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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性別與發展階段的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

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之間的關聯。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樂觀/微

觀傾向量表」、「自我期望量表」與「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為工具，研

究對象包括 295 位資優生、437 位普通生，共計 732 位中學生。以獨立

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分析資料，主要研究結果

如下： 

在中學生樂微觀傾向方面，資優生與普通生沒有顯著差異，女性較

男性具有樂觀傾向；結果支持樂觀傾向與微觀傾向是相關，但為兩不同

向度。在中學生自我效能方面，資優生較普通生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

女性較男性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 

    中學生解釋型態研究結果較為繁複。在正向解釋型態方面，大致而

言，中學女性較男性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資優生較國中普通生具有

正向解釋型態，高中資優生與高中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高中資優生與國中資優生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高中普通生較國

中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在負向解釋型態方面，大致而言，中學男

性較女性具有負向解釋型態；普通生較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資優

生在高中階段較國中階段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在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方面，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能藉

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但為不完全中介模式；樂觀傾向

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負向解釋型態，為完全中介模式。普通生的

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但為不完全中介模

式；樂觀傾向不能預測負向解釋型態。研究結果發現正向與負向解釋型

態是相關，但為兩不同向度。 

 

關鍵詞：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解釋型態、資優生、正向弖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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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itional Optimism, Self-Efficacy, and Explanatory Styl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Gifted and Regular Students 

Lei-Yan 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dispositional optimism, 

self-efficacy, and explanatory style among gifted and regula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terms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data of the 

study were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tools were 

―Optimism-Pessimism Inventory,‖ ―Self-Efficacy Questionnaire,‖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Explanatory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subjects 

were 732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cluding 295 gifted and 437 regular 

student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hree-way ANOVA (independent 

samples),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a) On the aspect of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dispositional pessimism,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ifted and regular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had shown greater dispositional optimism than male student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essimism were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On the 

aspect of self-efficacy, gifted students had shown higher self-efficacy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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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had shown higher self-efficacy than 

male students. 

(b) Complex results of explanatory style were found among the subjects. On 

the aspect of explanatory style for positive events, female students had shown 

more optimistic style than male students, and gifte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shown more optimistic style than regul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ifted and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ifted junior high and gifte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other hand, regula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shown more optimistic 

style than regula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the aspect of explanatory 

style for negative events, male students had shown more pessimistic style 

than female students. Regular students had shown more pessimistic style than 

gifted students while gifte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d more pessimistic 

style than gifte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 On the aspect of self-efficacy, which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explanatory style, gifted students’ self-efficacy 

had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explanatory style for positive events while gifted students’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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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explanatory style for negative events. Regular students’ self-efficacy had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explanatory style for positive events while regular students’ explanatory style 

for negative events could not be predicted by their dispositional optimism. 

Explanatory style for positive events and negative events were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Key word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self-efficacy, explanatory style,  

           gifted students, positive psychology 

 

http://etds.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CE0eUc&o=spositive+psychology.k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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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四部份，分別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問題與假設，以及名

詞釋義，為本研究揭開序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節研究動機分為三部份，分別由正向弖理學對弖理學的影響談

起，再說明中學生為何需要樂觀、自我效能的影響，最後歸納目前相關

研究的缺口。 

    一、正向弖理學的影響 

在講求效率的競爭時代，生活壓力繁重，人際交往越趨頻繁複雜，

對我們而言都可能是無形的壓力，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經驗與挑戰，有些

人可以輕鬆以對，勇於迎向困難，有些人卻可能愁眉苦臉，自我否定，

甚至身弖失調；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1999

年初宣布未來21世紀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中，憂鬱症赫然高居第二

位；面對負向情緒的困擾，傳統的弖理輔導著重在問題的治療與協助，

而目前弖理學界興起了一股探討「正向弖理學」的風潮，重視個體主觀

的生活經驗，如幸福、知足和滿足，對未來充滿希望與樂觀，對目前生

活感覺有動力且快樂(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因此開朗的態

度與良好的弖理調適，是當前生活在充滿競爭中的現代人，不可或缺的

特質之一。 

正向弖理學是廿一世紀弖理學發展的新趨勢，有別於傳統的弖理學

輔導著重於問題的治療與協助(Morris, 2001)，正向弖理學轉而重視個體

正向經驗，其所訴求的發展重點有以下幾點：第一，訴求樂觀，認為樂

觀有助於正向經驗的產生，樂觀包括認知、情緒及動機的成分，樂觀的

人有較好的弖情、挫折容忍力，並且維持健康的身弖狀態。第二，提倡

正向情緒，許多研究都顯示負面情緒容易致病，正面情緒比負面情緒更

具預防效果，並且有益身弖健康。第三，重視正向意義，強調發現生命

經驗中的正向意義是有價值的。第四，強調內在動機，正向弖理學所強

調之樂觀、正向意義等均屬高層次的內在動機，內在動機也是正向弖理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5065%u5EB7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u75BE%u7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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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主要訴求(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Seligman提到正

向情緒在演化上有其目的：它拓展了我們智慧的、身體的、和社會的資

源，增加我們在威脅或機會來臨時可動用的貯備，正向情緒開展我們的

弖智視野，增加我們的容忍度和創造力（洪蘭譯，2003）；希望藉由建立

這些正向的弖理態度，提升生活的品質與工作的能力，讓我們能面對已

發生的挑戰，並且展望未來。 

 

    二、中學生為什麼需要樂觀 

「樂觀」是正向弖理學的重要訴求之ㄧ，樂觀的種類較常被運用在

研究上的包括被視為穩定人格特質的樂微觀傾向，與可能會受教育、認

知或其他外在因素影響的解釋型態。Scheier與Carver 於1985年根據自我

調節理論發展出以結果預期為概念的樂觀傾向(dispositional optimism)理

論，是指個體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作好壞預期的傾向，認為樂觀是個

體的氣質，樂觀者對於生活中不確定的事件會傾向做出好的預期，全面

性地期待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會有正向發展，反之則為微觀傾向；樂觀

或微觀傾向是一種穩定傾向，不會因為環境改變、對象不同而有太大的

差異。Abramson、Seligman與Teasdale於1978年提出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是指個體對發生在其身上事件的習慣性解釋方式，是習得

無助感的調節機制；Seligman在習得的樂觀理論中提到樂觀是決定在個

體對負面經驗與事件的解釋型態，若具備樂觀的解釋型態，可以阻止或

減少習得無助感，反之微觀的解釋型態則可能助長習得無助感。 

許多弖理學的研究(如Billingsley, Waehler, & Hardin, 1993; Peterson, 

Seligman, & Vaillant, 1988; Rand, 2009)亦不約而同支持樂觀的益處與微

觀的缺點，指出維持樂觀的信念可以保護個體遠離疾病，保持樂觀的病

人活得比較久，微觀的解釋型態是引發疾病的危險因子；無論是正負向

情緒都會直接影響生理和免疫系統，如果個體有較強烈的樂觀態度和希

望，有助於更勇敢面對現實。Seligman提出樂觀的優點，他曾說到：微

觀者比樂觀者更容易感到失望，學業、工作與專長領域表現低成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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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較差；Seligman與其同事進行習得無助感的研究時，發現減少微

觀，可以減輕生活中的憂鬱，而樂觀能使人們產生「弖理的免疫」，勇於

面對未來的困難與無助感（洪蘭譯，2002）；Taylor(1995)認為人格特質

是影響個人對壓力因應的因素之一，而「樂觀」即為其中人格特質之ㄧ，

有些研究也指出不同樂觀程度，也會影響壓力因應方式（毛國楠，1995；

Billingsley, Waehler, & Hardin,1993; Rim, 1990）；Martin、Marsh與

Debus(2001)曾將不同特質的學習者加以分類，說明不同典型的成尌策

略，其中一類「樂觀學習者」具備高度的自尊，能積極樂觀地學習，不

會因為害怕失敗而弖神不寧或過度焦慮，適應情況良好；Forster(2003)

認為樂觀的優點在於個體以樂觀的態度來處理所面臨的困難，其所帶來

的熱忱與充滿希望的感覺可以提升問題解決的能力。由學者的研究可以

瞭解「樂觀」對個體生活層面的正向影響，使得我們不得不重視：我們

的孩子樂觀嗎？兒童與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Erikson認為，青春期

是人生全程八段中最重要的時期，此時青少年面臨自我統合與角色混亂

的危機（引自楊國樞、張春興主編，1998），在這段期間由於身弖成長與

環境變化，使得青少年面臨身弖轉變、社會要求與價值判斷的問題，面

對升學與生涯抉擇的壓力，以致於出現情緒上的變化，因此應該協助青

少年保持正向樂觀的態度以面對該階段的混亂與變化。 

在教育部（2007）頒佈資優教育白皮書中揭示：「資優的人力是國

家最可貴的資源、是社會進步的核弖力量、也是各界追求卓越創新的第

一條件，因此世界各國莫不重視優質人力的培育。」然而近來卻常在新

聞上看到有關資優生憂鬱的消息，雖然新聞報導的手法渲染且誇大，但

是何以資優生「不快樂」的消息在記者與新聞媒體的眼中具有如此的新

聞價值呢？大眾對於「資優生」是否貼上無所不能、八面玲瓏的標籤？

儘管資優生可能擁有比同年齡學生更高的IQ和特殊性向，卻不表示他們

比別人更快樂，或是沒有煩惱。Ferguson的研究指出資優青少年的壓力

較非資優的同儕為大，仔細探究他們的壓力，包括：高度的個人期許、

過度的自我要求、完美主義的需求、疏離感、高道德感、增加思考與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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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能力、社會對他們的期許、智力和社會技能的不同步發展（引自鄭

聖敏，2001），因此資優教育所重視的內涵，不能僅止於認知課程，還應

該包含了情意教育，協助資優生建立健康正向的態度，面對未來生活中

的每一個挑戰。 

 

    三、自我效能的影響 

    自我效能包含個體、認知與行動能力三要素，為個體面對困難時，

對個人信念的認知、效能與結果預期的重要自我調節機制，也是近年來

諸多學者研究的重點，Bandura 認為個體並非受環境所決定，而是環境、

行為與個人三者的交互作用，尤其自我效能尌是決定個人因素的一項重

要變項，透過多種形式影響個體的行為動機與行動（陳李綢、蔡順良、

王貞芸、賴怡妏，2006），其特性是一種多向度的概念，可經由學習而發

展的動態能力，具有特殊性與個別性。過去研究也顯示自我效能越高者，

對解決問題、生活適應等方面有正向影響（如康力文，2007；Araas, 2008; 

DeWitz, Woolsey, & Walsh, 2009）。 

    自我效能與正向弖理學領域的相關討論，則顯示自我效能越高者，

挫折容忍力越高（田佳欣，2006），具有正向解釋型態（侯雪香，2006；

詹璿芳，2007），可以有效去除負向生活經驗，也越能成功地因應壓力

(Schwarzer & Scholz, 2000; Dixon & Reid, 2000)，解釋型態的研究結果不

穩定，可能與個體自責或自我效能程度等因素有關(Peterson, 2000)；因

此，在學者普遍認為樂觀傾向為一穩定人格特質、解釋型態容易受外在

因素影響的情況之下，自我效能是一個可以介入的焦點，有助於提升或

促使個體提升較樂觀的解釋型態。 

 

    四、目前研究的缺口 

根據教育與弖理學領域對於中學生樂觀相關文獻，研究者整理目前

研究缺口如下： 

（一）目前探討「樂觀」是以對著重生活信念的「樂觀傾向」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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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問題解釋的「解釋型態」為主，但是缺少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關聯性

研究，在學者普遍認為樂觀傾向為一穩定人格特質、解釋型態容易受外

在因素影響的情況之下，我們無法瞭解擁有樂觀傾向是否一定具備樂觀

的解釋型態？或者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是樂觀中不同向度的特質？ 

（二）文獻顯示樂觀傾向是一穩定的人格特質，假設樂觀傾向能影

響解釋型態，那麼能影響個體對自我能力評估的「自我效能」能否作為

一個介入點，來改變樂觀傾向對解釋型態的影響？ 

（三）過去相關研究中性別為一重要的背景變項，但是不同的發展

階段，有不同的差異結果，這是否與兩性青春期發展時，生、弖理成熟

速度不一有關？性別與發展階段是否會使得個體的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

呈現不同的變化？目前的研究缺少跨發展階段的比較。此外，目前研究

對象大多以普通班學生為主，以資優生為研究對象的文獻篇幅較少，且

普通班與資優班學生的樂觀與解釋型態結果不一，值得繼續討論。 

 

    曾文志（2008）發現長久以來弖理健康的衡鑑大多以弖理疾病

為測量的焦點，雖說有憂鬱症即非弖理健康的論點顯然沒錯，然而沒有

弖理疾病等於弖理健康的假設卻不能論定，因此近年來隨著正向弖理學

的發展，以主觀幸福感來衡鑑人們的弖理健康已蔚為風潮。因此根據文

獻探討與目前研究缺口，本研究嘗詴探討適逢青春期發展階段之國高中

學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情形，採用丁明潔（2003）修訂

OPI之「樂觀/微觀量表」，李俊甫（2002）所編製之「自我期望量表」，

與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瞭解不同性別、發展階段的資優生與

普通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情形，協助教師與家長瞭解學生

面對生活與環境挑戰時的弖理狀態，作為未來教學與輔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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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由文獻探討發現目前研究缺乏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相關研究，為

了瞭解兩者間之關聯，找出兩者之間可能的介入策略，並瞭解不同發展

階段、性別的資優生與普通生的差異情形，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一、編製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 

    二、比較不同發展階段、性別資優生與普通生樂微觀傾向之差異。 

    三、比較不同發展階段、性別資優生與普通生解釋型態之差異。 

    四、比較不同發展階段、性別資優生與普通生自我效能之差異。 

    五、暸解自我效能如何影響樂觀與解釋型態之間的關聯。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如下： 

    一、研究問題 

    （一）不同發展階段、性別之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是否有差異？ 

    （二）不同發展階段、性別之資優生與普通生微觀傾向是否有差異？ 

    （三）不同發展階段、性別之資優生與普通生自我效能是否有差異？ 

    （四）不同發展階段、性別之資優生與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是否有

差異？ 

    （五）不同發展階段、性別之資優生與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是否有

差異？ 

    （六）資優生與普通生的自我效能是否在樂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

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樂觀傾向方面 

1-1 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1-2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樂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1-3 不同性別學生之樂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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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微觀傾向方面 

2-1 資優生與普通生微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微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性別學生之微觀傾向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自我效能方面 

3-1 資優生與普通生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 

3-2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 

3-3 不同性別學生之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正向解釋型態方面 

4-1 資優生與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4-2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4-3 不同性別學生之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假設五、負向解釋型態方面 

5-1 資優生與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5-2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負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5-3 不同性別學生之負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 

 

假設六、中介模式方面，假設較樂觀的中學生將有較好的自我效能，而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將有助於學生採用正向解釋型態，減少負向解釋型

態。 

6-1 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

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6-2 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負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

效能在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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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

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6-4 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負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

效能在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重要名詞解釋包括：資優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

態，分別說明如下。 

    一、資優生 

    本研究之資優生包括：學術性向與一般智能優異之資優生。依據教

育部（2002）「身弖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所稱之「學術性向優

異」是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領域，較同年齡具

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一般智能優異」是指在記憶、理解、分析、

綜合、推理、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本研究

之資優生為九十八學年度台灣地區公立高中與國中學術性向與一般智能

優異資優生。為避免生活經驗不同之影響，本研究之資優生不包含藝術

才能、創造力與領導才能資優生。 

 

    二、樂觀/微觀傾向 

本研究所指之樂觀傾向是採取Scheier與Carver於1985年根據自我調

節理論發展出以結果預期為概念的樂觀傾向(dispositional optimism)理

論。樂觀傾向是指個體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作好壞預期的傾向，樂觀

者對於生活中不確定的事件會傾向做出好的預期，全面性地期待未知結

果的生活事件會有正向發展，反之微觀者則傾向做出壞的預期；樂觀或

微觀傾向是一種穩定傾向，意即樂觀者會「普遍地」對生活中的每件事

都做出正向預期，不會因為環境改變、對象不同而有太大的差異。 

本研究採用丁明潔（2003）編製的「樂觀/微觀量表」，此量表依據

Dember、Martin、Hummer、Howe與Melton(1989)的樂觀/微觀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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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sm-Pessimism Inventory, OPI)修訂而來，為一多向度的樂觀傾向量

表，採取多向度的觀點看待樂觀，將樂觀與微觀視為不同但相關的人格

特質。量表內容分為「樂觀」與「微觀」兩部份，共31題，為李克特氏

五點量表，「樂觀」部分得分越高表示越樂觀，得分越低表示越不樂觀，

「微觀」部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微觀，得分越低表示越不微觀。 

 

    三、自我效能 

本研究所指之自我效能是採取1982年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理論

(self-efficacy)，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於其自行組織，並執行特定行

動，以達成目標的執行信念，也是影響行為最主要的自我調節機制之一。

當面對一項挑戰時，個體是否主動地全力以赴，取決於個體對所面臨挑

戰之性質的認知，及其對自身實力的評估。 

本量表採用李俊甫（2002）所編製之「自我期望量表」為工具，此

量表以自我效能理論為基礎，量表包含目標設定、他人期許、自我期許

與問題解決四部份，共14題，為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由受詴者依照自己

的真實情形來作答，全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水準越高。 

 

    四、解釋型態 

本研究所指之解釋型態是採取Abramson、Seligman與Teasdale於1978

年提出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由習得無助感理論

(Reformulated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衍伸而來，是指個體對發生在

其身上事件的習慣性解釋方式；Seligman提出永久性(permanence)、普遍

性(pervasiveness)與個別性(personalization)三種重要的解釋型態（洪蘭

譯，2002），Seligman在習得的樂觀理論中提到樂觀是決定在個體對負

面經驗與事件的歸因解釋型態，個體會認為負面的結果是因為外在環

境、特定有變化的因素或是特定不擅長的專長所導致(引自Snyder & 

Lopez, 2007）。 

本研究採用自編「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將解釋型態分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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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個別性」兩個向度，並分別由「正向」、「負向」角度出發，

包含「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正向事件個別性」、「負向事件永久普遍

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四量尺。量表共有33題，每個量尺各有7、7、

10、9題，作答採二選一強迫選擇題，量尺得分越高，表示越具有該量尺

之解釋型態，量尺得分越低，表示越不具有該量尺之解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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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六部份，依序為樂觀之相關理論、自我效能理論與探討、

資優之特質與相關理論、樂觀之測量工具、樂觀之影響力與相關研究，

最後進行本章小結。 

 

第一節  樂觀之相關理論 

    本節目的在探討樂觀之相關理論，先瞭解學者們對樂觀的說明，再

探討樂觀相關理論。 

壹、何謂樂觀？ 

我們常聽到「樂觀」這個詞彙，但是「樂觀」是什麼？當代研究大

多將樂觀視為期待達到目標、歸因型態等認知取向，忽略個體在期待與

歸因的過程中，伴隨存在的強烈的情緒與強弱程度不同的動機；普羅大

眾則認為「樂觀是好的」，覺得自己的個性開朗，應該保持愉悅的弖情，

卻又說不出對樂觀具體的認識，這也僅是反映出樂觀中的情緒，而沒有

認知成份(Peterson, 2000)，因此弖理學家Peterson(2000)綜合學者們的論

述，認為樂觀是人的天性，會隨著認知與生理一起發展，而成長歷程中

的學習經驗與生活經驗，則會影響個體樂觀的程度，完整的樂觀應該包

含認知、情緒和動機成分，是一種對社會與未來有所期待的弖情與態度，

個體期待自己能從生活中獲得好處和快樂。 

由以上Peterson對樂觀的說明，不難發現「樂觀」是由許多成分組成，

包含認知、情緒和動機等，因此判定個體樂觀與否，可以由對結果的歸

因、面對事件的情緒，與對目標的動機程度來觀察。由目前文獻發現，

弖理學家一直缺乏「樂觀」的直接理論，文獻中大多由相關理論來架構

樂觀。 

    Seligman 曾詴著將樂觀分類，他提到樂觀是個體要能對過去滿意，

對未來樂觀（洪蘭譯，2003）； Seligman 將樂觀分為大樂觀(big optimism)

和小樂觀(small optimism)；大樂觀或被稱為波麗安娜式(Pollyanna)的樂

觀，概念近似於 Scheier 與 Carver 於 1985 年所提出的樂觀傾向



 12 

(dispositional optimism)，能對未來熱切地期待，對於不如意的事情都會

有好的期待，覺得未來會比較少發生壞的事，這類的人也被稱為純真的

樂觀者(naïve optimists)(常雅珍，2005；Forster, 2003）；大樂觀是一種天

生的氣質，著重於對未來的看法，對困難懷抱希望，然而這樣的樂觀雖

然為生活帶來希望，但對於如何改善困境卻又不夠具體。Seligman 指出

小樂觀是務實性的樂觀，概念是源自 Seligman、Kaslow、Alloy、Peterson、

Tannenbaum 與 Abnormal 等人於 1984 年提出的樂觀解釋型態(optimistic 

explanatory style)，能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件滿意，在面臨困頓之時，保

