為出現頻

率則減少。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導師情感關係

的絕對值最大，可知導師情感關係對整體健康危害行為影響最

大。 

    再看個人背景因素及重要他人情感關係對五類健康危害行

為的預測力，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蓄意傷害行為的解

釋力為 23%，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0.46，p< .001）,其中性

別、與母親、導師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蓄意傷害行為的顯著變

項。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女性（β=- .276，

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 .124，p< .05）及導師情感關

係（β=- .318，p< .001）對蓄意傷害行為有負向影響力；同儕

情感關係（β= .165，p< .001）對蓄意傷害行為有正向影響力。

換句話說，女性（相對於男性）、與母親及導師情感關係越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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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傷害行為出現頻率則減少，但與同儕情感關係越親密，蓄意

傷害行為出現頻率反而增加。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

看，以導師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可知導師情感關係對蓄意傷

害行為影響最大。 

    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的

解釋力為 8%，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3.05，p< .001）,其中學

業成就、與導師情感關係皆為物質濫用/幫派/行為的顯著變項。

再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學業成就前段（β

=- .247，p< .001）、學業成就中段（β=- .14，p< .05）及導

師情感關係（β=- .152，p< .001）對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

有負向影響力。換句話說，學業成就感越高及與導師情感關係越

親密，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出現頻率則減少。且由標準化迴

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學業成就前段的絕對值最大，可知學業

成就對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影響最大。 

    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違反常規行為的解釋力為

24%，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11.06，p< .001）,其中與父親、

母親及導師情感關係皆為違反常規行為的顯著變項。再由標準化

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與父親情感關係（β=- .185，

p< .001）、母親情感關係（β=- .138，p< .01）及導師情感關

係（β=- .328，p< .001）對違反常規行為有負向影響力。換句

話說，與父親、母親及導師情感關係越親密，違反常規行為出現

頻率則減少。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導師情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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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絕對值最大，可知導師情感關係對違反常規行為影響最大。 

    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尋求刺激行為的解釋力為

17%，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7.16，p< .001）,其中學業成就、

與父親、導師及同儕情感關係皆為尋求刺激行為的顯著變項。再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學業成就前段（β

=- .309，p< .001）、學業成就中段（β=- .18，p< .01）、父親

情感關係（β=- .121，p< .05）及導師情感關係（β=- .208，

p< .001）對尋求刺激行為有負向影響力；同儕情感關係（β

= .116，p< .05）有正向影響力。換句話說，學業成就感越高及

與父親、導師情感關係越親密，尋求刺激行為出現頻率則減少，

但與同儕情感關係越親密，尋求刺激行為出現頻率反而增加。且

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學業成就前段的絕對值最

大，可知學業成就對尋求刺激行為影響最大。 

    由表 4-5-4 可知，各預測變項對不健康生活習慣的解釋力為

19%，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F=8.10，p< .001）,其中性別、年

級與父親及導師情感關係皆為不健康生活習慣的顯著變項。再由

標準化迴歸係數（β值）的正負值可知，七年級（β=- .126，

p< .01）、與父親情感關係（β=- .223，p< .001）及導師情感

關係（β=- .134，p< .01）對不健康生活習慣有負向影響力；

女性（β= .178，p< .001）對不健康生活習慣有正向影響力。

換句話說，七年級（相對於九年級）、與父親及導師情感關係越

親密，不健康生活習慣出現頻率則減少，但女性不健康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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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頻率明顯較男性高。且由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來看，以

父親情感關係的絕對值最大，可知父親情感關係對不健康生活習

慣影響最大。 

    綜上所述可知，除整體健康危害行為外，各預測變項對整體

及五類健康危害行為的解釋力介於 8％-24％，而五類中又以對違

反常規行為的解釋力最高，對物質濫用/幫派/性交行為的解釋力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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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個人背景因素、重要他人情感關係與健康危害行為之 

複迴歸分析表 

整體健康

危害行為 

蓄意傷害

行為 

物質濫用/

幫派/ 

性交行為 

違反常規

行為 

尋求刺激

行為 

不健康生

活習慣 

變項名稱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性別       

女（男為對照組） -.033*** -.276*** -.053 -.004 -.068  .178*** 

  年級       

七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組） 

-.056 
 .08  .029 -.07 -.065 -.126** 

八年級 

（九年級為對照組） 

-.007 
 .059  .018 -.058  .018 -.024 

  學業成就       

前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組） 

-.063 
-.058 -.247***  .059 -.309***  .034 

中段 1/3 

（後段 1/3 為對照組） 

-.033 
-.061 -.14*  .055 -.18**  .031 

  家庭結構       

不完整 

（完整為對照組） 

 .000 
-.014  .005  .003  .008  .004 

  父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013 
-.112  .04 -.005  .104  .069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011 
-.123  .021  .036  .005  .026 

  母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022 
 .055 -.019  .043 -.065 -.106 

國高中職 

（大專以上為對照組） 

-.048 
 .011 -.006 -.026 -.007 -.107 

  與重要他人關係       

父親情感關係 -.202*** -.076 -.076 -.185*** -.121* -.223*** 

母親情感關係 -.115* -.124*  .026 -.138**  .023 -.091 

導師情感關係 -.315*** -.318*** -.152** -.328*** -.208*** -.134** 

同儕情感關係  .066  .165***  .037  .027  .116* -.044 

F 10.91*** 10.46*** 3.05*** 11.06*** 7.16*** 8.10*** 

R   .49   .48  .28   .49  .41  .44 

R²   .24   .23  .08   .24  .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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