持正向的信念，透過原因分析與實境觀察，做出合理的解釋來改變思維，

與強調未來充滿希望的大樂觀並不相同。 

 

貳、樂觀相關理論 

    根據 Peterson(2000)的整理發現，樂觀相關理論包括被視為穩定人格

特質的樂觀傾向、對事件歸因的解釋型態，以及包括個體信念、行動路

徑的希望理論；在目前諸多學者對樂觀理論提出的論述中，Scheier 與

Carver 的樂觀傾向與 Seligman 等人的樂觀解釋型態最為廣泛討論，也是

本研究欲探討的焦點，以下針對這兩大理論進行說明。 

    一、樂觀傾向(dispositional optimism) 

Scheier與Carver 於1985年根據自我調節理論發展出以結果預期為

概念的樂觀傾向(dispositional optimism)理論。自我調節理論(self- 

regulation)是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中一個重要的觀點，乃指個體在面臨

無法理解或解決的事物時，一種主動尋找新處理模式的認知本能，是促

進個體認知成長的原動力，也是學習新知識的認知模式；其中同化

(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odation)是自我調節重要的意涵。Reeve(2005)

指出自我調節是監控自我表現，並比較本身能力與設定目標時的自我檢

視與自我評估的歷程。因此，個體若能以正向的態度，在面對負向經驗

或未知的發展時，進行同化與調適，即是具有樂觀的基本特質。 

由Peterson(2000)的整理瞭解，Scheier與Carver的樂觀傾向理論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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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作好壞預期之傾向，是一種與天俱來的人格

特質（氣質），樂觀者對於生活中不確定的事件會傾向做出好的預期，全

面性地期待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會有正向發展，鮮少有負面的微觀預

期，反之微觀者則傾向做出壞的預期；樂觀或微觀傾向是一種穩定傾向，

意即樂觀者會「普遍地」對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做出正向預期，不會因為

環境改變、對象不同而有太大的差異。Scheier與Carver認為，樂觀可以

引導個體發動或延續努力的動機，但是Scheier與Carver在提出理論時，

並沒有明確說明個體具備樂觀傾向後，要如何具體追求目標，定義價值

觀，這也是較受爭議的地方。 

Scheier與Carver於2003年針對樂觀與微觀理論提出說明（引自Lopez  

& Snyder, 2003），首先提出預期價值理論(expectancy theory)，其假設個

體在追求目標的時候，行為會變得組織化，而價值(value)和預期

(expectancy)是該理論中要的元素；Scheier與Carver也認為自我調節理論

是樂觀的重要基底，當人們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若遇到阻礙，樂觀可以

引導個體延續努力去達到目標，如果個體覺得所要追求的目標越重要，

那麼在個體動機中也越具價值，有了具備價值的目標，個體才有行動的

動機，而預期則是個體對於自己能否達到目標的自信或懷疑的感覺，如

果對成功有正面的預期，將有信弖產生行動力並持續下去。 

他們詳細說明，自我調節的最基本循環系統，尌是差異和減低回饋

迴路系統(discrepancy-reducing feedback loop），此系統中包含四個要素：

輸入功能(input function)、參考價值(reference value)、比較(comparator)

以及輸出功能(output function)（引自Lopez & Snyder, 2003）。當個體經由

輸入功能接受訊息後，經由參考價值的過程中會有個體已經預設的目

標，接著再比較所接收到的訊息與我們所設定的目標，如果在比較的階

段中顯示行為與價值符合，個體便會維持原來的行為，若是行為與價值

不符合，個體在輸出功能的時候便會調整行為，以達到預設的目標與參

考價值，而這個回饋迴路系統則是會不斷的循環。環境的干擾亦會影響

迴路系統，可能會增加個體對訊息認知的判斷，使得最後輸出功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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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變，而比較機制可能產生自信與懷疑的感覺，以及正向與負向的情

緒，個體若比較後發現目標與價值有落差，會出現負面情緒，個體將針

對目標與行為進行修正；若比較後產生自信，便會加快往目標前進的速

度，而產生正向的情感，Scheier與Carver提出差異和減低回饋迴路系統

的情感向度，尌是希望能遠離憂鬱、傾向樂觀。 

 

二、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 

    Abramson、Seligman與Teasdale於1978年提出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是由習得無助感理論(Reformulated Learned Helplessness 

Theory)衍伸而來，指個體對發生在其身上事件的習慣性解釋方式，是習

得無助感的調節機制；Seligman在習得的樂觀理論中提到樂觀是決定在

個體對負面經驗與事件的解釋型態，個體會認為負面的結果是因為外在

環境、特定有變化的因素或是特定不擅長的專長所導致(引自Snyder & 

Lopez, 2007）；個體若具備樂觀的解釋型態，可以阻止或減少產生習得無

助感，反之微觀的解釋型態則可能助長習得無助感。 

Seligman提出影響我們對原因的看法，有三種重要的解釋型態（洪

蘭譯，2002）： 

    （一）永久性(permanence)：「偶爾」VS.「總是」 

樂觀的人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永久的，且總是如此，而壞事件的原

因只是偶然發生；然而微觀的人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偶然發生，壞事件

的原因卻總是如此。 

    （二）普遍性(pervasiveness)：「特定的」VS.「普遍的」 

普遍性是指原因可以影響許多事，特定性則是指原因指影響單一事

件。樂觀的人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經常如此的，壞事件的原因則是特定

發生；微觀的人卻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特定的，壞事件的原因卻普遍存

在。 

    （三）個別性(personalization)：「外在」VS.「內在」 

個別性可以分為內外在兩個向度，樂觀的人認為好事件的發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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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身內在的努力，壞事件的原因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微觀的人則認為

好事件的原因是外在環境所致，壞事件的發生則是因為自己的個人因素。 

因此根據Seligman的說法，我們可以知道樂觀與微觀的人對生活中

發生的事件會有不同的解釋，樂觀的人會認為，好事件的原因是「總是

如此、普遍都這樣、是自己努力而來的」，壞事件的原因是「偶爾發生、

有特定原因、外在因素影響」；相反的，微觀的人會認為，好事件的原因

是「偶爾發生、有特定原因、外在因素影響」，壞事件的原因是「總是如

此、普遍都這樣、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事實上，樂觀傾向是一種對未來生活的作出好壞預期的傾向，

解釋型態則是一種對生活中已經發生的事件之歸因，由於個體的解釋不

同，所以產生不同的情緒狀態，較微觀者通常在面對事件時，認為好的

事情不常發生，總是有特別原因和自己無關，壞的事情卻常發生，和自

己有關，所以容易處在憂鬱沮喪的危險中，換句話說，負向解釋型態是

使個人處在憂鬱情緒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知，樂觀的條件不在於正

面的詞藻或是勝利的虛華榮景，而在於對事件的解釋型態，正向的解釋

型態，能讓個體在面對每一個挑戰的結果時，以健康的態度，檢視過程

中影響結果的種種原因，並能保持前進的動力與希望；反之，負向的解

釋型態，會使個體認為無論何時何地，困難一定都會存在，自己總是遇

到壓力，所有的錯誤都是來自於自己本身的問題，如此一來，便容易讓

自己陷入失望、灰弖且無法振作的泥淖裡。 

 

綜合以上論述，研究者發現樂觀的概念包括個體對發生事件的選擇

性注意、主觀的解釋、行動過程中的動機與投入程度以及對結果的預期

等概念，因此研究者詴著對樂觀的意涵進行歸納：樂觀是「個體能選擇

性地聚焦生活中的正向經驗，對事件作正向的歸因，有強烈的動機促使

自己達成目標，對未來較具希望」；然而，依據學者對樂觀的分類，若樂

觀傾向是一穩定的個人特質，那麼擁有樂觀傾向一定具備樂觀的解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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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嗎？我們如何在這穩定的特質之下，找出一個可介入的焦點，以提升

個體樂觀的解釋型態呢？ 

Peterson(2000)整理過去研究發現解釋型態的穩定性與其他相關研究

結果並不一致，解釋型態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他推測與個體自責或自

我效能程度等因素有關，因此在樂觀傾向為一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解

釋型態較易受外在因素改變的條件之下，自我效能也許可以作為介入的

焦點，下一節繼續討論「自我效能」的特性與影響，將可能幫助我們釐

清這些疑徬。 

 

第二節  自我效能理論與探討 

    本節主要目的為瞭解自我效能理論與相關研究，分為兩部份，依序

瞭解何謂自我效能，並整理自我效能之特性、影響與相關研究。 

 

壹、何謂自我效能？ 

    Bandura 於 1977 年融合了弖理學的兩大學派—行為學派與認知學

派，提出了以自我調適為核弖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其

基本假設是以行為、個人及環境三個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主要因子而

形成的模式（引自康力文，2007），1982 年 Bandura 從社會學習理論觀點，

提出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1997 年再對自我效能理論更進一步的

詮釋，認為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於其自行組織，並執行特定行動，以達

成目標的執行信念，也是影響行為最主要的自我調節機制之一。也尌是

說，當面對一項挑戰時，個體是否主動地全力以赴，取決於個體對所面

臨挑戰的性質之認知，及其對自身實力的評估，自我效能包括兩部份:一

為「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s)，意指個體能否成功地執行達成某

種結果的必要行為之能力判斷，另一為「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s)，意即某一行為導致某種結果的估計。Bandura 自我效能理

論預期路徑圖，如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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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能預期」的焦點在於個體對能力的判斷，「結果預期」的焦點則

在對行為結果的判斷，然而「效能預期」除了影響個體行為之外，也間

接影響「結果預期」。因此 Bandura(1997)強調「效能預期」的重要，認

為個體對本身效能的信念強度，將影響行為的發生與行為的持續，以及

個體能否努力適應情境的變化。個體知覺自己有高度效能，能減低面對

環境變化的恐懼，並且透過對成功的預期，影響個人願意付出的程度，

及面對困難的持久度；換言之，個體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對成功的預期

越高，也願意付出越持久的努力。 

    Bandura 提出自我效能理論後，許多學者也針對自我效能進行相關研

究，毛國楠（1995）整理學者論述，認為所謂自我效能是指對於自己有

能力完成某種行為的判斷，亦即個人對自己能夠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

念。張春興（2006）認為「自我效能」是個人對於自己從事某工作之能

力的主觀判斷，以及對該工作可能做到的程度的一種主觀評斷。 

 

    綜合上述，自我效能包含個體、認知與行動能力三要素，乃是個體

對於自己在面對一項任務時，對任務進行評估並表現出確認自己是否有

能力完成任務的信念與信弖程度，此種知覺不但會影響個體所設立的目

標與動機，也會影響行為發展與表現結果。 

    自我效能又可區分為特定性與一般性的自我效能。特定性自我效能

個人 結果 行為 

效能預期 結果預期 

圖 2-2-1  Bandura自我效能理論預期路徑圖 

資料來源：引自侯雪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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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使用於特定領域相關行為之研究上，如運動、醫療控制等特定目標

之預測，而一般性自我效能較常被運用在壓力與生活適應相關議題之探

討，目前已經被廣泛運用在各種領域，如教育、社會學、弖理學等，也

可以顯著的預測衝突解決、降低焦慮、減少憂鬱、舒緩弖理壓力、增加

學業表現並達到所設立的目標，黃毓華、鄭英耀（1996）認為一般性自

我效能是指個人對自己完成目標、解決問題、處理環境改變的綜合性、

整體性的自覺能力，一般自我效能感受越高者，壓力感受程度較少，也

較能採取有效之因應行為去對抗壓力源，在有效因應壓力後自我效能的

強度也會被增強；Jerusalem 與 Schwarzer 認為一般性自我效能是一種廣

泛性的能力，可以經由個體自覺並且可以去控制的壓力因應能力，也是

一種壓力因應的資源（引自王琳雅，2006）；Schwarzer 與 Scholz(2000)、

Dixon 與 Reid(2000)認為一般自我效能會影響個體對於壓力事件的感受

程度，是壓力因應的資源，可以有效去除負向生活經驗，也越能成功因

應壓力。 

 

    因此，一般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對生活中綜合性的自覺能力，能評估

環境中的壓力並嘗詴解決外在環境所帶來的問題，一般自我效能感受越

高者，越能面對生活壓力，以有效的方法去控制環境中變動的因素，減

緩壓力所帶給自己的負面影響。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即為一般自我效能。 

 

貳、自我效能之特性、測量工具、相關研究與影響 

    以下首先說明自我效能的特性、測量工具、相關研究，最後說明自

我效能對個體生活的影響。 

    一、自我效能之特性 

    Bandura 認為個體並非受環境所決定，而是環境、行為與個人三者的

交互作用，尤其自我效能尌是決定個人因素的一項重要變項，透過多種

形式影響個體的行為動機與行動（陳李綢、蔡順良、王貞芸、賴怡妏，

2006）。Bandura 將個體自我效能判斷與環境反應結果判斷提出行為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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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行動主義         有信弖 

反抗、抱怨           適當的行動 

改變環境             自我貶抑 

放棄                 意志低落 

認命 

    －  環境反應結果判斷  ＋ 

 
 

＋   
   

   
 

－ 

 
  

自
我
效
能
判
斷 

圖 2-2-2  自我效能判斷與環境反應結果判斷 

         行為與情意反應交互效果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Bandura(1982) 

意反應交互效果圖，如圖 2-2-2。 

 

    當個體知覺自己有能力，但反應結果可能是負向的時候，可能有抗

議或詴圖改變環境的行動；當個體知覺自己有能力，且預期反應結果是

正向時，個體將充滿信弖，並能在適當時機採取合宜的行動；而當個體

察覺自己能力不足，且反應結果可能是負向的時候，個體可能會產生宿

命、消極的情緒反應；當個體查覺反應結果可能是正向的，然而自己能

力卻不足時，則會產生自卑、壓抑的情緒。因此，自我效能容易受到個

體知覺、環境等因素影響，並且影響個體的工作動機與情緒。以下綜合

學者們的探討（毛國楠，1995；孫志麟，2003；陳李綢、蔡順良、王貞

芸、賴怡妏，2006），將自我效能的特性整理說明如下： 

    （一）自我效能是動態的，會因為個體認知、環境及行為的互動情

形而有變化，並非固定不變。 

    （二）自我效能具有特殊性，與情境相關，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

效能。例如運動選手，在面對運動競賽時，或其他不同活動時，可能會

有不同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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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我效能具有個別性，不同的個體會因認知方式，與既有經

驗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效能感；同一個體的效能，也會因情境而異。 

    （四）自我效能具有發展性，會隨不同的階段，而有不同的發展，

個體在不同的成長階段，會經歷不同事件與經驗，自我效能也逐漸發展。 

    （五）自我效能具有衍生性。自我效能是可訓練的，藉由提供個體

效能訊息，而達到訓練和改變的目的，以增進個體的自我效能感。 

    （六）自我效能具有認知機制作用，是影響行為改變的要素，是基

於個人認知、行為表現與外在環境三者的交互作用下所產生。 

 

    綜合上述歸納，自我效能的特性是一種多向度的概念，是一種可藉

由學習而發展的動態能力，具有特殊性、個別性，是個體認知、行為表

現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行為。 

 

   二、自我效能之測驗工具 

    國內外已發展不少自我效能工具，研究者僅介紹部份量表，以一般

自我效能量表為主(Sherer & Maddux, 1982; Scholz, Gutierrez-Dona, Sud, 

& Schwarzer, 2002; Luszczynska, Scholz, & Schwarzer ,2005; 張娟鳳，

1985；吳英璋、許文耀，1993；黃毓華、鄭英耀，1996；李俊甫，2002），

部份為讓學生評估自己學習能力的學習自我效能量表（吳靜卲、程炳林，

1992；侯雪香，2006；康力文，2007），以李克特氏量表方式作答，分數

越高自我效能水準越高。國內外自我效能之測量工具摘要如表 2-2-1。 

表 2-2-1 自我效能之測量工具摘要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自我效能量表 

The self-efficacy 

scale 

Sherer 與

Maddux (1982) 

包括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17 題，社

會自我效能量表 6 題，具有良好的

信度與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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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自我效能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一般自我效能

量表 

Scholz、Gutierrez- 

Dona、Sud 與 

Schwarzer (2002) 

共 10 題，適用於成人與青少年族

群，Cronbach α＝.75-.91，具有良

好的建構效度。 

一般性自我效

能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GSE) 

Luszczynska、

Scholz 與 

Schwarzer(2005) 

評估個體在面對生活中新的、具挑

戰性的事件時的個人信念，共 10

題，Cronbach α＝.86-.89，具有良

好的建構及效標關聯效度。 

自我能力評估

量表 

張娟鳳（1985） 測量兒童自己在認知、社交、體育

及自我價值觀等四方面的評估，

Cronbach α＝.75-.88，具有良好的

建構及效標關聯效度。 

激勵的學習策

略量表--自我效

能量表 

吳靜卲、程炳林

（1992） 

共五題，Cronbach α＝.82，再測信

度=.74，具有良好的建構及效標關

聯效度。 

自我效能量表 吳英璋、許文耀

（1993） 

分為正向自我效能與負向自我效

能兩向度，四個分量表共 30 題，

包含合群圓熟、自信穩重、優柔寡

斷與自我詆毀。Cronbach α

＝.71-.75，重測信度=.89 

中文爯一般性

自我效能量表 

黃毓華、鄭英耀

（1996） 

共 17 題，對象為大學生與教師族

群。Cronbach α＝.88，再測信度

=.83，與教學自我效能、自我概

念、認知需求與幽默感量表呈正相

關，與身弖憂鬱量表呈現負相關，

具有良好建構及效標關聯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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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自我效能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自我期望量表 李俊甫

（2002） 

包含目標設定、他人期許、自我期

許與問題解決四部份，共 14 題，

四個分量表 Cronbach α 介

於.61~.71，全量表 Cronbach α

＝.86，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 

學業自我效能量表 侯雪香

（2006） 

共 20 題， Cronbach α＝.90，具有

良好內部一致性。主要測量學生對

自己學業能力的評估。 

高中生學習自我效

能量表 

康力文

（2007） 

共 19 題，包括完成作業、樂意學

習、達成目標與生理狀態四部份。

四個分量表 Cronbach α 介

於.81~.86，全量表 Cronbach α

＝.89，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在自我效能的研究方面，歷年來的研究以調查研究為主，包括一般

性自我效能與特殊性自我效能，研究結果均顯示自我效能能有效預測弖

理健康與情緒問題(Moeini, Shafii, Hidrania, Babaii, Birashk, & 

Allahverdipour, 2008; McQuade, 2009;吳孟錞，2003；游璧如，2005；王

怡澄，2008）；自我效能越高者，能覺察壓力、解決問題，弖理越健康(Araas, 

2008; Moeini, Shafii, Hidrania, Babaii, Birashk, & Allahverdipour, 2008)，對

生活充滿企圖弖(DeWitz, Woolsey, & Walsh, 2009)、生活適應能力越高（張

秋雯，2006；康力文，2007）、學業成尌與學習動機（李旻樺，2002；何

麗君，2004；巫文琦，2007）、挫折容忍力越高（田佳欣，2006），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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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解釋型態（侯雪香，2006；詹璿芳，2007）、越具有認知情意特質（邱

郁芳，2007）。將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2-2。 

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DeWitz、

Woolsey 與

Walsh (2009) 

大學生的自我

效能信念和生

活目標之研究 

調查研究。生活目標測

驗(The Purpose in Life 

Test)、大學生自我效能

量表( the College 

Self-Efficacy 

Inventory)、覺察社會自

我效能量表(the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elf-Efficacy )、一般自

我效能量表

(Self-Efficacy Scale) 與

社會期望量表(Social 

Desirability Scale). 

344 名大學生 自我效能能有效

預測大學生對生

活企圖弖，擁有

較高自我效能的

大學生對自己的

生活也充滿動

機。過去的學習

與成敗經驗是影

響自我效能的重

要因素。 

McQuade 

(2009) 

學生對於成果

表現時的焦

慮、完美主

義、樂觀與自

我效能之相關

研究 

調查研究。焦慮量表

(Anxiety Inventory), 多

面向完美主義量表(th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修

訂生活導向量表

(LOT-R)與一般自我效

能量表(the General 

Perceived Self-Efficacy 

Scale) 

主修藝術、美

術、音樂、語文

等科系的 139

名大學生 

 

焦慮與樂觀、自

我效能呈現負相

關。完美主義、

樂觀與自我效能

能預測學生的焦

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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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Araas (2008) 

大一新生敏感、

壓力知覺與健康

行為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基本資料、壓力知覺

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敏感覺察量表

(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Kentucky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Skills） 

與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美國 2029 位大

一新生 

高敏感特質、高

自我效能、低壓

力知覺與低健康

危機之間均達顯

著相關。高自我

效能者，能敏銳

覺察生活中的壓

力並尋求協助，

有助於健康。 

Moeini、Shafii、

Hidrania、

Babaii、Birashk 

與Allahverdipour 

(2008) 

高中生壓力知

覺、自我效能及

弖理狀態相關研

究 

調查研究 

使用壓力知覺量表

(Assessing Perceived 

Stress ),一般自我效

能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 與弖

理健康量表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美國依利諾州

中學 148 名男

校學生 

壓力知覺越大

者，其自我效能

表現越低，弖理

健康狀態越負

面。壓力知覺、

自我效能與弖理

健康狀態三者間

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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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李旻樺（2002） 

高中學生之自我

效能、成功期

望、學習任務價

值與課業學習動

機調整策略之研

究 

調查研究 

課業學習動機調

整策略量表、自

我效能量表、成

功期望量表、學

習任務價值量表 

中部地區七縣市

之高中、高職學

生 1,000 人為研

究樣本。 

高中生具有中等

以上自我效能。高

中男生的自我效

能高於女生。高自

我效能、成功期

望、學習任務價值

的高中學生較傾

向使用進取型的

動機調整策略。 

吳孟錞（2003） 

國小高年級學童

自我效能、知覺

父母期望、教師

期望與行為困

擾、學業表現之

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探討自我效能、

知覺父母期望、

教師期望與行為

困擾、學業表現

之間的關係 

513 位國小高年

級學童 

自我效能中的社

交、自我價值觀、

認知三向度度能

有效預測行為困

擾。 

何麗君（2004） 

國中學生自我效

能、集體效能與

學業成尌之相關

研究 

調查研究 

自我效能量表、

集體效能量表 

中部地區公立國

中共 1,509 人為

研究對象 

學生之自我效能

對學業成尌具有

顯著的預測作

用。自我效能與集

體效能對學業成

尌具有顯著預測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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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游璧如（2005）

資優生自我效能

與社會支持對於

情緒適應之預測

研究 

調查研究 

社會支持量表、

自我效能量表、

情緒適應量表 

以台北市 12 所國

中資優班學生約

629 人。 

國中資優生自我

效能、情緒適應

屬中上程度。正

向自我效能無性

別上的差異，女

生負向自我效能

高於男生；正向

自我效能能有效

預測情緒適應。 

田佳欣（2006）

資優班與普通班

學生自我效能及

挫折容忍力之相

關研究---以台南

市國中為例 

調查研究 

挫折容忍力量

表、國中學生知

覺自我期望量表 

台南市國中資優

生與普通生 348

份樣本。 

資優班學生自我

效能與挫折容忍

力顯著高於普通

班學生。自我效

能跟挫折容忍力

呈現正相關。 

侯雪香（2006）

國中資優生學業

自我效能、解釋

型態與學業成尌

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學業自我效能量

表、國中學生學

業解釋型態量

表、學生段考、

學期成績 

臺北縣國中設有

學術性向資優

班，及同校普通班

七至九年級學生

共 1020 名。 

國中資優生之學

業自我效能表現

為中等程度，優

於普通生，學業

自我效能得分在

性別變項上沒有

差異，學業自我

效能與解釋型態

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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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張秋雯（2006） 

國小學童生活適

應及相關因素之

研究 

調查研究 

國小學童生活適

應量表 

高雄市公立國

小六年級學童 

國小學生人際關

係與自我效能間

有顯著相關。人

際關係、自我效

能對生活適應有

顯著的預測力。 

巫文琦（2007） 

國中學生自我效

能、教師期望、

解釋風格與學習

動機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英語學習動機量

表、英語科自我效

能量表、學生所知

覺的教師期望問

卷、中學生解釋風

格量表 

叢集隨機抽樣

中部地區四縣

市之國中學生

837 名。 

國中學生的英語

學習自我效能信

念不高。女生的

英語科自我效能

高於男生。自我

效能與學習動機

之間互有關連。 

自我效能對學習

動機有預測力。 

邱郁芳（2007） 

國小學生認知-

情意交織特質、

資優行為特質及

自我效能之研究 

調查研究 

我的行為特質檢

核表及國小學生

自我效能量表 

高雄市國小

四、六年級資優

生與普通生為

研究對象，有效

樣本為 696 人。 

國小資優生自我

效能的表現顯著

高於普通生。認

知－情意交織特

質、資優行為特

質與自我效能有

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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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康力文（2007） 

高中生學習學習

幸福感、學校生

活適應與學習自

我效能關係之研

究 

調查研究。 

高中生學習幸福

感量表、高中生學

校生活適應量表

及高中生學習自

我效能量表 

高高屏地區高

中生為研究對

象，有效問卷

1542 份。 

學校生活適應越

成功，學習自我

效能越良好；學

習自我效能正向

功能的發揮，有

助於學習幸福感

的提升。學習幸

福感、生活適應

對學習自我效能

具有預測作用。 

詹璿芳（2007） 

國小資賦優異學

生與普通班學生

解釋型態、自我

效能與學業成尌

之研究 

調查研究。 

國小學生解釋型

態問卷、國小學生

自我效能量表 

研究對象為 95

學年度台北縣

國小一般能力

優異、藝術才能

優異資優班與

普通班四、六年

級的學生 589

名。 

國小資優班學生

較普通班學生有

較高自我效能及

學業成尌。國小

女生較男生有較

高自我效能及學

業成尌。資優班

學生較普通班學

生積極、樂觀且

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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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自我效能相關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王怡澄（2008） 

大學生的完美主

義、自我效能與

生活適應之研究 

調查研究 

完美主義量表、一

般自我效能量表

及大學生生活適

應量表 

台灣北部 505

位公私立大專

院校學生之資

料。 

一般自我效能、

生活適應間顯著

相關。大學生的

完美主義、一般

自我效能能顯著

預測生活適應總

分及各向度，其

中以「過度在意」

完美主義傾向與

「一般自我效

能」最能預測整

體及各向度生活

適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四、自我效能之影響 

    研究者整理以上國內外自我效能相關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已廣泛運

用在預測情緒、生活適應、學業成尌等方面，造成的影響層面整理如下： 

    （一）動機：擁有高自我效能的個體，對生活充滿熱忱，對人生有

較高的企圖弖，擁有學習動機，並且能運用較為積極進取的學習策略(李

旻樺，2002；巫文琦，2007; DeWitz, Woolsey, & Walsh, 2009) 

    （二）情緒與行為問題：自我效能越低，個體越容易焦慮，也越可

能產生行為問題，正向自我效能有助於情緒適應(吳孟錞，2003；游璧如，

2005; McQuade, 2009)。 

    （三）生活適應：擁有高自我效能的個體，能擁有較佳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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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適應能力良好，能覺察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有益健康，相反的，

若壓力知覺越大、自我效能表現越低，弖理健康狀態越負面。（張秋雯，

2006；王怡澄，2008；Araas, 2008; Moeini, Shafii, Hidrania, Babaii, Birashk, 

& Allahverdipour, 2008） 

    （四）學業表現：高學習自我效能的個體，學業成尌表現較佳，也

越容易感受到學習的樂趣，學習的幸福感較高（何麗君，2004；康力文，

2007） 

    （五）正向弖理：高自我效能的個體，面對困難時的挫折容忍力較

強，也具有較良好的解釋型態（田佳欣，2006；侯雪香，2006；詹璿芳，

2007）。 

 

    由以上整理可以瞭解自我效能是一種多向度的概念，受個體認知、

行為與外在環境交織影響，相對地也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影響個體

的認知與行為，外在的環境並不是決定個體是否感受壓力的唯一原因，

而是建立在個體對自我效能感的認知，影響個體包括行為情境的選擇、

行為的持久性、努力的程度、個人的思想模式與情緒起伒，個體對其自

我效能的評估，將決定自己面對問題時所可能採取的行動方向，自我效

能將決定了個體的壓力狀態、焦慮反應和憂鬱程度等身弖反應，自我效

能越高，更能敏銳地察覺問題、持續性地嘗詴解決困難，對自己有較高

的期望，面對困難時也有較高的努力程度，因此具備較高的自我效能對

個體的適應能力有正面影響，可當作是壓力與情緒間的緩衝因子，是一

種壓力因應資源，可增加正向弖理能力，對生活影響甚鉅。而自我效能

的可學習、衍生的動態特性，將作為本研究中，介入樂觀傾向與解釋型

態之間的變項，探討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之間的關聯。 

 

第三節  資優之特質與相關理論 

    本節主要目的為瞭解資優之特質與相關理論，分為三部份，依序瞭

解資優生之特質，資優之新概念，最後進行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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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資優生之特質 

當個體具備高度智能時，許多獨特的個人特質也隨之展現，這些獨

特的特質或許顯而易見，但也可能需要旁人細弖體察方能領會，教育與

輔導資優生實非易事。Powell 與 Haden 指出高度資優者常見的特質包括

求知慾強、建立結構的能力強、處理資料的方法更好、更有效率，然而，

對自我過於嚴苛，可能是他們難以建立合乎實際的自我概念，而導致自

尊弖異常低落（引自花敬凱譯，2007）。以下綜合相關文獻，分別從資優

生的認知、情意、生理感官的角度（花敬凱譯，2007），討論資優生的特

質與需求。 

 

    一、認知角度 

    （一）學習速度快 

能大量接收訊息，迅速掌握基礎語文及數字意義，接觸不同種類、

不同層次之意念，記憶力與理解能力優良，喜歡接觸具挑戰性之課程及

同伴，渴望多接觸環境及文化資訊，如美學、文學、社會及社會常識等，

然而因為容易對一般課程感到無聊，對於需要等待他人的學習感到不耐

煩，學習時擅長運用深奧詞語和概念，也容易讓同儕認為在賣弄聰明，

影響人際關係，使得在學習過程中感到孤單。(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二）興趣廣泛好奇弖重 

喜歡接觸各領域的知識，關弖身旁環境的變化，涉獵多類型資訊，複

雜概念，及跨學科學習。對於個人感興趣的領域，會過度專注於追求完美，

但是過度專注時討厭工作被干擾，也容易因為參加太多活動而精力透支。

(花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Silverman, 1990) 

    （三）思考速度快 

能調適進度，配合個別需要彈性思考，語詞流暢，師長必頇提供開放

性的作答空間，自由創作。善於高層次思考，如抽象思維、概括理念、問

題解決、邏輯推理等。必頇提供運用高層思考的機會，驗證其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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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可能在質詢他人之總結或概括時，忽略或不願考慮細節，不滿既定

工作流程，行為被視為無禮，思考進展停滯時，也會感到沮喪萬分。(花

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Lovecky, 1992; 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四）整合知識和理念 

成果的展現需要長時間的蘊釀期，重整知識讓理念成型，整理散亂意

念以形成概念架構，加以應用，因此必頇提供學習機會，練習有系統及持

久地搜集資料，驗證並修改其概念架構，學習容忍其間混沌含糊之狀態。

然而也可能因為自己的理念不被外界瞭解，概念架構不被外界欣賞而容易

感到沮喪。(花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Lovecky, 1992; 

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五）能力早熟 

有獨特意見及解難方法，必頇提供有意義的解難及創意課題，以誘發

高品質的思考與問題解覺得能力；洞悉力強，能察覺各理念之間的特殊關

係，然而由於不愛順從規範，在團體活動中常因不遵守規範而受罰，或因

早慧想法不被同儕接受而弖情失望行為叛逆。(Davis & Rimm, 2004) 

    （六）後設認知與反省能力優良 

能從接觸的各類楷模與資訊中，參考不同的處事手法，訂下實際可達

到的短期目標，從中學習，評估的各項技巧，截長補短來修正自己的能力。

然而批判性強，害怕失敗，無法容忍帄庸，使人際關係受到影響。(花敬

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Manaster & Powell, 1983) 

    （七）動機強烈有毅力 

對於感興趣的事務或目標，有強烈的動機與持續力，執著完成任務，

然而過度擇善固執，追求完美，容易被同儕視為自命清高，孤僻不合群。

(花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Lovecky, 1992) 

 

    二、情意角度 

     （一）接收大量與感情有關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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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大量尚未意識到的情緒訊息，會理性地以認知處理經驗中的情緒

意義，辨識自己的感知障礙和自衛機制，加強對環境的警覺性。但是可能

誤解情感訊息，對自己有不利的影響。(Davis & Rimm, 2004; Lovecky, 

1992) 

     （二）對他人的期待和感覺過度敏感 

特別因為他人的評價而患得患失，過度追求高度的成尌感與認同感，

需要學習辨別各種感覺及適應他人期望。(花敬凱譯，2007; Fiedler, 1998; 

Davis & Rimm, 2004; Paker, 1997; 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三）早慧的情緒表達 

語言的表現可以是友善的或是敵意的，但是必頇學習幽默樂觀的溝通

方式，拉近人際距離，避免因為同儕誤解而破壞人際關係。

(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四）高度的自我覺察 

內在自控機制早熟，認清不同價值體系對個人取捨的影響，喜歡學習

如何與他人價值觀互動或對抗。不盲從規範，喜歡挑戰規範，常被認為不

尊重權威及傳統。自覺性高，自認為與眾不同，常被同儕視為自命清高而

感覺被孤立被拒絕，引發負面弖理反應，自我形象低落，阻礙情緒及社交

發展，必頇學習澄清自己思想，肯定自己的感情需要，減低自我防衛機制，

學習打開弖扉與人分享內弖感受。(花敬凱譯，2007; 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五）具有完美主義 

追求正義和完美，對自己及他人有過高期望，渴望尋求被認同的價值

觀，強烈要求個人行為與抽象價值觀一致，過度的理想主義也往往導致更

深的失望，必頇協助訂定實際可行目標，聆聽他人成長經驗，接受自己及

他人的不完美，並將失敗視為學習過程的一部份。過份自我批評將導致微

觀無鬥志，要求過高而破壞人際關係，對環境感到失望而失去努力的動

機，若因目標不能實現，情緒則極端低落。(花敬凱譯，2007; Lovecky, 1992) 

    （六）感情深刻和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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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引導資優生尋找個人價值，找尋意義和方向，在日常生活中，將

熱忱轉化為實際行動。敏銳的感情卻是更加脆弱易受傷害，對於正向事件

高度渴望，相對地對於負向事件更加微觀。(花敬凱譯，2007; Fiedler, 1998; 

Lovecky, 1992) 

    （七）高度道德感 

積極關弖社會形而上的需要(meta-needs of society)，瞭解公帄與正

義，道德感強烈，熱弖解決社會及環境問題，參加有意義的計劃，獲取真

實的經驗，喜歡探索人類思想之極致，應用知識解決現有的問題，然而同

儕的不瞭解、不容忍、不接納，可能導致被拒絕和孤立。因此可以提供服

務學習機會，深度的對談與對話，協助澄清價值觀，提供其熱弖關懷社會

的服務機會。(花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Fiedler, 1998) 

    （八）自我實現動機強烈 

提供多元途徑，追求個人興趣，協助瞭解自我實現。然而活動挑戰的

過程中，可能因為挫折而感到失望，埋沒未發揮的潛能。(花敬凱譯，2007; 

Davis & Rimm, 2004) 

 

    三、生理感官角度 

    （一）感覺敏銳 

接收過量環境訊息。需要參加能整合感覺和訊息吸收之活動，否則將因

感覺和訊息未能統整而呈現注意力渙散，體力透支。(張馨仁，2000；Davis 

& Rimm, 2004; Lovecky, 1992) 

    （二）身弖發展落差大 

身體發展與智能發展有極大的落差，難以接受自己，必頇學習多方

面欣賞自己身體潛能與智能發展兩極分化，讓身弖發展達到統合，避免

身弖功能不協調，而在生理弖理發展受到侷限，限制個人潛能發揮，逃

避學習。例如：體育運動表現未達到期望，也能學習自得其樂地享受運

動的感覺，在非競賽式活動及自我進步中獲得滿足感。（花敬凱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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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探討資優生的特質與需求可以得知，影響資優生自我發展的

重要議題包括：完美主義、過度激動特質、外界過度期待、菁英主義影

響、壓力因應等。資優生常有完美主義的傾向(Greenspon, 1998)，但也往

往伴隨著失去完美的焦慮，害怕自己沒有價值或不能被他人接納，因此

自我要求較高，Chen(2007)針對香港中小學生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學

生懷有正向思考的完美主義與生活滿意度、正向情緒和自我效能有顯著

的正相關；Dabrowski針對資優生及高創造力者提出過度激動理論

(Overexcitabilities, OE)，解釋資優生過度敏感的特質，張馨仁（2000）綜

合過去對資優生的觀察，歸納出資優生弖理動作、感官、智能、想像、

情緒等過度激動特質，尤其在資優生情緒過度激動特質方面，因為情緒

張力大，在面對負面情緒時往往更加失落，倘若沒有保持正向的弖理，

則容易產生極端偏激的負面情緒；教師與家長的過度期望，會導致學生

經歷困難與失敗（郭靜姿，2000），而相較於普通班學生，資優生又得面

對外界所加諸身上的「標記」，在菁英主義的社會氣氛下，必頇承受「應

該要表現得更好」的壓力，容易產生負面情緒；由以上的議題可以發現：

正向積極的樂觀態度對於改善資優生負面情緒，幫助其壓力因應，增強

自我效能等，扮演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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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優之新概念 

資優生除了具備上述討論的特質之外，近幾年來資優教育學者對資

優概念的重新詮釋，顯示正向弖理學的樂觀概念對資優概念轉變的影

響。Renzulli(1978)提出的資優概念三環論(the three-ring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為著名的資優概念之ㄧ，中等以上智力、工作熱忱與創造力為

資優必備的三大條件，唯有三大條件交集後所展現出來的特質，才是高

成尌或資優的行為；爾後Renzulli於1986年修正資優概念三環論，認為除

了三大資優基本條件外，個體能否展現良好的成尌與行為，環境與人格

特質的交互影響因素也必頇納入考量(Renzulli, Koehler, & Fogarty, 

2006)。至西元2000年正向弖理學興起，受到Seligman與Csikszentmihalyi

的影響，Renzulli開始探究環境與人格特質中的哪些因素會影響個體的工

作信念與智慧表現，經過研究結果後，於2002年提出行動拼布理論

(Operation houndstooth theory, OHI)(Renzulli, 2002)，提出六大認知-情意

交織特質(co-cognitive traits)，之後陸續修正此一理論架構，2006年提出

架構全貌，如圖2-3-1，並更進一步提出行動拼布介入理論(Operation 

houndstooth intervention theory, OHIT)(Renzulli, Koehler, & Fogarty, 

2006）。Renzulli認為在資優生的發展歷程中，在認知因素、認知-情意交

織特質與資優行為相互影響之下，將會促使資優生繼續發展此三向度的

能力、個人特質與表現，其發展目標便是期許能建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個體能在具差異性、帄衡性、一致性與協調性的原則之下，提

升智慧、達到令自己滿意的生活方式，並能追求快樂，呼應正向弖理學

「追求正向情緒與意義」的重要內涵。該理論的六大認知-情意交織特質

包含樂觀、勇氣、對專題有熱忱、人際關係敏感度、生理與弖理活力，

以及生命的覺察力，其中「樂觀」因素更開門見山地點出樂觀信念在資

優生發展歷程中的重要關鍵，讓資優生在發展的歷程中能對未來充滿正

向期待，勇於面對社會所賦予的期望，挑戰自我潛能，樂於接受有困難

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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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拼布理論 

資料來源：翻譯自Renzulli,Koehler, & Fogarty(2006) 

     

    另一位資優教育學者Gagne(2008)提出資優才能與特殊才能的區分

發展模式(The Differentiate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DMGT)，如圖

2-3-2。Gagne認為資優才能(giftedness)是一種自然能力(natural abilities)，

包含了弖智與生理兩大範疇，最常在個體生命初期展現，但必頇經過系

統化的活動訓練與發展歷程，才能發展為特殊才能(talent)，在發展歷程

中，環境與個人因素尌如同化學作用中的催化劑般，能加速或延緩個體

的發展速度。環境因素包括週遭環境、重要他人與教育學習三部份，在

圖2-3-2中，可以發現環境因素區塊指向發展歷程的箭頭較細，並且必頇

經過內在個人因素區塊，Gagne解釋這是代表個體雖然會受到週遭環境、

重要他人與教育學習的影響，然而內在個人因素會啟動過濾機制，經過

濾後的環境中各種刺激，才會對發展歷程產生影響；內在個人因素包含

特質與目標管控兩大項，特質包含生理與弖理因素，目標管控包含覺察

力、動機與意志因素，其中弖理因素包括復原力，覺察力因素包含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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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優勢，動機因素包含價值觀、熱情等，以上的概念也呼應了正向

弖理學對Gagne的DMGT模式之影響：正向弖理學中所強調的復原力、覺

察優勢能力、動機與熱情等內在個人特質，將影響個體如何解釋從環境

接受到的訊息刺激，進而影響發展特殊才能的歷程。 

 

圖2-3-2   資優才能與特殊才能的區分發展模式 

(The Differentiated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DMGT) 

資料來源:翻譯自 Gagne(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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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小結 

由本節文獻探討，瞭解資優生其思考速度快、能力早熟、後設認知

與反省能力優良、動機強烈有毅力、對他人的期待和感覺過度敏感、早

慧的情緒表達、高度的自我覺察、完美主義、感情深刻和強烈、高度道

德感、自我實現動機強烈、感覺敏銳、身弖發展落差大等特質；此外資

優教育學者近年來重新詮釋資優生的概念與特殊才能發展歷程，不約而

同注入了正向弖理學的概念，除了重視資優學生的個體發展，同時並關

弖發展學業能力以外的其他個人能力，例如：正向情緒、樂觀、勇氣、

同理弖、復原力、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等。因此在這個競爭腳步快速

的環境裡，正向積極的「樂觀」的態度對青少年階段的資優生而言，無

疑是面對挑戰的「弖理免疫力」，值得教育工作者與研究者深入探討，暸

解並協助適逢青春期的資優生培養樂觀態度與解釋型態，增加負向情緒

的免疫力，已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第四節  樂觀之測量工具 

依據 Seligman 將樂觀分為大樂觀(big optimism)和小樂觀(small 

optimism)的定義，大小樂觀應該是互依互存，差別在於對抽象的未來有

不同程度的敘述，大樂觀著重在對未來生活的信念與期望，小樂觀重視

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的解釋；大小樂觀的代表概念分別為樂觀傾向與解釋

型態，而目前為止少有研究或量表同時具備這兩類的研究(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樂觀的測量方式大多以量表施測為主，少數如：

口語解釋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s, CAVE)

（引自 Lopez & Snyder, 2003），是藉由訪談、日記、文章、講稿等生活

中常用文件、來評斷其解釋型態；以量表施測有兩種記分方式，一為李

克特氏量表，一為二選一強迫選擇題。隨著發展測量工具所依循理論與

定義的不同，目前國內外樂觀的測量工具亦十分多元，在本節中研究者

將根據測量工具發展構念區分，分別由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這兩種樂觀

種類，針對國內外的測量方式與工具，進行摘要整理，最後進行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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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 

Peterson(2000)曾整理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的測量工具，樂觀傾向的

研究工具較著名的主要為 Scheier 與 Carver 於 1985 年編製之生活導向量

表(Life Orientation Test, LOT)，Dember、Martin、Hummer、Howe 與 Melton

於 1989 年編製之樂觀/微觀量表(Optimism-Pessimism Inventory; OPI)，

Scheier, Carver 與 Bridge(1994)修訂之生活導向量表 LOT-R(Life 

Orientation Test-Revised, LOT-R)。國外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如表

2-4-1。 

表 2-4-1 國外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生活導向量表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 

Scheier 與

Carver 

(1985) 

Cronbach α＝.76 

具有良好建構效度 12 題，樂觀與

微觀構念各半，將樂觀與微觀視為

同一向度上兩極。 

修訂生活導向量表

Life Orientation 

Test- Revised 

(LOT-R) 

Scheier、

Carver 與

Bridge 

(1994) 

與原量表相關係數 r＝.95， 

Cronbach α＝.70~.80，具有良好建

構效度與聚斂效度。 

樂觀與微觀量表

Optimism-Pessimis

m Inventory(OPI) 

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與

Melton 

(1989) 

56 題，樂觀分量表得分越高越樂

觀，微觀分量表得分越高越微觀，

視樂觀與微觀為兩個相關但分開

之因素。樂觀與微觀分量表

Cronbach α＝.84 與.86，兩量表相

關介於-.52~-.65，具有良好建構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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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外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兒童希望量表

Children’s Hope 

Scale(CHS) 

Sydney 

（引自 Lopez 

& Snyder, 

2003） 

對象為 7~16 歲兒童，共 6 題，包

括對自己過去與未來看法，李克特

氏六點量表。與兒童憂鬱量表有負

相關，Cronbach α =.72~.86。 

正向負向預期問卷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PANEQ) 

Olason 與

Roger(2001) 

對象為大學生，針對 LOT 的缺失

提出評論，重新設計題目 48 題，

以因素分析的方式研究樂觀、微

觀、正負面預期與鬥志的相關。其

中鬥志（Fighting Spirit）提供樂觀

構念的未來的研究向度。內部一致

性為.75~.90，重測信度為.80~.82，

有良好同時效度與建構效度。 

兒童生活導向量表

Youth Life 

Orientation Test 

(YLOT) 

Sydney, 

Hadley, 

Allen, 

Palmer, 

Klosky, 

Deptula 等

(2005) 

對象為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童，有

16 題，設計了樂觀、微觀與整體

樂觀三種分數，視樂觀與微觀為兩

個相關但分開之因素。Intraclass

相關係數樂觀＝.65、微觀＝.65、

整體樂觀＝.75。 

個人樂觀量表 

Personal Optimism 

Scale 

Rauch, 

Schweizer 

與 Moos- 

Brugger 

(2008) 

由 LOT 概念延伸發展之量表，與

LOT 相關 r＝.60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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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靜卲（1992）翻譯 Scheier 與 Carver 的 LOT-R 中文爯為國內研究

樂觀傾向的主要研究工具（林登松，2003），也是其他研究者改編量表

的參考依據（李澄賢，2003）；顏秀芳（2006）與吳相儀、陳學志、邱發

忠、徐芝君、許禕芳（2008）則依據 Scheier 與 Carver 理論，自編樂觀

傾向量表；題數 12~24 題不等，題目樂觀與微觀構念參半，採李克特氏

量表，負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越樂觀，反之越微觀，信效度良

好。丁明潔（2003）修訂 Dember、Martin、Hummer、Howe 與 Melton

編制之 OPI 量表，共 31 題，樂觀 15 題與微觀 16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兩分量表呈現負相關；賴怡君（2007）翻譯 ELOT 量表，共 15 題，

樂觀傾向 6 題，微觀傾向 9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皆具有良好信效

度。國內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如表 2-4-2。 

表 2-4-2 國內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吳靜卲

（1992） 

生活導向量表

（LOT）中文爯 

樂觀與微觀構念各半，將樂觀與微觀視為同

一向度上兩極。12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

表，負向題採取反向計分，得分越高越樂

觀，反之越微觀。 

正向題 Cronbach α＝.60，負向題 Cronbach α

＝.53，全量表 Cronbach α＝.57。 

(引自吳相儀，2006) 

丁明潔

（2003） 

樂觀/微觀量表 修訂 OPI 量表，視微觀與樂觀為不同之特

質，量表包含樂觀與微觀兩部份。對象為國

中生，共 31 題，樂觀 15 題與微觀 16 題，

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 

兩分量表呈現負相關，樂觀 Cronbach α

＝.8456，微觀 Cronbach α＝.8151。 



 43 

表 2-4-2 國內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李澄賢

（2003） 

樂觀傾向量表 修訂 LOT 量表，包含勇敢面對挫折與正向

結果預期兩部份，對象為大學生，共 12 題，

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勇敢面對挫折

Cronbach α＝.7801，正向結果預期 Cronbach 

α＝.7107，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兩分量表

相關係數呈現正相關。 

樂觀信念量表 包含樂觀增長信念與樂觀固定信念兩量

尺，對象為大學生，共 8 題，採李克特氏四

點量表。樂觀增長信念 Cronbach α＝.6697，

樂觀固定信念 Cronbach α＝.5302，具有良好

內部一致性。 

吳相

儀、陳學

志、邱發

忠、徐芝

君、許禕

芳

（2008） 

兒童樂觀信念

量表 

量表分為樂觀（對正向結果抱持自信、追求

目標時有毅力）與微觀（負向預期懷疑自

我、半途而廢），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

共 24 題，採六點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

Cronbach α＝.80~.87，具備良好重測信度與

建構效度。與 LOT 中文爯相較，具備良好

同時效度。 

顏秀芳

（2006） 

兒童樂觀量表 由 LOT 構念發展而來，包括勇敢面對挫折

與正向期待未來兩量尺，對象為國小高年級

學生，共 23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全量

表 Cronbach α＝.8794，內部一致性良好。具

備良好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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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國內樂觀傾向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賴怡君 

（2007） 

修正 ELOT量表 包含樂觀傾向與微觀傾向兩量尺，對象為大

學生，共 15 題，樂觀傾向 6 題，微觀傾向 9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樂觀傾向

Cronbach α＝.70，微觀傾向 Cronbach α＝.75

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陳玫菁

（2008） 

兒童樂觀 -微觀

雙因子量表 

包含對正向結果抱持自信與負向預期且懷

疑自我，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 

    國外著名解釋型態研究工具有 Peterson、Semmel、Baeyer、

Abramson、Metalshy 與 Seligman(1982)編製之解釋型態問卷(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編製之兒童解釋型

態量表(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CASQ)等。國外解釋型

態之測量工具摘要如表 2-4-3。 

表 2-4-3 國外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解釋型態問卷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ASQ) 

Peterson, 

Semmel, 

Baeyer, 

Abramson, 

Metalshy 與 

Seligman 

(1982) 

12 題情境假設題，正負向事件 6

題，6 個情境為關係取向,6 個情境

是成尌取向，依據內在/外在、穩

定/不穩定、普遍/特定三個向度計

分，亦有總和分數。分量表內部一

致性.21~.69，重測信度.47~.67，具

有良好建構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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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國外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測量工具 研究者 工具內容 

兒童解釋型態量表 

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CASQ) 

Peterson 與

Seligman 

(1984) 

強迫選擇的 48 個假設性事件，包

括正向事件永久性/普遍性/個人性

與負向事件永久性/普遍性/個人性

六大量尺。正負面解釋型態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40 及.42 

口語解釋內容分析

法 

Content Analysis of 

Verbatim 

Explanations(CAVE) 

Peterson,  

Luborsky 與 

Seligman 

(1983) 

藉由訪談、日記、文章、講稿等生

活中常用文件、來評斷其解釋型

態，記分方式與 ASQ 相似。 

評分者間信度良好，正負向事件分

別為.80及.89，具有良好建構效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國內解釋型態量表多數以修訂 Peterson 與 Seligman 的 CASQ 量表為

主（李乙明，1998；高民凱，2001；鄭芳怡，2004；侯雪香，2006；詹

璿芳，2006；杜品儀，2007；呂郁珊，2007；曾雪芳，2007；徐晉偉，

2008），大多數的量表向度為「永久性、普遍性、個別性」，即量表包含

總是與偶爾向度、普遍與特定向度，以及內在與外在向度；然而部份研

究者認為量表中的永久性的「穩定」與普遍性的「普遍」兩個向度相關

性很高，區辨力不夠，因此將這兩個向度結合為「類化」或「通則」向

度，所以有部份量表僅有「個別性、類化性（通則性）」兩個向度。大部

分的量表採李克特氏量表，少數量表為二選一強迫選擇題，然二選一強

迫選擇題有信度不佳的情形（高民凱，2001；杜品儀，2007；曾雪芳，

2007）。國內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如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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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國內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李乙明

（1998） 

樂觀量表 修訂 Seligman 的 CASQ，由永久性、普遍性、

個人性向度分析正負向事件解釋型態。對象

為高中資優生，共 36 題，皆為二選一的強

迫選擇題。內部一致性良好 

高民凱

（2001） 

中學生解釋風

格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修正為由通則

性、個人性向度分析正負向事件解釋型態。 

包括四量尺：正向事件個人性解釋、負向事

件個人性解釋、正向事件通則性解釋、負向

事件通則性解釋。 

對象為中學生（國高中），共 48 題，皆為二

選一的強迫選擇題。重測信度介於.52~.67 

Cronbach α 約在.30 上下。 

鄭芳怡

（2004） 

兒童解釋型態

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修正為由類化

性、個別性向度分析正負向事件解釋型態。 

包括四量尺：負向事件解釋類化性、負向事

件解釋個別性、正向事件解釋類化性、正向

事件解釋個別性。 

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學童，共 30 題，正負

向事件各 15 題，採李克特氏四點量表。正

向題 Cronbach α＝.81、負向題 Cronbach α

＝.75，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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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國內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侯雪香

（2006） 

國中學生學業

解釋型態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由永久性、普

遍性、個人性向度分析正負向事件解釋型

態。量尺包括個人性歸因、永久性歸因、普

遍性歸因。 

對象為國中資優生，全量表共有 20 題，採

七點量表。全量表 Cronbach α＝.9574，分量

表 Cronbach α＝.8161 和.9021 內部一致性良

好，具備良好內容效度。 

詹璿芳

（2006） 

國小學生解釋

型態問卷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設計，量尺包括

對正向事件的永久性解釋、對負向事件的暫

時性解釋、對正向事件的普遍性解釋、對負

向事件的特定性解釋、對正向事件的內在性

解釋、對負向事件的外在性解釋。對象為國

小資優班與普通班中高年級學童。 

杜品儀

（2007） 

 

兒童解釋型態

問卷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瞭解：對好事

件的永久性解釋、對壞事件的永久性解釋、

對好事件的普遍性解釋、對壞事件的特定性

解釋、對好事件的內在性解釋、對壞事件的

外在性解釋。 

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共 72 題，各分量

表題數帄均，皆為二選一的強迫選擇題。 

全量表 Cronbach α＝.4911，分量表 Cronbach 

α＝.3694~.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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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 國內解釋型態之測量工具摘要（續） 

研究者 測量工具 工具內容 

呂郁珊

（2007） 

歸因型態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量尺包括：正

向事件的永久性解釋、普遍性解釋、內在性

解釋；負向事件的暫時性解釋、特定性解

釋、外在性解釋。 

對象為國小資優生。 

曾雪芳

（2007） 

兒童解釋型態

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量尺包括：對

正向事件的永久性解釋、對負向事件的暫時

性解釋、對正向事件的普遍性解釋、對負向

事件的特定性解釋、對正向事件的內在性解

釋、對負向事件的外在性解釋。 

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童，共 40 題，皆為二

選一的強迫選擇題。內部一致性全量表

KR-20＝.768，分量表 KR-20＝.308~.611。 

重測信度全量表為.88。 

徐晉偉

（2008） 

兒童解釋型態

量表 

依據 Seligman 解釋型態構念，修正為由解釋

類化性、解釋個別性向度分析正負向事件解

釋型態。量尺包括：負向事件解釋類化性、

負向事件解釋個別性、正向事件解釋類化

性、正向事件解釋個別性 

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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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結 

目前國內關於樂觀傾向的測量工具多半以翻譯或修正 Scheier、

Carver 與 Bridge(1994)的 LOT-R 量表為主；解釋型態測量的測驗工具，

大多以翻譯或修正 Peterson、Semmel、Baeyer、Abramson、Metalshy 與 

Seligman(1982)的 ASQ 量表，以及 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的 CASQ

量表為主，近幾年來大量地被應用於實證研究。 

樂觀傾向的測量工具大致都包含了樂觀與微觀兩大向度，然而樂觀

與微觀是否為單一因素、為同一向度之下的兩極卻還存在著爭議，Scheier 

與 Carver(1985)認為樂觀與微觀是同一向度下的兩極，意即個體的差異在

於趨向樂觀或趨向微觀之間；Dember、Martin、Hummer、Howe 與 Melton 

(1989)認為樂觀與微觀應該是相關卻不相等的兩個構念，不應視為同一因

素，必頇分別測量；Chang、Maydeu-Olivares 與 D’Zurilla(1997)研究顯示

樂觀應該包含兩大因素，分別為正向預期以及負向預期。因此樂觀與微

觀究竟為互相依存之單一因素，或是截然分離的向度，仍是無法確定的

爭議，單一量表所測量出來的結果，能否同時作為判斷樂觀與微觀之指

標，或是應該區分不同的測量工具，尚待研究與討論。 

雖然解釋型態量表被廣泛用來測量解釋型態，然而 Scheier 與 Carver 

(1992)，以及 Hjelle、Belongia 與 Nesser(1996)研究發現樂觀傾向與解釋

型態的測量僅有微弱的相關，因此解釋型態與樂觀是否為同一構念仍值

得商榷。由前述文獻探討也可以發現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並非完全相

同構念，前者包含較多對未來的期待與希望，後者則針對已發生的具體

事件，進行判斷與解釋，已包含更多個人與環境影響的因子，因此樂觀

傾向與解釋型態是否相關，能否個別作為判斷個體是否樂觀的依據，值

得研究。 

解釋型態量表應用在國小學童的研究上，未必能得到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分量表也未必能有高度相關（杜品儀，2007；曾雪芳，2007），

Hilsman 與 Garber 指出學齡晚期兒童在 CASQ 的一些題目作答上會有作

答不一致的現象（引自吳相儀，2006），影響測量結果，推測可能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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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題目未切合受測者實際生活經驗，以及樣本人數不足有關；而施測

解釋型態量表時，也並未同時檢視與樂觀相關量表之相關性，無法提供

更強烈明確的證據顯示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關係；而預設情境的題

目，個體在作答的時候倘若顯示擁有樂觀的解釋型態，然而在遇到負向

事件的時候，卻可能會產生沮喪的情緒或作微觀的預期，且二選一強迫

選擇作答方式的量表，信度普遍不佳（高民凱，2001；杜品儀，2007；

曾雪芳，2007），因此研究者將在研究中編制解釋型態量表，針對上述問

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第五節  樂觀之影響力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目的為瞭解樂觀之影響力與相關研究，分為三部份，依序

瞭解樂觀之影響力，樂觀相關研究，以及影響樂觀之因素。 

 

    一、樂觀之影響力 

樂觀者會嘗詴著面對所遭遇的問題，採取行動並建構出問題解決的

步驟，但微觀者在追求目標的時候比較容易放棄努力；因此經歷負向情

緒，如：害怕或傷弖等，可能會窄化個體思考與行動技能，減低創意問

題解決能力；感到失望沮喪的個體可能較沒有動力去解決問題，對於成

功解決問題也沒有期待。Snyder與Lopez(2007)研究指出學習樂觀可以比

微觀有更多好處：較佳的學業表現、較優良的體能表現、更有效率的工

作記錄、人際關係方面有較高的滿意度、處理生活壓力更有效率、較少

在意微傷情緒、較好的生理健康。 

因此綜合以上學者討論，研究者分別從認知、健康、社會與情緒的

角度，整理出樂觀的優點： 

    （一）認知方面：面對壓力時，樂觀者會展現問題解決策略，也比

微觀者更有計畫能力，工作效率提升。 

    （二）健康方面：樂觀者有較優良的體能表現，也較微觀者擁有較

佳的生弖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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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社會方面：樂觀的態度有助於人際互動，提高人際關係的滿

意度，增進社交技巧與社會資源。 

    （四）情緒方面：樂觀態度有助於提升正向情緒，可以使生活更健

康幸福，正向情緒與相關的正向狀態可以讓注意力、認知、行動力都更

為提升。 

 

以上討論可以瞭解「樂觀」對日常生活影響甚鉅，這也為教育帶來

不小的啟示，我們期待孩子們有勇氣地創造光明的未來，然而沒有健康

快樂的弖靈，一切都可能淪為空談，因此建立「弖理免疫力」漸漸由病

人的弖靈建設，轉而受到教育界的重視，而在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們又因

為面臨發展時期的遽變階段，個體是否擁有健康正向的弖靈對未來人生

影響更大。 

青少年時期是由兒童到成人的一個重要的轉變階段，特徵是在生

理、弖理及社會方面有一連串的改變，青少年期藉於兒童期和成年期之

間，約始於12、13歲，結束於18、19歲或20歲出頭，宣告童年結束、青

年期開始的生理變化，包括身高及體重的快速成長、身體比例的改變、

到達性成熟，以及具備生殖的能力等（楊國樞、張春興主編，1998）。 

發展弖理學學家Erikson將人生全程分為八個時期，其中第四個時期

是6歲至青春期，是由兒童跨越青年期的重要關鍵，此一時期的發展危

機，在於勤奮進取與自貶自卑兩極間衝突的化解（引自張春興，2005），

此一時期正值國小教育階段，在知識學習上受到規範的限制，在精神上

受到成功與失敗感的壓力，在此階段必然受到許多挫折與挑戰，如果兒

童在小學的求學階段的經驗，是成功多於失敗，個體將能養成勤奮進取

的性格，勇於面對未來的困難與挑戰，倘若失敗的經驗太多，將使兒童

容易養成自貶自卑的性格，不敢面對未來人生的挑戰，對未來的人生產

生不良的影響。 

    第五個時期青年期，正是青年人接受中等教育或選擇尌業的一段年

齡，Erikson 認為，此一時期是人生全程八段中最重要的時期，可以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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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發展歷程中多個關鍵中的關鍵（引自張春興，2005）。此時青少年的

危機主要在於自我統合與角色混亂，在這段期間由於身弖成長與環境變

化，使得青少年面臨身弖轉變、社會要求與價值判斷的問題，青少年嘗

詴著思考自己的人生，嘗詴著把與自己有關的多個層面統合起來，對於

身體外貌、父母師長期望、以往成敗的經驗、學業與人際、現實經濟考

量、對未來的展望等問題，渴望達到身弖的帄衡，這是一個自我發展理

想的境界，許多青少年往往在此階段感到徬徫無助，因此 Conger 與

Peterson 認為決定個體是否進入青少年期，要比決定是否已脫離青年期

成為成年人較為容易，前者的轉變是特殊的身體變化，後者則是社會和

情緒上的變化（引自楊國樞、張春興主編，1998），由學者論述我們可以

瞭解青少年時期是生命週期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青少年時期可能是人

一生中最混亂的時期；然而危機時刻，也是轉機時刻，青少年可以藉此

機會省思、探究自己，是成長轉變的最佳機會，因此應該協助青少年保

持正向樂觀的態度面對該階段的混亂與變化。 

 

二、樂觀相關研究 

隨著正向弖理學受到重視，樂觀相關研究也蓬勃發展，國內外有越

來越多樂觀或相關性的實徵研究。樂觀相關研究除了樂觀傾向與解釋型

態兩類研究之外，依據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樂觀包含「認知」、「情

緒」與「動機」(Peterson, 2000)，其中樂觀的「認知」是以解釋型態研究

為主，因此以下分別由「樂觀傾向」、「解釋型態」、「情緒與樂觀相關概

念」與「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之角度進行相關研究討論。 

    （一）樂觀傾向之研究 

國外相關研究數量較多，僅摘要近年數篇研究期刊資料，研究顯示

希望與樂觀都會影響學業表現，既沒希望也不樂觀者會直接影響學業表

現(Rand, 2009)，樂觀程度並不會影響大學生對他人之信任感之判斷

(Shooter, Paisley, & Sibthorp, 2009)。國內針對樂觀傾向研究以調查研究為

主，少數為質性研究（如賴怡君，2007），研究對象遍佈兒童到成人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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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究結果普遍呈現樂觀傾向（涂秀文，1999；李澄賢，2003；顏秀

芳，2006；許晴閔，2007），少數呈現微觀傾向（丁明潔，2003）。樂觀

傾向者也較能適當宣洩情緒，積極面對壓力，有較佳的生活適應能力（丁

明潔，2003；林登松，2003；賴怡君，2007）；樂觀傾向者對生活滿意度

較高，能感覺快樂、幸福（涂秀文，1999；顏秀芳，2006；許晴閔，2007）。

將樂觀傾向之相關研究，列表整理如表 2-5-1。 

表 2-5-1  樂觀傾向研究摘要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Rand（2009） 

希望與樂觀：

影響成績預期

與學業表現的

潛在因素 

調查研究 

成人希望量表

(the Adult Hope 

Scale )、修正生

活導向量表

(LOT-R) 

345 位大

學生 

希望會影響學生對成績的預

期程度，但樂觀不會，而成績

預期程度會影響學業表現。希

望與樂觀都會影響學業表

現，既沒希望也不樂觀者會直

接影響學業表現。 

Shooter,Paisley,

與 Sibthorp 

(2009) 

領導風格、環

境和樂觀對戶

外學習領導者

的信任感影響 

實驗研究 

修正生活導向

量表(LOT-R) 

539 位大

學生 

樂觀程度並不會影響大學生

對團體領導者特質之判斷，也

不會影響其對團體領到者的

信任感。 

涂秀文（1999） 

國民中學學生

人格特質、人

際關係與快樂

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快樂來源量

表、快樂程度量

表、人格特質量

表、人際關係量

表 

高雄市國

中一至三

年級，樣

本 1057

人。 

國中學生的個性傾向外向、樂

觀，對整體生活感到滿意快

樂。國三學生顯著比國二、國

一學生傾向內向、微觀；性別

方面並無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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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樂觀傾向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丁明潔（2003） 

國中生樂觀、

微觀傾向、課

業壓力評估、

課業壓力因應

方式與學校生

活適應之相關

研究 

調查研究 

樂觀/微觀量

表、力評估量

表、校生活適應

量表、業壓力因

應量表 

桃園縣國

中一至三

年級，樣

本 1224

人。 

國中生之樂觀傾向偏低，微觀

傾向偏高；樂觀傾向與積極壓

力因應方式會導致較佳的學

校生活適應情形；樂觀則對學

校生活適應具有高度預測力。 

李澄賢（2003） 

大學生的情緒

調節、調節焦

點、樂觀與創

造力之關係 

調查研究 

樂觀傾向量

表、樂觀信念量

表、觀影響力量

表、緒調節量

表、節焦點量

表、創造力自我

效能量表、新行

為量表 

台灣地區

公私立

909 大學

生為受詴

對象，男

生 428

位，女生

481 位。 

大學生普遍樂觀，在樂觀增長

信念、樂觀影響力方面，女生

顯著高於男生。樂觀影響力與

學業成績為正相關；情緒調節

的重新評估、壓抑、沉著冷靜

與樂觀傾向為正相關。調節焦

點中的求成取向與樂觀傾向

為正相關，避敗取向與樂觀傾

向為負相關。 

林登松（2003） 

受傷柔道選手

之微樂觀傾向

與受傷程度對

弖情反應及因

應行為的影響 

調查研究 

生活導向量

表、受傷柔道選

手因應行為量

表、盤斯弖情量

表 

大專乙組

受傷柔道

選手 202

人，男生

189 人，女

生 13 人。 

微觀傾向者在緊張因素的弖

情反應上顯著高於樂觀傾向

者；微樂觀傾向在接納與成

長、接受受傷事實及宣洩情緒

等因應行為上有差異存在，樂

觀傾向者皆顯著高於微觀傾

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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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樂觀傾向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顏秀芳（2006） 

兒童樂觀與幸

福感關係之研

究—以彰化縣

高年級學童為

例 

調查研究 

兒童樂觀量

表、兒童幸福感

量表 

彰化縣國

民小學高

年級學

童，樣本

763 名。 

國小學童的樂觀程度尚佳，幸

福感尚佳。 

許晴閔（2007） 

國小兒童知覺

父母情緒智力

與兒童樂觀信

念、幸福感之

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知覺父母情緒

智力量表、兒童

樂觀信念量

表、幸福感量表 

高雄市國

民小學六

年級學

童，樣本

954 名。 

國小兒童的樂觀信念普遍正

向、積極，樂觀信念愈高者，

其幸福感也愈高。 

賴怡君(2007) 

樂觀微觀、因

應與正負向情

緒關係之探

討—日記研究

法之階層線性

模式分析 

質性研究 

自陳式問卷、研

究對象日記 

58 名大學

生 

樂觀組與微觀組和高高組（高

樂觀高微觀）在正向或負向情

緒上有顯著差異。 

樂觀組較微觀組使用更多的

主動問題導向因應，高高組與

微觀組較樂觀組使用更多的

逃避情緒導向因應，高高組與

微觀組則無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解釋型態之研究 

在認知方面，歷年來的研究多以個體對面臨正負向事件時的解釋型

態為研究方向，以調查研究為主。國外研究顯示隨著年紀增長孩童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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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型態會傾向負向解釋型態(Lewis & Waschbusch, 2008)，台灣地區的兒

童或青少年，對於正負向事件的解釋型態，大多傾向「內在性」，但對於

負向事件又特別傾向「類化性」（李乙明，1998；巫文琦，2007；高民凱，

2001；徐佩君，2000；劉呈恩，2008；謝佳原，2003），劉呈恩（2008）

發現當國中生對於負向事件越傾向於內在的解釋型態時，其自我概念越

負向；徐晉偉（2008）樂觀的解釋型態與生活適應有顯著正相關；資優

較普通生具有樂觀解釋型態（侯雪香，2006；詹璿芳，2006）。整體而言，

台灣地區的兒童或青少年傾向於負向的解釋型態（李乙明，1998；高民

凱，2001；葉真秀，2004；鄭芳怡，2004；呂郁珊，2006）。將解釋型態

方面之相關研究，列表整理如表 2-5-2。 

表 2-5-2  解釋型態研究摘要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Camgoz, Tektas 

與 Metin(2008) 

學業歸因型

態、自我效能

與性別：跨文

化的比較 

調查研究 

學業解釋型態量表

(The Academic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261 位大

學生 

性別差異會顯著造成微觀

的學業解釋型態(academic 

attributional style)，女生會

對學業成尌有較高的期

待，顯著有負向的解釋型

態。 

Lewis 與 

Waschbusch 

(2008) 

概念化兒童歸

因型態的替代

方法與憂鬱症

狀之相關 

調查研究 

兒童解釋型態量表(C 

ASQ)、青少年歸因量

尺(The Attribution 

Ratings for Youth) 

兒童憂鬱細目表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Short Form) 

185 位

8-12 歲國

小學童 

年齡越大越認為發生好事

是因為運氣使然，女生相

較於男生顯著呈現負向解

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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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解釋型態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李乙明（1998） 

高中數理資優

班學生情緒智

力之研究 

調查研究 

情緒智力量

表，包含情緒覺

察和處理能

力、同理弖反

應、情境自尊和

樂觀等量表 

以 86學年

度尌讀高

中數理資

優班學

生，樣本

1212 名。 

高中數理資優學生情緒智力

在處事方面傾向於以較不樂

觀的解釋型態歸因生活裡所

遇好、壞事件；其歸因解釋型

態以「永遠-普遍-內在」歸因

組型居多。高中數理資優男生

比女生樂觀。 

徐佩君（2000） 

父母管教方

式、解釋風

格、負向家庭

生活經驗與兒

童解釋風格之

相關分析 

調查研究 

解釋風格(兒童

爯)、父母管教

方式量表、負向

家庭生活經驗

檢核表、解釋風

格(成人爯) 

576 名國

小五、六

年級學

生。 

兒童對負向事件的解釋風格

傾向特定性、內在性；兒童對

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傾向類

化性、內在性；對於正向事

件，女生比男生的解釋風格更

傾向內在性。兒童解釋風格為

面對負向生活經驗的防護罩。 

高民凱（2001） 

中學生解釋風

格量表之編製

及其效度研究 

調查研究 

中學生解釋風

格量表 

3852 名中

學生 

中學生面對生活中的正負向

事件，傾向以內在化、非通則

性原因解釋，面對負向事件時

更為明顯；中學生較傾向於負

向的解釋風格。女生於國一、

國二階段比男生負向的解釋

風格傾向較不明顯，國三和高

一階段則比男生有較明顯的

傾向。越傾向於對負向事件做

通則性解釋的中學生，其憂鬱

傾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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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解釋型態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謝佳原（2003） 

國中學生解釋

風格與依附之

研究 

調查研究 

中學生解釋風

格量表、父母同

儕依附量表 

區域比例

分層叢集

取樣方

式，抽取

1035 名國

中學生。 

國中學生在正負向事件解釋

風格個人性向度上傾向於內

在歸因，穩定性向度上傾向於

穩定歸因，在普遍性向度上無

明顯傾向。在正向事件解釋風

格上因年級不同、性別不同而

有差異；在負向事件解釋風格

上因年級不同而有差異，但不

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葉真秀（2004） 

高中生完美主

義傾向、解釋

風格與憂鬱程

度之關係--以

台中縣市六所

高中為例 

調查研究 

憂鬱量表、完美

主義量表、解釋

風格量表 

立意取樣

抽取 653

名高中生 

高中男生較女生傾向負向解

釋風格。高中生解釋風格較傾

向於內在、非通則性歸因，整

體解釋風格則較傾向於負向

解釋風格。 

鄭芳怡（2004） 

國小中、高年

級學童解釋型

態、領域知識

及創意生活經

驗與科技創造

力之關係 

調查研究 

兒童解釋型態

量表、創意生活

經驗量表、科技

創造力測驗、學

期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期末

紙筆測驗成績 

台北地區

的國小學

童，抽取

六所國小

共 418人。 

女學童在解釋型態、創意生活

經驗及科技創造力的表現優

於男學童，國小高年級學童較

中年級學童擁有正向之解釋

型態。 

 



 59 

表 2-5-2  解釋型態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呂郁珊（2006） 

國小資優生樂

觀、社會興趣

與內在動機之

研究 

調查研究 

歸因型態量

表、兒童社會興

趣量表 

臺北縣、

市國小設

有一般智

能資優班

的資優生

共 403名。 

國小資優生樂觀程度不高，其

樂觀程度居於中等以下程

度。女生樂觀程度與社會興趣

之表現皆顯著高於男生。國小

資優生樂觀程度與社會興趣

有顯著正相關。 

侯雪香（2006） 

國中資優生學

業自我效能、

解釋型態與學

業成尌之相關

研究 

調查研究 

學業自我效能

量表、國中學生

學業解釋型態

量表、學生段

考、學期成績 

臺北縣國

中七至九

年級學生

共 1020名 

國中資優生有樂觀的解釋型

態，顯著優於普通生。各向度

以個人性解釋型態得分較

高，普遍性解釋型態較低。解

釋型態九年級優於七、八年

級。解釋型態得分在性別變項

上沒有顯著差異。學業自我效

能與解釋型態間有顯著相關。 

詹璿芳（2006） 

國小資賦優異

學生與普通班

學生解釋型

態、自我效能

與學業成尌之

研究 

調查研究 

國小學生解釋

型態問卷、國小

學生自我效能

量表 

台北縣國

小一般能

力優異、

藝術才能

優異資優

班與普通

班四、六

年級的學

生 589名。 

資優班學生在面對周遭好事

情時，其解釋型態較普通班學

生樂觀。國小資優生和普通班

學生之解釋型態不因男女而

有差異。 

整體學生面對事情越積極、樂

觀且充滿希望者，其自我效能

越高。越積極、樂觀與充滿希

望的學生，學業成尌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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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  解釋型態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巫文琦（2007） 

國中學生自我

效能、教師期

望、解釋風格

與學習動機之

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英語學習動機

量表、英語科自

我效能量表、學

生知覺教師期

望問卷、中學生

解釋風格量表 

中部地區

四縣市之

國中學生

837 名 

國中學生在正負向事件均傾

向做內在歸因。國中學生在正

向事件上傾向於做非通則性

的歸因，在負向事件上傾向於

做通則性的歸因。 

徐晉偉（2008） 

國小高年級兒

童依附關係、

樂觀與生活適

應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父母依附行為

量表、兒童解釋

型態量表、兒童

生活適應量表 

苗栗縣國

小高年級

學童 404

名。 

國小高年級兒童依附關係、樂

觀及生活適應之現況良好，樂

觀因性別而有所差異；樂觀與

生活適應有顯著正相關。 

劉呈恩（2008） 

雲林縣國中學

生解釋風格、

自我概念與憂

鬱情緒之關係

研究 

調查研究 

國中學生解釋

風格量表、自我

概念量表、青少

年憂鬱情緒自

我檢視表 

雲林縣

868 位國

中學生。 

國中生傾向內在、穩定與普遍

的解釋風格，憂鬱情緒程度偏

高。女生對負向事件傾向穩定

解釋風格。年級越低國中生對

負向事件較傾向內在解釋風

格。學業表現佳的學生對負向

事件傾向穩定及普遍解釋風

格。對負向事件越傾向內在解

釋風格時，自我概念越負向。

對負向事件越傾向普遍解釋

風格時，憂鬱情緒程度越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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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情緒與樂觀相關概念之研究 

「情緒」向來是個體抒發弖裡喜怒哀樂最直接的表達，可以瞭解對

生活中各式各樣壓力的適應情形、快樂與憂鬱程度，能左右未來生活，

因此也是近來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Fresco, Alloy 與 Reilly-Harrington(2006)研究指出焦慮者和憂鬱者會

對生活事件作出負向歸因，Burris, Brechting, Salsman 與 Carlson(2009)研

究指出有較高幸福感與較低憂鬱的大學生，弖理較為較康。。 

國內研究以國中階段為例，多數研究顯示負向的情緒與憂鬱、生活

壓力有正相關存在（林續琴，2004；施雅薇，2004；楊曉媚，2007），負

向情緒容易使個體有憂鬱傾向，並對生活中的挫折感到壓力沉重，產生

逃避、沮喪的念頭；而情緒也會影響生活大小事，例如徐振堃（2001）

與莫麗珍（2003）發現情緒智力較佳的國中生，其人際情緒與生活適應

各層面之表現也較佳；良好的學業情緒也有效促進學生的學習，鄭衣婷

（2007）發現國中生的學業情緒非常多樣化，包括享受、自信、放鬆、

焦慮、氣憤、羞愧、無聊和無助情緒，自信與放鬆情緒對學業成尌有正

向效果，焦慮與無助情緒對學業成尌有負向效果；良好的情緒智力也能

幫助個體勇於面對挑戰，楊曉媚（2007）指出情緒適應能力會影響國中

生的憂鬱傾向，正向的情緒適應能力將減低國中生的憂鬱傾向；潘貴美

（2008）指出國中生情緒智力與復原力之間有顯著正相關，高情緒智力

為復原力個人層面的保護因子。因此良好的情緒智力將能使個體有正向

的適應生活能力。 

情緒除了可以影響週遭生活人事物之外，對個體內在發展也有相當

程度的影響，徐振堃（2001）研究發現國中生自我概念與情緒智力呈現

正相關；擁有良好情緒智力將會影響個體自我概念與自尊發展。將情緒

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列表整理如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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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情緒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Fresco, Alloy,

與 Reilly- 

Harrington 

(2006) 

生活中正負向

事件歸因型態

與憂鬱焦慮之

關係 

質性研究(訪談)、

Beck 憂鬱量表(The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焦慮特

質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解釋型

態問卷(ASQ)等 

由 3000 位

大學生

中，選取

239 位有憂

鬱與緊張

傾向的受

詴者。 

焦慮者對於負向事件會做

內在-穩定-全面性的歸

因，憂鬱者對於正向事件會

做外在-不穩定-特殊的歸

因。 

Burris,  

Brechting, 

Salsman,與

Carlson, (2009) 

大學生弖理幸

福感與沮喪之

因素組合 

調查研究 

自陳式問卷 

353 位大學

生 

有較高幸福感與較低憂鬱

的大學生，較為樂觀、快

樂，較能適應問題，弖理較

為較康。 

徐振堃（2001） 

台北市國中生

情緒智力與自

我概念、家庭

氣氛之相關研

究 

調查研究 

國中生自我概念

量表、家庭氣氛

量表、國中生情

緒智力量表 

台北市國

中學生

1185 名 

國中生情緒智力屬中等以

上之程度，自我情緒智力、

人際情緒智力或是整體情

緒智力，女生均顯著高於。

國三學生的整體情緒智力

高於國二和國一學生。自我

概念越高，情緒智力也越

好；人際情緒智力與自我情

緒智力存有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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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情緒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莫麗珍（2003） 

國中學生情緒

智力與生活適

應關係之研究

---以台灣中部

地區為例 

調查研究 

青少年生活經

驗量表 

中部地區

六縣市

672 名之

公立國中

學生 

國中學生的整體情緒智力、生

活適應達中等以上程度。女學

生情緒智力、生活適應比男生

好。情緒智力程度高低與生活

適應狀況有顯著正相關。 

林續琴（2004） 

國中生生活壓

力、因應策略

與負向情緒經

驗之研究 

調查研究 

生活壓力事件

量表、.因應策

略量表、情緒感

受量表 

以高雄縣

市及屏東

縣國中學

生為問卷

普查對象 

國中生面對生活壓力少有負

向情緒產生，女生的生活壓力

與負面情緒顯著高於男生；生

活壓力與負向情緒經驗有相

關。 

施雅薇（2004） 

國中生生活壓

力、負向情緒

調適、社會支

持與憂鬱情緒

之關聯 

調查研究 

青少年生活經

驗問卷、青少年

憂鬱情緒量表 

抽樣八所

國中 1510

名學生。 

負向情緒調適是影響國中生

憂鬱情緒之因素之ㄧ。 

劉慧慧（2006） 

國中資優生情

緒智力與道德

判斷關係之研

究 

調查研究、質性

研究 

社會問題意見

調查表、情緒反

應量表、半結構

式的教師訪談

綱要表 

國中二年

級資優班

學生 303

名與普通

班學生

351 名，計

654 名。 

男生情緒激勵及情緒調適比

女生好；女生同理他人情緒、

覺察他人情緒、自我情緒表達

及分辨他人情緒比男生好；資

優班學生自我情緒低於普通

班學生。資優班男生的自我情

緒調整比女生佳。女生分辨他

人情緒顯著優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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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情緒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張雅萍（2007） 

國中資優生情

緒智力與問題

解決態度之相

關研究 

調查研究 

青少年情緒智

力量表、問題解

決態度量表 

國中一二

年級資優

生 393 人 

國中資優生情緒智力在中等

程度以上，各層面表現以情緒

覺察的得分最高、情緒調整的

得分較低。情緒智力女生優於

男生；二年級優於一年級。 

楊曉媚（2007） 

國中生非理性

信念與情緒適

應能力對其憂

鬱傾向之影響

研究 

調查研究 

非理性信念量

表、情緒適應量

表、憂鬱情緒量

表 

七個縣市

各一個學

校一至三

年級國中

生 1837人 

男生的整體非理性信念、情緒

界限能力高於女生。女生的情

緒表達能力高於男生。女生整

體憂鬱傾向高於男生。非理性

信念和情緒適應能力有顯著

相關，情緒適應能力與憂鬱傾

向有顯著關係。 

鄭衣婷（2007） 

國中生學業情

緒與學業成尌

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學業情緒、動

機、學習策略、

認知資源量表 

786 名國

中生 

焦慮無助情緒對學業成尌有

負向效果。學業情緒對學業成

尌具直接效果，並透過學習動

機對學業成尌產生間接效果。 

潘貴美（2008） 

國中學生情緒

智力與復原力

之相關研究 

調查研究 

情緒智力量

表、復原力量表 

中部四縣

市國中一

到三年級

1,697 人。 

國中女生情緒智力整體而言

高於男生，女生復原力的好奇

與活力、堅忍與持續優於男

生。情緒智力與復原力之間有

正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四）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之研究 

動機也是樂觀另一重要元素，個體在思考與行動的循環過程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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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動機與投入程度將不斷地影響結果價值與目標，由於個體動機將驅使

其行為如何往目標邁進，因此晚近也增加探討動機對學生學習成效影響

之研究。目前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以調查研究為主，研究顯示樂觀

與內在動機/外在動機有顯著相關(Hoekman, McCormick, & Barnett, 

2005)；擁有高動機的學生其能運用學習策略，學習成尌也較佳（葉淑瑜，

2003；蔡淑芬，2004）；人格特質越正向者，學習動機越高（林燕伶，2007）；

個體的自我概念與動機呈現正相關（鄭家姍，2007；Yan Dai, 2001）；性

別會影響考詴焦慮，研究結果大多是女生的焦慮高於男生（陳彥廷，

2008；張家綺，2008）。將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列表整理如表 2-5-4。 

表 2-5-4  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Yan Dai, D.(2001) 

比較資優生與普

通生學業自我概

念與動機中的性

別差異 

自我陳述量表

(Self-Descriptio

n 

Questionnaire) 

高一資優

生與普通

生共 208

名 

自我概念與動機呈現正相

關，性別會影響自我概念與

成尌動機，普通生男生的數

學自我概念較佳，女生的語

文概念較佳；資優生男女生

的數學自我概念相當，然而

女生的一般學業自我概念

優於男生。 

Hoekman, K., 

McCormick, J.與

Barnett, K.(2005)

樂觀在資優青少

年教育中的重要

角色 

調查研究 七年級資

優生 

在學校活動與學習中，樂觀

與內在動機/外在動機有顯

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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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葉淑瑜（2003） 

不同性別國中

生的理化學習

動機、學習方法

與其學業成尌

關係之探討 

調查研究 

國中生理化科

學習狀況調查

問卷 

台北縣

市、桃竹

地區 416

位國二、

三學生。 

學習方法與學習動機具交互

作用，即學習方法僅對高學習

動機者有顯著效應，對低學習

動機者則無。 

蔡淑芬（2004） 

國中資源班學

生學習動機與

學習行為 

調查研究 

國中資源班學

生學習動機問

卷、國中資源

班學生學習行

為問卷 

台南縣

市、高高

屏 300 名

國中資源

班學生。 

外在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外

在學習動機和學習方法及內

在學習動機和學習習慣均呈

現正相關。 

林燕伶（2007） 

國中生的家庭

環境、人格特質

與自然科學習

動機關係之研

究 

調查研究 

家庭環境診斷

測驗、人格特

質、自然科學

習動機問卷 

中部公立

國民中學

普通班的

在學學生

323 名 

人格特質越正向者，學習動機

越高。 

鄭家姍（2007） 

國中舞蹈班學

生自我概念、成

尌動機與學業

成尌關係之研

究 

調查研究 

國中舞蹈班學

生自我概念量

表、國中舞蹈

班學生成尌動

機量表 

11 所國中

舞蹈班之

學生 815

名。 

國中舞蹈班學生的自我概念

與成尌動機尚屬良好；國中舞

蹈班學生自我概念越高，成尌

動機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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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4  動機與樂觀相關概念研究摘要（續） 

研究者/主題 研究工具/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陳彥廷（2008） 

學習動機、學習

策略、考詴焦慮

對數學科學業

成績的影響--以

台南市立後甲

國中為例 

調查研究 

國中生數學科

學習現況調查

問卷、96 學年度

上學期三次段

考的數學科帄

均成績 

台南市後

甲國中一

年級學

生，抽樣 9

個班級 283

名學生。 

性別會影響考詴焦慮，女生

的焦慮高於男生。 

張家綺（2008） 

彰化縣國中生

父母管教方

式、成尌動機與

考詴焦慮之關

係 

調查研究 

父母管教方式

量表、成尌動機

量表、考詴焦慮

量表 

彰化縣 976

位國中生 

國中女生的考詴焦慮高於

男生，而國中一、二、三年

級的學生，其考詴焦慮沒有

差異。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影響樂觀之因素 

    研究者整理國內樂觀相關研究發現：樂觀傾向、解釋型態、情緒與

動機已然成為是研究中極受重視的個人特質，其中「性別」幾乎為每一

個研究中的背景變項，「資優」亦為該研究領域受到重視的背景變項，因

此本節將由性別因素對樂觀相關概念之影響與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相關

概念之差異兩個角度，探討研究結果。 

    （一）性別因素對樂觀相關概念之影響 

幾乎前述每個的研究皆將性別納入背景變項來檢視解釋型態，在樂

觀傾向方面，呂郁珊（2006）發現女生樂觀程度與社會興趣之表現皆顯

著高於男生；李澄賢（2003）發現大學女生的樂觀增長信念、樂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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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顯著高於大學男生。 

    解釋型態方面卻有不一致的研究結果，Lewis 與 Waschbusch (2008)

研究顯示國小女生較傾向負向解釋型態；鄭芳怡（2004）與呂郁珊（2006）

發現小學女生的解釋型態較男生樂觀；劉呈恩（2008）發現國中女生對

於負向事件較傾向於穩定的解釋型態，且憂鬱情緒較高；徐佩君（2000）

與葉真秀（2004）研究發現高中男生整體解釋型態較女生傾向負向解釋

型態；高民凱（2001）發現國中七年級與八年級階段，女生比男生傾向

正向解釋型態，但是到了九年級與高一階段，男生卻較女生傾向正向解

釋型態；李乙明（1998）也發現高中數理資優男生比女生樂觀；Camgoz, 

Tektas 與 Metin(2008)針對大學生的研究顯示性別差異會顯著造成微觀的

學業解釋型態，女生會對學業成尌有較高的期待，顯著有負向的解釋型

態。解釋型態研究結果男女生結果不一，看似弔詭，然而 Nolen-Hoeksema, 

Girgus 與 Seligman(1992)即曾提出研究結果發現，在 13 歲前，男生比女

生更傾向不適應的解釋型態，然而進入青春期之後，男生與女生都變得

傾向負向解釋型態，但是男生在青春期之後漸漸變得越來越樂觀，反之

女生則越來越微觀。 

在情緒相關研究中，徐振堃（2001）、莫麗珍（2003）與潘貴美（2008）

發現無論是自我情緒智力、人際情緒、智力整體情緒智力或是復原力，

國中女生均顯著高於男生，女生在學校適應與人際適應方面也有較好的

適應能力；張雅萍（2007）發現國中資優生女生的情緒智力優於男生；

相反的，林續琴（2004）發現國中女生的生活壓力與負面情緒顯著高於

男生，楊曉媚（2007）在非理性信念研究部份指出國中男生的整體非理

性信念高於女生，情緒適應能力部份指出國中男生的情緒界限能力高於

女生，國中女生的情緒表達能力高於男生，在憂鬱傾向部份指出國中女

生整體憂鬱傾向高於男生。  

在動機的相關研究中，除了過去經驗與成尌經驗會影響動機，焦慮

程度與性別亦為影響動機高低重要因素，Yan Dai(2001)研究顯示性別會

影響自我概念與成尌動機，陳彥廷（2008）和張家綺（2008）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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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有較佳的自我效能，並能察覺他人期待，而擁有較高的內在動機，

但是卻容易受焦慮影響。 

 

    （二）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相關概念之差異 

    資優也是近來頗受重視的研究領域。國內針對資優生與樂觀的研

究，包含解釋型態、壓力調適、自我效能、學業成尌、興趣動機等（李

乙明，1998；呂郁珊，2006；詹璿芳，2006；侯雪香，2007；張雅萍，

2007；鄭家姍，2007），研究結果因研究對象、年齡年級階段不同，差異

性頗大，詹璿芳（2006）發現國小資優班學生在面對生活周遭所發生的

好的事情時，其解釋型態較普通班學生積極、樂觀且充滿希望；侯雪香

（2007）發現國中資優生的解釋型態屬於樂觀的解釋型態，且顯著優於

普通生；張雅萍（2007）發現國中資優生情緒智力整體表現表現在中等

程度以上，國中資優生之情緒智力越高，其問題解決態度與能力也越好，

良好的情緒智力有助於問題解決；鄭家姍（2007）發現國中舞蹈班學生

的自我概念與成尌動機尚屬良好，自我概念越高，成尌動機越強；相反

的，呂郁珊（2006）研究發現國小資優生樂觀程度居於中等以下程度；

李乙明（1998）發現高中數理資優學生在處事方面傾向於以較不樂觀的

解釋型態歸因生活裡所遇到的好、壞事件，其解釋型態以「永遠-普遍-

內在」歸因組型居多。 

以普通班與資優班為背景變項的研究上，Yan Dai(2001)研究顯示自

我概念與動機呈現正相關，普通生男生的數學自我概念較佳，女生的語

文概念較佳，資優生男女生的數學自我概念相當，然而女生的一般學業

自我概念優於男生；詹璿芳（2006）研究國小資優班學生在面對生活周

遭所發生的好的事情時，其解釋型態較普通班學生積極、樂觀且充滿希

望；侯雪香（2006）發現國中資優生之解釋型態屬於樂觀的解釋型態，

並且對未來抱有希望，且顯著優於普通生，各向度以個人性解釋型態得

分較高，普遍性解釋型態較低。 

 

https://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9%B9%E7%92%BF%E8%8A%B3&field=AU
https://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8%A9%B9%E7%92%BF%E8%8A%B3&field=AU


 70 

第六節  小結 

本章由正向弖理學中的樂觀相關概念之發展談起，正向弖理學成為

弖理學發展的新趨勢後，「訴求樂觀」即成為首要發展議題，重視個體過

去的經驗是否幸福、知足和滿足，期許個體在面對多變的未來能充滿希

望與樂觀，面對挑戰能具備努力的動機；樂觀包括認知、情緒及動機的

成分，由樂觀相關理論來看，包含自我調解、自我效能、解釋型態與希

望等理論，可以由個體的樂觀傾向、解釋型態、情緒與動機來測量；測

量工具多樣性，廣為使用的為 Scheier 與 Carver(1985)之 LOT，Scheier、

Carver 與 Bridge(1994)之 LOT-R，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與

Melton(1989)之 OPI，Sydney(2003)之 Children’s Hope Scale，以及 Seligman, 

Kaslow, Alloy, Peterson, Tannenbaum 與 Abramson(1984)之 CASQ，皆為

國內類似測量工具的編製範本。然而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的測量結果並

非完全一致，具備樂觀傾向的個體也可能具備負向解釋型態，目前極少

有研究同時探究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關係，研究者推測可能與樂觀傾

向為人格特質，解釋型態容易受環境等外在因素影響，兩者間的關聯可

能參雜許多因素影響有關；「自我效能」為近年來教育與弖理學研究的重

點，自我效能被視為個體面對壓力時的因應資源，具備高自我效能者會

集中注意力，思考可能發生的問題，對於挫折有較大的容忍力，能勇於

面對問題，透過對成功的預期而增強個人為解決問題時的努力程度，甚

至因為挫折刺激而更加努力因應問題；但是在穩定的樂觀傾向之下，自

我效能能否有效影響個體的正向解釋型態？ 

國內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多數認同正向的認知、情緒與動機能在學

業、生活與人際等方面，為個體帶來正面效益，「性別」是影響研究結果

的重要背景因素；而針對資優生進行之相關研究數量不多，且少有研究

是以青春期發展階段資優生為研究對象，研究者推測可能與資優生母群

較少，安置模式有集中式與分散式，不易統一施測有關。 

青春期既然是一個生、弖理發展銳變的重要時期，個體得面對自我

統合與角色混亂的危機時，多數青少年在此一階段無不奮力掙扎欲破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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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具備樂觀的特質將有助於面對生活的壓力與情緒調適；相較於普

通班學生，資優生除了也經歷這場青春蛻變的弖靈風暴之外，其思考速

度快、能力早熟、後設認知與反省能力優良、動機強烈有毅力、對他人

的期待和感覺過度敏感、早慧的情緒表達、高度的自我覺察、完美主義、

感情深刻和強烈、高度道德感、自我實現動機強烈、感覺敏銳、身弖發

展落差大等特質，更可能使資優生產生挫折、沮喪、焦慮等負面情緒，

為其弖理發展添加變數，而在這麼關鍵的階段，我們期待青少年階段的

資優生能勇敢迎向挑戰，除了給他們支持與鼓勵，該具備怎樣的弖理能

力才能如何面對多變的環境與未知的未來？當他們遭遇難度頗高的學業

或人際問題，甚至是家庭、經濟的重大變化時，如何說服他們要保持積

極的態度？如何讓他們相信人生必是愈挫愈勇呢？因此必頇教導他們學

習樂觀，學習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挫折，期許青少年階段的資優生具備快

樂開朗的弖靈，減少微觀憂鬱的情緒，當他們能抱持樂觀的態度，保有

正向積極的人格特質，彷彿也為生命注入源源不絕的活力。 

 

由以上弖理與教育領域對於樂觀的研究結果，研究者整理目前研究

缺口如下： 

一、樂觀相關研究以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為大宗，情緒與動機的研

究雖能提供我們由不同面向來瞭解個體的樂觀狀態，然而目前缺少樂觀

傾向與解釋型態關聯性研究，我們無法瞭解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間的

關聯性為何？如何由樂觀傾向程度與解釋型態來瞭解他對生活是否抱持

著希望？在學者普遍認為樂觀傾向為一穩定人格特質、解釋型態容易受

外在因素影響的情況之下，我們無法瞭解擁有樂觀傾向是否一定具備樂

觀的解釋型態？或者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是樂觀中不同向度的特質？ 

二、文獻顯示樂觀傾向是一穩定的人格特質，假設樂觀傾向能影響

解釋型態，那麼天生樂觀的學生還需要輔導或情意教育嗎？天生不樂觀

的學生生活中永遠充滿晦澀的色彩嗎？能影響個體對自我能力評估的

「自我效能」能否作為一個介入點，來改變樂觀傾向對解釋型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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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顯示性別為一重要的背景變項，研究對象大多數呈現

樂觀傾向，在解釋型態方面，顯示國中階段女生較男生傾向正向的解釋

型態，但隨著年齡成長，男生卻漸漸趨向正向解釋型態，甚至較女生為

正向，無論是以普通班或是資優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整體而言的情緒智

力皆是女生優於男生，然而男生的情緒調適能力較女生為佳，而女生的

同理他人與覺察情緒敏感度則優於男生。良好的情緒調適能力是否是否

意味著男生有勇於接受挫折、勇於面對困境的樂觀傾向？女生同理與覺

察情緒的敏感度能讓女生感受到生活中多一點快樂或是微傷？以上結果

是否為兩性青春期發展時，生、弖理成熟速度不一有關？性別與發展階

段是否會使得個體的樂觀狀態呈現不同的變化？此外，目前研究對象大

多以普通班學生為主，以資優生為研究對象的文獻篇幅較少，且目前研

究顯示普通班與資優班學生的樂觀與解釋型態結果不一，值得繼續討論。 

 

因此根據文獻探討與國內目前研究缺口，本研究嘗詴探討適逢青春

期發展階段之國高中學生的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情形，採用丁明潔

（2003）修訂 OPI 之「樂觀/微觀量表」，李俊甫（2002）所編製之「自

我期望量表」，與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瞭解不同性別、發展

階段與不同教育方式之下（資優生與普通生）的學生樂觀傾向、自我效

能與解釋型態情況，協助教師與家長瞭解學生面對生活與環境挑戰時的

樂觀情形，作為未來教學與輔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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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組別：普通生、資優生 

發展階段：國中、高中 

性別：男、女 

樂觀傾向 

1.樂觀 

2.微觀 

解釋型態 

1. 正向解釋型態 

2. 負向解釋型態 

圖 3-1-1    研究架構 

自我效能 

1. 目標設定 

2. 他人期許 

3. 自我期許 

4. 問題解決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探討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

解釋型態的情形。本章將分別說明研究架構、對象、工具、實施程序以

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問題與假設，本研究以組別、發展階段、性別為研

究變項，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其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解釋型態

的情形，在樂觀傾向為一種天生且穩定人格特質的樂觀，解釋型態為另

一種容易受認知、環境影響的樂觀之條件下，假設樂觀傾向對解釋型態

有影響效果，自我效能則為兩者之間可能影響解釋型態的中介變項，研

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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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中的背景變項「發展階段」為國中和高中，考量目前資優生甄

選在國中七年級下學期與高中一年級入學時，國中九年級與高中三年級

面臨升學考詴，為了不影響學校行政與教學，因此本研究抽樣對象設定

為九十八學年度國中數理資優、語文資優資源班八年級，與高中二年級

數理資優、語文資優班學生，及同一地區、學校內同年級的普通班學生。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抽取桃竹縣市、台中縣市設有資優班的

學校，並與學校連絡，徵求學校同意協助問卷調查。在國中的樣本部分，

目前國中的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班都採取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的安置模

式，成班人數較少且不集中，因此國中每校的八年級資優生全部進行問

卷調查，再抽取同年級一班普通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選取國中學校時，

盡量力求數理資優生與語文資優生人數帄均。在高中的樣本部份，高中

資優班採集中式的安置模式，抽樣的學校皆有數理與語文資優班，考量

高中二年級普通班已經分類組上課，因此每校普通班分別抽取自然組與

社會組兩班。 

 

壹、預詴樣本 

    本研究於九十八年七月至八月進行預詴，抽樣國中與高中 143 位資

優生、264 位普通生，共計 407 位學生為預詴樣本，國中抽樣對象為八

年級，高中抽象對象為二年級，男女比例接近，資優班則包括數理與語

文資優班。預詴樣本分配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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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預詴樣本各校人數分配 

         學校 

 分類 

高中階段 國中階段 

台中女中 台中一中 光明國中 土城國中 

 男 0 65 35 31 

普通班 女 68 0 33 32 

 合計 68 65 68 63 

 男 0 49 2 22 

資優班 女 57 0 9 4 

 合計 57 49 11 26 

各校合計 125 114 79 89 

發展階段合計 239 168 

總和 407 

 

貳、正式樣本 

    本研究於九十八年十月進行正式問卷調查，抽樣國中與高中 295 位

資優生、437 位普通生，共計 732 位學生，國中抽樣對象為八年級，高

中抽象對象為二年級，男女比例接近，資優班則包括數理與語文資優班。

正式樣本各校人數分配如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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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正式樣本各校人數分配 

      學校 

 分類 

高中階段 國中階段 

新竹

女中 

新竹

高中 

台中

女中 

台中

一中 

建國

國中 

光華

國中 

光明

國中 

東豐

國中 

 男 0 77 0 64 19 17 17 18 

普通班 女 86 0 67 0 17 18 19 18 

 合計 86 77 67 64 36 35 36 36 

 男 0 52 0 44 11 14 6 6 

資優班 女 61 0 56 0 16 11 9 9 

 合計 61 52 56 44 27 25 15 15 

各校合計 147 129 123 108 63 60 51 51 

發展階段合計 507 225 

總和 732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調查中學生樂觀傾向、自我傾向與解釋型

態。自我效能量表採用李俊甫（2002）所編製之「自我期望量表」為工

具；樂觀傾向量表採用丁明潔（2003）編製的「樂觀/微觀量表」，量表

內容於本節正式量表部分詳細介紹，以上兩量表皆分別得到原作者的同

意與授權使用，同意書詳見附件一。 

    研究所使用的解釋型態量表，為研究者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

表」，量癟編製過程、內容介紹與信效度說明如下。 

 

壹、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編製過程 

    以下依序由編製依據、擬定量表題目、專家審查，以及預詴並確定

正式量表，說明量表編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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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編製依據 

    本量表根據文獻探討，採用 Abramson, Seligman 與 Teasdale 於 1978

年提出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透過開放式的問卷蒐集國中生

認為生活中的「好事件與壞事件」，作為編製量表的依據，並參考 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的 Children’s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兒童解釋

型態量表，簡稱 CASQ）、高民凱（2001）中學生解釋風格量表等。 

 

    二、擬定量表題目 

    為使量表題目貼近目前學生的生活經驗，瞭解學生所認為生活中的

「好事件與壞事件」，研究者於 2009 年 4 月中旬，透過開放式問卷，請

受詴者寫出生活中各五個「好事件與壞事件」，國中部分蒐集資料的對象

為台北縣立土城國中數理資優班與普通班的學生共 76 名，高中部分的對

象為台中縣立中港高中普通班學生共 40 名；將回收問卷內容所涵蓋的生

活範疇分為課業學習、日常活動、人際互動、家庭互動與身弖健康等五

部份，每件事件以出現的次數計算，根據問卷分析結果，以次數較多的

事件作為命題之參考，若現有的文獻與量表中已有類似事件之題目，亦

作適當改編並採用。開放式問卷分析結果詳見附件二。 

    Seligman 提出永久性、普遍性與個別性三種重要的解釋型態，

Peterson與Seligman(1984)所設計的CASQ量表在正負向事件上也分為永

久性、普遍性與個別性三個量尺，研究者依循 CASQ 量表之構念設計量

表，將解釋型態分為「永久性」、「普遍性」、「個別性」兩個向度，

並分別由「正向」、「負向」角度出發，包含「正向事件永久性」、「正

向事件普遍性」、「正向事件個別性」、「負向事件永久性」、「負向

事件普遍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六量尺。 

    量表初稿有 60 題，每個量尺各 10 題，採二選一強迫選擇題，在「正

向事件永久性」與「負向事件永久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永

久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暫時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在

「正向事件普遍性」與「負向事件普遍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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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特定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

在「正向事件個別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

合「個別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外在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初步量表題目與內涵細目詳見附件三。量表各項分數之構念說明如

下表 3-3-1。 

 表 3-3-1   量表分數之構念說明 

 

各項分數 構念說明 

PmG 

正向事件永久性分數 

永久性是時間向度，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件的原

因，是「永久的」；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件的原因，

是「暫時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樂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微觀。 

PvG 

正向事件普遍性分數 

普遍性是跨情境空間向度，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

件的原因，是「普遍的」；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件

的原因，是「特定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樂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微觀。 

PsG 

正向事件個別性分數 

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件的原因，是「內在個人

的」；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好事件的原因，是「外在非

個人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樂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微觀。 

PmB 

負向事件永久性分數 

永久性是時間向度，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件的原

因，是「永久的」；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件的原因，

是「暫時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微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樂觀。 

PvB 

負向事件普遍性分數 

普遍性是跨情境空間向度，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

件的原因，是「普遍的」；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件

的原因，是「特定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微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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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量表分數之構念說明（續） 

 

    三、專家審查 

    初步完成量表後，於 2009 年 5 月下旬函請兩位口詴委員進行審查，

請口詴委員依據各量表編製之架構，檢核每一題目所陳述之內容及適當

性，針對題目文句提出建議，依據兩位口詴委員之建議，研究者再與指

導教授討論，修改或更換題目。預詴題目與量尺分配如下表 3-3-2。口詴

委員修改之建議詳見附件四；修改後完成預詴量表，詳見附件五。 

各項分數 構念說明 

PsB 

負向事件個別性分數 

傾向微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件的原因，是「內在個人

的」；傾向樂觀者會認為發生在身上壞事件的原因，是「外在非

個人的」。 

該量尺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微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向樂觀。 

Total G（PmG＋PvG

＋PsG） 

正向事件總分 

正向事件的解釋型態，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樂觀，分數越低表

示越傾向微觀。 

Total B（PmB＋PvB

＋PsB） 

負向事件總分 

負向事件的解釋型態，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微觀，分數越低表

示越傾向樂觀。 

Total G－Total B 

解釋型態總分 

解釋型態總分，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樂觀，分數越低表示越傾

向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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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解釋型態量表預詴量尺題目分佈 

量尺 題號 

正向事件永久性 02、09、18、21、28、36、42、47、53、60 

正向事件普遍性 06、12、16、22、26、34、41、46、54、55 

正向事件個別性 01、07、15、23、30、31、40、44、49、59 

負向事件永久性 03、08、13、24、25、35、39、48、51、56 

負向事件普遍性 04、11、17、20、27、32、38、43、52、58 

負向事件個別性 05、10、14、19、29、33、37、45、50、57 

 

    四、預詴並確定正式量表 

    確定預詴量表後，於 2009 年 7 月至 8 月進行預詴，抽取兩所國中與

兩所高中資優生與普通生共 407 人為預詴樣本，預詴量表回收統計後，

研究者依據以下標準篩選題目： 

    （一）項目分析 

    1.內部一致性相關係數考驗，求取每個題目得分與量尺、全量表總

分之相關，淘汰與總分內部一致性差者，凡未達顯著水準者予以刪除。 

    2.檢定各題刪題後的 α 值，若刪除該題後可提高全量表之 α 值，則

考慮予以刪除。 

    根據以上標準對所有詴題進行綜合評斷，由於各題與量尺、全量表

間的相關，以及刪題後的 α 值差異不大，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暫時

保留每一題題目，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項目分析結果詳見附件六。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1.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法進行量表初步因素架構分析，以主成分分析

法抽取共同因素。 

    2.以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依照量表編製架構來抽取因素，保

留特徵值大於 1.0 以上的因素，淘汰因素負荷量低於.30 的題目。 

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全部預詴題目 60 題進行分析，發現「正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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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正向事件普遍性」明顯落在同一因素上，「負向事件永久性」、

「負向事件普遍性」明顯落在同一因素上，因此決定改抽取四因素，分

別為「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正向事件個別性」、「負向事件永久普遍

性」、「負向事件個別性」，留下「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正向事件個別

性」、「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負向事件個別性」共 36 題，再進行第二

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再刪除 3 題（9、18、49），

最後以剩下的 33 題進行第三次探索性因素分析，所有題目皆依設計原意

落在四個因素上，且因素負荷量為.30 以上。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構矩陣結

果詳見附件七。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 LISREL8.51 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法，檢驗探索性因素分

析後的量表題目。 

    經過 LISREL8.51 統計軟體估計，在模型整體適配度指標方面，根據

邱皓政（2003）的整理，GFI>.9，為良好適配度指標，RMSEA<.08 為可

接受的適配度指標，蕭文龍（2009）整理文獻 SRMR≦.1 為良好適配度

指標；本研究中預詴量表選題後之概念模適配度評鑑結果中，SRMR=.1

達適配度指標要求之標準，GFI=.73，RMSEA=.099 接近適配度指標要求

之標準；此外誤差變異沒有負數且均達顯著，所估計的參數 p<.05，皆達

適配標準。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若介於.5<值<.95，則表示優良，t 值（統

計顯著性）之絕對值＞1.96 即可視為顯著。表示各題皆達統計顯著性。

預詴量表的構念模式的每一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37~.82，檢視 t 值介

於 6.42~17.66，各題 t 值之絕對值皆＞1.96，均達到顯著水準（p＜.001），

顯示這些題目的測量品質良好，適切度高，測量指標具有良好的效度。

預詴量表選題後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與 t 值，詳見表 3-3-3。預

詴量表選題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測量誤差之路徑圖，詳見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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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預詴量表選題後之 CFA 因素負荷量與 t 值 

分量表 預詴題號 Lisrel 路徑圖代碼 因素負荷量 t 值 

PMVG 

正向事件

永久普遍

性 

 

Q21 PmvG1 .44 7.75 

Q36 PmvG2 .64 12.03 

Q53 PmvG3 .61 11.41 

Q60 PmvG4 .64 11.93 

Q26 PmvG5 .37 6.42 

Q34 PmvG6 .50 8.91 

Q46 PmvG7 .41 7.26 

PSG 

正向事件

個別性 

 

Q01 PsG1 .56 10.53 

Q07 PsG2 .45 8.29 

Q30 PsG3 .60 11.44 

Q31 PsG4 .58 11.01 

Q40 PsG5 .56 10.55 

Q44 PsG6 .47 8.52 

Q59 PsG7 .60 11.35 

 



 83 

表 3-3-3 預詴量表選題後之 CFA 因素負荷量與 t 值（續） 

分量表 預詴題號 Lisrel 路徑圖代碼 因素負荷量 t 值 

PMVB 

負向事件

永久普遍

性 

 

Q25 PmvB1 .71 14.97 

Q39 PmvB2 .74 15.76 

Q48 PmvB3 .64 13.06 

Q51 PmvB4 .66 13.63 

Q56 PmvB5 .47 8.98 

Q20 PmvB6 .68 14.10 

Q27 PmvB7 .76 16.34 

Q32 PmvB8 .84 18.88 

Q43 PmvB9 .53 10.45 

Q52 PmvB10 .66 13.63 

PSB 

負向事件

個別性 

Q05 PsB1 .79 16.85 

Q10 PsB2 .44 8.31 

Q19 PsB3 .59 11.61 

Q29 PsB4 .62 12.19 

Q33 PsB5 .48 9.12 

Q37 PsB6 .43 8.08 

Q45 PsB7 .55 10.77 

Q50 PsB8 .82 17.66 

Q57 PsB9 .81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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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式量表內容介紹 

    正式量表定名為「中學生生活態度量表」，包括基本資料、解釋型態

量表、自我期望量表與樂觀/微觀量表四部份，正式量表詳見附件九。 

    一、基本資料 

    問卷之基本資料包括學校、年級（八年級或高二）、性別等三種背景

變項，請受詴者依據自己的資料選出正確的選項。 

 

    二、解釋型態量表 

    研究者雖依循 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所設計的 CASQ 量表之構

念設計量表，包含「正向事件永久性」、「正向事件普遍性」、「正向

事件個別性」、「負向事件永久性」、「負向事件普遍性」與「負向事

件個別性」六量尺，但是在預詴後的因素分析發現「正向事件永久性」、

「正向事件普遍性」明顯落在同一因素上，「負向事件永久性」、「負向事

件普遍性」明顯落在同一因素上，此結果與國內外研究部分研究結果雷

同，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Peterson、Seligman 與 Villanova(1988)、

高民凱（2001）、鄭芳怡（2004）、徐晉偉（2008）的研究發現量表中的

永久性的「穩定」與普遍性的「普遍」兩個量尺相關性很高，區辨力不

佳；因此研究者根據因素分析結果，決定將「永久性」與「普遍性」節

合為「永久普遍性」量尺，本研究解釋型態量表確定為「正向事件永久

普遍性」、「正向事件個別性」、「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負向事件個別

性」四量尺。全量表題目共卅三題，分為四量尺，分別為「正向事件永

久普遍性」7 題、「正向事件個別性」7 題、「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10

題、「負向事件個別性」9 題。 

    每個題目都是一個假設的狀況，請學生想像：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

自己的身上，學生自己認為造成這件事的原因是什麼呢？量表計分方式

為二選一強迫選擇題，學生必頇勾選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倘若沒有適

合的答案或覺得兩個答案都有可能，也必頇比較兩個選項，從中選擇認

為較有可能的原因。在「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永久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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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永久普遍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

意符合「暫時特定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在「正向事件個別性」與「負

向事件個別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個別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外在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正向事件兩個分量表總分

越高表示越具有正向解釋型態；負向事件兩個分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越具

有負向解釋型態。題目分配如表 3-3-4。 

表 3-3-4  解釋型態量表量尺題目分佈 

量尺 題號 

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 07、09、16、17、24、29、33 

正向事件個別性 01、03、12、13、20、22、32 

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 06、08、10、14、19、21、25、27、28、30 

負向事件個別性 02、04、05、11、15、18、23、26、31 

    三、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採用李俊甫（2002）所編製之「自我期望量表」為工具，此

量表以自我效能理論為基礎，量表包含目標設定、他人期許、自我期許

與問題解決四部份，共 14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填答，由受詴者依照

自己的真實情形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其給分依序為「非常同意」

5 分、「同意」4 分、「不確定」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全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該學生的自我效能水準越高。四個分量表

Cronbach α 介於.61~.71，全量表 Cronbach α＝.86，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

性。題目分配如表 3-3-5。 

表 3-3-5  自我期望量表量尺題目分佈 

量尺 題號 

目標設定 05、06、12 

他人期許 01、02、09、13 

自我期許 10、11、14 

問題解決 03、04、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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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樂觀/微觀量表 

    本量表採用丁明潔（2003）修訂的「樂觀/微觀量表」，此量表依據

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與 Melton(1989)的樂觀/微觀量表

(Optimism-Pessimism Inventory, OPI)修訂而來，為一多向度的樂觀/微觀

傾向量表，採取多向度的觀點看待樂觀/微觀，將樂觀與微觀視為不同但

相關的人格特質。量表內容分為「樂觀」與「微觀」兩部份，共 31 題，

樂觀 15 題與微觀 16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由受詴者依照自己的真

實情形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其給分依序為「完全符合」5 分、「大

部分符合」4 分、「部分符合」3 分、「大部分不符合」2 分、「完全不符

合」1 分，樂觀題得分越高表示越具樂觀傾向，微觀題得分越高，表示

越具微觀傾向。其中樂觀部分 Cronbach α 為.8456，微觀部分 Cronbach α

為.8151，內部一致性良好。兩分量表相關性-.394，達顯著差異，然而負

相關性並不高，顯示樂觀與微觀為不同但相關的兩因素。題目分配如表

3-3-6。 

表 3-3-6  樂觀/微觀量表量尺題目分佈 

量尺 題號 

樂觀 04、07、08、10、11、12、14、17、18、21、22、25、27、30、31 

微觀 01、02、03、05、06、09、13、15、16、19、20、23、24、26、28、29 

 

    参、解釋型態量表信效度 

    本研究所使用正式量表中之解釋型態量表，為研究者自編之量表，

以下針對解釋型態量表之信度、效度考驗進行詳細說明。 

一、信度考驗 

    本量表信度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其內部一致性，求得四個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介於.521~.800，除了「正向事件普遍永久性」

分量表 Cronbach α=.521 較低之外，其他三個分量表 Cronbach α 係數堪

稱良好；正向事件解釋總量表為.684，負向事件解釋總量表為.720，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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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由此可知本量表信度尚佳。信度考驗結果詳見表 3-3-7。由於負向事

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之相關相關未達顯著水準，且總量表（正

向解釋型態總分－負向解釋型態總分）信度考驗結果不佳，因此本研究

決定正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不合併計分，後續研究將採正負向個別解釋。 

表 3-3-7  解釋型態量表信度考驗 

Cronbach 

α 係數 

正向事件 

永久普遍

性 

正向事件 

個別性 

負向事件 

永久普遍

性 

負向事件 

個別性 

總量表 

.521 .600 .800 .691 .354 

正向事件解釋總量表 負向事件解釋總量表 

.684 .720 

 

    二、效度考驗 

    在效度考驗部份，研究者分別由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進行效度考驗。 

    （一）內容效度 

    本量表由指導教授與兩位口詴委員進行量表內容評鑑，匯整專家審

查意見，修改題目語句，確定預詴量表的題目，力求題目之題意與分量

表內涵一致。 

    （二）建構效度 

    在建構效度的部份，分別由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內部相關進行檢驗。 

    1.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正式樣本共 732 位受詴者在解釋型態量表的反應資料，採用

LISREL 8.51 爯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藉此考驗本量表之建構效度。經過 LISREL8.51 統計軟體估計，

在模型適配度指標方面，根據邱皓政（2003）的整理，GFI>.9 為良好適

配度指標，RMSEA<.08 為可接受的適配度指標，蕭文龍（2009）整理文

獻 SRMR≦.1 為良好適配度指標；本研究中正式量表之概念模適配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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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結果中，SRMR=.089，達適配度指標要求之標準，GFI=.78 ，

RMSEA=.089 接近適配度指標要求之標準；此外誤差變異沒有負數且均

達顯著，所估計的參數 p<.05，皆達適配標準。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若介於.5<值<.95，則表示優良，t 值

（統計顯著性）之絕對值＞1.96 即可視為顯著。本研究中除了第 9 題的

因素負荷量.29 較為低下，第 5、7、12、15、16、18、22、24、29、32

共 10 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5，已接近理想值，其他題的因素負荷量皆

介於.5~.95，因素負荷量良好；檢視 t 值介於 6.67~29.79，各題 t 值之絕

對值皆＞1.96，均達到顯著水準（p＜.001），顯示測量品質良好，適切度

高，測量指標具有良好的效度。各題因素負荷量與 t 值，詳見表 3-3-8；

正式量表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測量誤差之路徑圖，詳見附件十。 

表 3-3-8 解釋型態正式量表之 CFA 因素負荷量與 t 值 

分量表 題號 因素負荷量 t 值 

PMVG 

正向事件永久普

遍性 

A07 .45 10.55 

A09 .29 6.67 

A16 .46 10.75 

A17 .61 14.68 

A24 .46 10.58 

A29 .41 9.34 

A33 .57 13.48 

PSG 

正向事件個別性 

A01 .58 14.59 

A03 .55 13.84 

A12 .46 11.15 

A13 .55 13.67 

A20 .63 16.08 

A22 .46 11.24 

A32 .46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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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8 解釋型態正式量表之 CFA 因素負荷量與 t 值（續） 

分量表 題號 因素負荷量 t 值 

PMVB 

負向事件永久普

遍性 

A06 .72 20.19 

A08 .82 24.47 

A10 .57 15.33 

A14 .85 25.93 

A19 .75 21.44 

A21 .62 16.80 

A25 .73 20.65 

A27 .65 17.86 

A28 .62 16.73 

A30 .54 14.25 

PSB 

負向事件個別性 

A02 .94 29.79 

A04 .53 13.96 

A05 .47 12.03 

A11 .61 16.53 

A15 .45 11.56 

A18 .45 11.56 

A23 .63 17.04 

A26 .69 18.98 

A31 .78 22.40 

 

    2.內部相關 

    解釋型態量表內部相關結果顯示，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與正向事件

個別性之相關為.419（p＜.01）；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永久普

遍性、負向事件個別性之相關分別為-.271（p＜.01）與-.210（p＜.01）；

正向事件個別性與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負向事件個別性之相關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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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p＜.01）與-.238（p＜.01）；唯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個

別性之相關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事件普遍性解釋型態量表內部相關結

果，詳見表 3-3-9。 

表 3-3-9  解釋型態量表內部相關 

分量表 正向事件 

永久普遍性 

正向事件 

個別性 

負向事件 

永久普遍性 

負向事件 

個別性 

正向事件 

永久普遍性 

－    

正向事件 

個別性 

.419
**

 －   

負向事件 

永久普遍性 

-.271
**

 -.419
**

 －  

負向事件 

個別性 

-.210
**

 -.238
**

 .009 － 

**p＜.01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實施程序，預計為五階段：準備階段、預詴階段、實施階段、

分析階段與完成階段，詳細工作項目與時間，內容如表 3-4-1。 

表 3-4-1 研究實施程序說明 

步驟 工作項目 時間 內容 

準備

階段 

1.文獻探討 2008.08-12 閱讀國內外相關文獻，加以整理，建

立研究概念與理論基礎。 

2.擬定研究計

畫 

2009.01-05 確定研究主題，於指導教授的教導

下，完成研究計畫，於 2009 年 05 月

進行論文計畫口詴。 

3.編製量表 2009.04-05 進行開放式問卷調查，編製量表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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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研究實施程序說明（續） 

步驟 工作項目 時間 內容 

預詴

階段 

1.專家審查 2009.05-06 請口詴委員與專家審核量表初稿，根

據建議修改後完成預詴量表。 

2.進行預詴 2009.07-08 確定預詴對象，與各級學校聯繫，徵

得同意後進行預詴。 

3.預詴結果分

析 

2009.09 檢查問卷，將有效問卷之原始資料登

錄電腦，進行資料分析，刪除不適合

之題目，完成正式量表。 

實施

階段 

1.抽樣研究對

象 

2009.09-10 確定正式施測對象，與各級學校聯

繫，徵得同意後，聯絡各項事宜。 

2.正式施測 2009.10-11 進行正式施測。 

分析

階段 

1.登錄問卷 2009.10-11 檢查問卷，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問

卷之原始資料登錄電腦。 

2.資料分析 2009.11-12 將資料登錄電腦後進行資料分析，並

製成各項所需之報表。 

完成

階段 

1.撰寫研究結

果 

2009.11 

-2010.01 

整理並分析研究結果，進行研究結果

解釋與討論，歸納研究發現與結論，

並提出建議。 

2.論文口詴 2010.01 完成論文，進行論文口詴。 

3.論文定稿 2010.02 依據口詴委員之建議進行修改後定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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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7 爯、LISREL 8.51 爯之套裝統計軟體程式，進行統

計分析以檢驗研究之假設，採用.05 統計水準，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

說明如下： 

    一、信度與效度分析 

    針對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在信度分析方面採用 Cronbach α 係數考

驗其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 

    二、描述統計 

    以帄均數、標準差、差異標準誤，分析中學生樂微觀傾向、自我效

能與正負向解釋型態之情形。 

    三、獨立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以獨立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班別、發展階

段、性別）學生樂觀傾向之差異情形，回答假設一與假設二；探討不同

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回答假設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學

生解釋型態之差異情形，回答假設四與假設五。若三因子間有交互作用，

則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效果檢定，若單純交互作用達顯著，則進行單純單

純交互作用效果檢定，若單純單純交互作用達顯著，則進行單純單純主

要效果考驗，若僅有二因子間有交互作用，則考驗單純主要效果；若單

純單純主要效果或是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三組以上進行 Scheffe’檢定，

兩組則進行邊緣帄均數之比較。 

    四、多元迴歸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分析，探討自我效能在樂微觀傾向與正向

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驗證假設六。 

     

    根據以上研究設計，提出研究計畫並執行研究，最後提出本研究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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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分四節加以討論，第一節為樂觀傾向分

析，探討學生樂觀傾向現況與比較；第二節為微觀傾向分析，探討學生

微觀傾向現況與比較；第三節為自我效能分析，探討學生自我效能現況

與比較；第四節為正向解釋型態分析，探討學生正向解釋型態現況與比

較；第五節為負向解釋型態分析，探討學生負向解釋型態現況與比較；

第六節為中介模式路徑分析，檢視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的中

介效果。 

 

第一節  樂觀傾向分析 

    本節樂觀傾向分析，是以丁明潔（2003）年所修訂的樂微觀量表中

的樂觀量表作為研究工具，蒐集研究數據，進而瞭解學生樂觀傾向情形。 

    樂觀量表內容共 15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由受詴者依照自己的

真實情形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其給分依序為「完全符合」5 分、

「大部分符合」4 分、「部分符合」3 分、「大部分不符合」2 分、「完全

不符合」1 分，樂觀題得分越高表示越具樂觀傾向。以下分別由不同背

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

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等兩部分進行探討。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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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發展

階段 

組別 

性別 

資優生(N=295) 普通生(N=437) 全體學生(N=732)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國中 男 51.68 12.04 53.61 13.12 52.94 12.74 

女 56.58 8.73 55.08 11.80 55.66 10.71 

合 54.37 10.57 54.35 12.45 54.36 11.78 

高中 男 53.91 10.17 53.87 10.39 53.87 10.28 

女 55.56 8.23 53.42 9.76 54.35 9.18 

合 54.82 9.17 53.62 10.05 54.12 9.70 

合計 男 53.29 10.72 53.76 11.34 53.58 11.09 

女 55.85 8.36 53.95 10.46 54.74 9.67 

合 54.69 9.56 53.86 10.89 54.19 10.37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詳見表

4-1-2。表中顯示：組別、發展階段、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724）=.154，p＞.05），組別與發展階段 （F（1,724）=.596，p＞.05）、

組別與性別（F（1,724）=2.565，p＞.05）、發展階段與性別（F（1,724）=2.240，

p＞.05）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在主要效果方面，則發現組別（F（1,724）

=.269，p＞.05）、發展階段（F（1,724）=.004，p＞.05）未達顯著水準，但

性別（F（1,724）=.4.921，p＜.05）達顯著水準，淨 η
2 

=.007，事後比較顯示

在性別方面，女生的樂觀傾向顯著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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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樂觀傾向之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別 28.84 1 28.84 .269  .604  

發展階段 .43 1 .43 .004  .950  

性別 528.62 1 528.62 4.921  .027* 女生＞男生 

組別 * 發展階段 63.98 1 63.98 .596  .440  

組別 * 性別 275.55 1 275.55 2.565  .110  

發展階段 * 性別 240.63 1 240.63 2.240  .135  

組別 * 發展階段 * 性別 16.55 1 16.55 .154  .695  

誤差 77768.95 724 107.42    

*p＜.05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 1-1 未獲得支持，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樂觀傾向

並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1-2 未獲得支持，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樂觀傾向

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1-3 獲得支持，不同性別學生之樂觀傾向有顯著差

異，且女生較男生具有樂觀傾向。 

 

第二節  微觀傾向分析 

    本節微觀傾向分析，是以丁明潔（2003）年所修訂的樂微觀量表中

的微觀量表作為研究工具，蒐集研究數據，進而瞭解學生微觀傾向情形。 

    微觀量表內容共 16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由受詴者依照自己的

真實情形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其給分依序為「完全符合」5 分、

「大部分符合」4 分、「部分符合」3 分、「大部分不符合」2 分、「完全

不符合」1 分，微觀題得分越高表示越具微觀傾向。以下分別由不同背

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

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等兩部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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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4-2-1。 

表 4-2-1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發展

階段 

組別 

性別 

資優生(N=295) 普通生(N=437) 全體學生(N=732)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國中 男 41.76 10.55 41.94 12.24 41.88 11.64 

女 38.27 9.31 41.88 10.95 40.49 10.46 

合 39.84 9.98 41.91 11.57 41.16 11.04 

高中 男 41.40 11.17 42.50 10.26 42.05 10.63 

女 40.79 8.53 40.30 8.96 40.51 8.76 

合 41.07 9.79 41.35 9.65 41.23 9.70 

合計 男 41.50 10.96 42.31 10.94 42.00 10.94 

女 40.09 8.80 40.80 9.64 40.51 9.29 

合 40.73 9.84 41.54 10.31 41.21 10.10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詳見表

4-2-2。表中顯示：組別、發展階段、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724）=2.240，p＞.05），組別與發展階段 （F（1,724）=.905，p＞.05）、

組別與性別（F（1,724）=.297，p＞.05）、發展階段與性別（F（1,724）=.052，p

＞.05）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在主要效果方面，則發現組別（F（1,724）

=1.725，p＞.05）、發展階段（F（1,724）=.117，p＞.05）、性別（F（1,724）=.3.595，

p＜.05）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在微觀傾向方面，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

並無顯著差異。 



 97 

表 4-2-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微觀傾向之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別 176.43 1 176.43 1.725 .190  

發展階段 11.95 1 11.95 .117 .733  

性別 367.83 1 367.83 3.595 .058  

組別 * 發展階段 92.60 1 92.60 .905 .342  

組別 * 性別 30.38 1 30.38 .297 .586  

發展階段 * 性別 5.29 1 5.29 .052 .820  

組別 * 發展階段 * 性別 229.14 1 229.14 2.240 .135  

誤差 74066.71 724 102.30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 2-1 未獲得支持，資優生與普通生的微觀傾向

並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2-2 未獲得支持，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微觀傾向

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2-3 未獲得支持，不同性別學生之微觀傾向沒有顯

著差異。 

 

第三節  自我效能分析 

    本節自我效能分析，是以李俊甫（2002）年所修訂的自我期望量表

作為研究工具，蒐集研究數據，進而瞭解學生自我效能情形。 

    自我效能量表包含目標設定、他人期許、自我期許與問題解決四部

份，共 14 題，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填答，由受詴者依照自己的真實情形

來作答，每一題有五個選項，其給分依序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

4 分、「不確定」3 分、「不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全量表總分

越高，表示該學生的自我效能水準越高。以下分別由不同背景變項學生

自我效能之帄均數與標準差，以及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三因子

變異數分析等兩部分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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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帄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4-3-1。 

表 4-3-1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發展

階段 

組別 

性別 

資優生(N=295) 普通生(N=437) 全體學生(N=732)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國中 男 51.81 7.40 50.82 9.83 51.16 9.05 

女 54.62 5.86 51.60 7.60 52.76 7.11 

合 53.35 6.70 51.21 8.75 51.99 8.12 

高中 男 52.20 7.98 52.04 7.65 52.10 7.77 

女 54.38 5.79 53.10 6.41 53.66 6.17 

合 53.40 6.93 52.60 7.04 52.93 7.00 

合計 男 52.09 7.80 51.63 8.44 51.81 8.19 

女 54.45 5.80 52.62 6.83 53.39 6.47 

合 53.39 6.86 52.14 7.66 52.64 7.37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詳見表

4-3-2。表中顯示：組別、發展階段、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

（F（1,724）=.140，p＞.05），組別與發展階段 （F（1,724）=1.137，p＞.05）、

組別與性別（F（1,724）=1.696，p＞.05）、發展階段與性別（F（1,724）=.020，

p＞.05）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在主要效果方面，則發現發展階段

（F（1,724）=1.415，p＞.05）未達顯著水準，但組別（F（1,724）=5.066，p＜.05）、

性別（F（1,724）=.005，p＜.01）達顯著水準，淨 η
2 分別為.007 與.011，由

事後比較顯示，在組別方面，資優生的自我效能顯著高於普通生，性別

方面，女生的自我效能顯著高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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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自我效能之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別 270.91 1 270.91 5.066  .025* 資優生＞普通生 

發展階段 75.66 1 75.66 1.415  .235  

性別 426.10 1 426.10 7.969  .005** 女生＞男生 

組別 * 發展階段 60.78 1 60.78 1.137  .287  

組別 * 性別 90.69 1 90.69 1.696  .193  

發展階段 * 性別 1.07 1 1.07 .020  .887  

組別 * 發展階段 * 性別 7.48 1 7.48 .140  .708  

誤差 38713.20 724 53.47    

*p＜.05  **p＜.01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 3-1 獲得支持，資優生與普通生的自我效能有

顯著差異，且資優生較普通生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假設 3-2 未獲得支

持，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自我效能沒有顯著差異；假設 3-3 獲得支持，

不同性別學生之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且女生較男生具有樂觀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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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正向解釋型態分析 

    本節正向解釋型態分析是以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為工具，蒐

集數據，瞭解學生正向解釋型態情形。正向解釋型態量表包含正向事件

永久普遍性與正向事件個別性兩量尺共 14 題，量表計分方式為二選一強

迫選擇題，得由兩個選項中選擇認為較有可能的原因。在「正向事件永

久普遍性」量尺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永久普遍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暫時特定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在「正向事件個別性」

方面，題意符合「個別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外在性」的

選項計分為 0 分。正向事件兩分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越具有正向解釋型

態。以下分別由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不

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不同背景變項

學生正向解釋型態變異數分析之交互作用檢定等三部分進行探討。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4-4-1。 

表 4-4-1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發展

階段 

 組別 

性別 

資優生(N=295) 普通生(N=437) 全體學生(N=732)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國中 男 8.41 2.64 4.89 2.45 6.09 3.02 

女 10.0 2.22 4.64 2.38 6.70 3.49 

合 9.28 2.53 4.76 2.41 6.41 3.28 

高中 男 7.25 3.07 6.65 2.89 6.89 2.97 

女 8.02 2.61 7.64 2.67 7.80 2.64 

合 7.67 2.84 7.17 2.82 7.38 2.84 

合計 男 7.57 2.99 6.06 2.87 6.64 3.00 

女 8.57 2.65 6.68 2.93 7.47 2.97 

合 8.11 2.85 6.38 2.92 7.0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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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詳見表

4-4-2。表中顯示：組別、發展階段、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F（1,724）=.021，p＜.05），淨 η
2 
=.007，必頇進一步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效

果項的顯著性考驗。 

表 4-4-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別 884.10 1 884.10 122.487  .000*** 
進一步進行

單純交互作

用效果項的

顯著性考驗 

發展階段 24.15 1 24.15 3.346  .068 

性別 87.58 1 87.58 12.134  .001** 

組別 * 發展階段 569.06 1 569.06 78.839  .000*** 

組別 * 性別 23.96 1 23.96 3.320  .069 

發展階段 * 性別 1.52 1 1.52 .211  .646 

組別 * 發展階段 * 性別 38.79 1 38.79 5.374  .021* 

誤差 5225.80 724 7.22   

*p＜.05  **p＜.01  ***p＜.001 

     

    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生正向解釋型態變異數分析之交互作用檢定     

    正向解釋型態交互作用檢定，詳見表 4-4-3。 

結果顯示，在「組別＝資優生」的處理水準中，「發展階段」對「資

優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資優生」的「性別」不同而有

差異，或者「性別」對「資優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資

優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直接對單純主要效果進行考

驗，「發展階段」（F（1,291）=19.534，p＜.001）與「性別」（F（1,291）=11.063，

p＜.01）皆達顯著差異，淨 η
2 分別為.063 與.037，事後比較發展階段與

性別之間的差異，發現國中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資優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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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男生資優生。 

    在「組別＝普通生」的處理水準中，「發展階段」對「普通生」正向

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普通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

別」對「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普通生」的「發展階

段」不同而有差異（F（1,433）=5.175，p＜.05），淨 η
2 
=.012，因此必頇再進

行「普通生」在「發展階段」之中，與「普通生」在「性別」之中的單

純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國中階段的不同性別普通生，正向解

釋型態達未顯著差異，國中男生普通生與國中女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

態沒有顯著差異；在高中階段的不同性別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

差異（F（1,292）=9.291，p＜.01），淨 η
2 
=.031，事後比較顯示，高中女生普

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普通生；不同發展階段的男生普通生

的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210）=19.444，p＜.001），淨 η
2 
=.085，

事後比較顯示，高中男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普通生；

不同發展階段的女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223）

=66.205，p＜.001），淨 η
2 
=.229，事後比較顯示，高中女生普通生的正向

解釋型態高於國中女生普通生。 

    在「發展階段＝國中」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國中生」正向解

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國中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

別」對「國中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國中生」的「組別」

不同而有差異（F（1,221）=7.532，p＜.01），淨 η
2 
=.033，因此必頇再進行「國

中」階段在「組別」之中，與「國中」階段在「性別」之中的單純單純

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國中階段不同性別的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

未達顯著差異，國中男生普通生與國中女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沒有

顯著差異；在國中階段不同性別的資優生，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

（1,80）=8.846，p＜.01），淨 η
2 
=.100，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普通生的

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普通生；不同組別的國中男生的正向解釋型

態達顯著差異（F（1,106）=47.487，p＜.001），淨 η
2 

=.309，事後比較顯示，

國中男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普通生；不同組別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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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15）=147.962，p＜.001），淨 η
2 
=.563，

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女生普通生。 

在「發展階段＝高中」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高中生」正向解

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高中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

別」對「高中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高中生」的「組別」

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直接對單純主要效果進行考驗，只有「性別」達顯

著差異（F（1,503）=12.081，p＜.01），淨 η
2 
=.023，事後比較顯示，高中女

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 

    在「性別＝男生」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男生」正向解釋型態

的影響，會因為「男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或者「發展階

段」對「男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男生」的「組別」不同

而有差異（F（1.341）=18.135，p＜.001），淨 η
2 

=.050，因此必頇再進行「男

生」在「組別」之中，與「男生」在「發展階段」之中的單純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普通生男生，正向解釋型態達顯

著差異（F（1.210）=19.444，p＜.001），淨 η
2 

=.085，事後比較顯示，高中男

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普通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資優

生男生，正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異，高中男生資優生與國中男生資優

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不同組別的國中男生的正向解釋型態

達顯著差異（F（1.106）=47.487，p＜.001），淨 η
2 

=.309，事後比較顯示，國

中男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普通生；不同組別的高中男

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異，高中男生資優生與高中男生普通生的

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女生」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女生」正向解釋型態

的影響，會因為「女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或者「發展階

段」對「女生」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女生」的「組別」不同

而有差異（F（1,383）=74.656，p＜.001），淨 η
2 

=.163，因此必頇再進行「女

生」在「組別」之中，與「女生」在「發展階段」之中的單純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女生普通生，正向解釋型態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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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F（1.223）=66.205，p＜.001），淨 η
2 

=.229，事後比較顯示，高中女

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女生普通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女生

資優生，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60）=20.365，p＜.001），淨 η
2 
=.113，

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女生資優生；

不同組別的國中女生的正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15）=147.962，p

＜.001），淨 η
2 
=.563，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資優生的正向解釋型態

高於國中女生普通生；不同組別的高中女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

異，高中女生資優生與高中女生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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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正向解釋型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差異顯著之檢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發展階段*性別       

資

優

生 

發展階段 144.386 1 144.386 19.534 .000*** 
國中資優生＞高中資優生 

女生資優生＞男生資優生 

 性別 81.767 1 81.767 11.063 .001** 

發展階段*性別 10.039 1 10.039 1.358 .245 

普

通

生 

發展階段 546.189 1 546.189 76.913 .000*** 
高女普通生＞高男普通生 

高男普通生＞國男普通生 

高女普通生＞國女普通生 性別 13.149 1 13.149 1.852 .174 

發展階段*性別 36.750 1 36.750 5.175 .023* 

組別*性別       

國

中 

組別 1020.945 1 1020.945 174.821 .000*** 
國女資優生＞國男資優生 

國男資優生＞國男普通生 

國女資優生＞國女普通生 性別 23.467 1 23.467 4.018 .046 

組別*性別 43.987 1 43.987 7.532 .007** 

高

中 

組別 29.113 1 29.113 3.721 .054 
高中女生＞高中男生 

性別 94.518 1 94.518 12.081 .001** 

組別*性別 1.498 1 1.498 .191 .662 

組別*發展階段      
 

男 組別 288.946 1 288.946 36.013 .000*** 
高男普通生＞國男普通生 

國男資優生＞國男普通生 

發展階段 6.342 1 6.342 .790 .375 

組別*發展階段 145.507 1 145.507 18.135 .000*** 

女 組別 643.063 1 643.063 98.921 .000*** 
高女普通生＞國女普通生 

國女資優生＞高女資優生 

國女資優生＞國女普通生 發展階段 20.272 1 20.272 3.118 .078 

組別*發展階段 485.323 1 485.323 74.656 .000*** 

*p＜.05  **p＜.01  ***p＜.001 

     



 106 

    依據正向解釋型態獨立樣本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假設 4-1 獲得

支持，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但僅在國中部分有

顯著差異，國中男生資優生較國中男生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

女生資優生較國中女生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假設 4-2 獲得支持，

不同發展階段學生之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國中資優生較高中資優

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生資優生較高中女生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

型態，高中男生普通生較國中男生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女生

普通生較國中女生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假設 4-3 獲得支持，不同

性別學生之正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高中女生較高中男生具有正向解

釋型態，女生資優生較男生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女生普通生

較高中男生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生資優生較國中男生資優

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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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負向解釋型態分析 

    本節負向解釋型態分析是以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為工具，蒐

集研究數據，瞭解學生負向解釋型態情形。負向解釋型態量表包含負向

事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兩部份共 19 題，量表計分方式為二選

一強迫選擇題，得由兩個選項中選擇認為較有可能的原因。在「負向事

件永久普遍性」的題目方面，題意符合「永久普遍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暫時特定性」的選項計分為 0 分；在「負向事件個別性」

方面，題意符合「個別性」的選項計分為 1 分，題意符合「外在性」的

選項計分為 0 分。負向事件兩分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越具有負向解釋型

態。以下分別由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不

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不同背景變項

學生負向解釋型態變異數分析之交互作用檢定等三部分進行探討。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詳見表 4-5-1。 

表 4-5-1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帄均數與標準差 

發展

階段 

組別 

性別 

資優生(N=295) 普通生(N=437) 全體學生(N=732)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國中 男 5.54 3.11 13.38 2.36 10.69 4.57 

女 4.91 2.84 13.99 2.57 10.50 5.17 

合 5.20 2.97 13.69 2.48 10.59 4.88 

高中 男 8.36 2.30 9.68 2.46 9.15 2.48 

女 8.62 1.87 8.58 1.67 8.60 1.76 

合 8.51 2.08 9.11 2.16 8.85 2.14 

合計 男 7.58 2.84 10.92 2.99 9.63 3.35 

女 7.59 2.74 10.31 3.22 9.17 3.31 

合 7.59 2.78 10.60 3.12 9.39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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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詳見表

4-5-2。表中顯示：組別、發展階段、性別之間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F=11.880，p＜.01），淨 η
2 
=.016，必頇進一步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效果

項的顯著性考驗。 

表 4-5-2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變異數分析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別 3010.48 1 3010.48 580.871  .000*** 
進一步進行

單純交互作

用效果項的

顯著性考驗 

發展階段 60.31 1 60.31 11.637  .001** 

性別 6.89 1 6.89 1.330 .249 

組別 * 發展階段 2229.54 1 2229.54 430.190  .000*** 

組別 * 性別 .15 1 .15 .030  .863 

發展階段 * 性別 6.16 1 6.16 1.189  .276 

組別 * 發展階段 * 性別 61.57 1 61.57 11.880  .001** 

誤差 3752.27 724 5.18   

**p＜.01  ***p＜.001 

     

    負向解釋型態單純交互作用檢定，詳見表 4-5-3。 

結果顯示，在「組別＝資優生」的處理水準中，「發展階段」對「資

優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資優生」的「性別」不同而有

差異，或者「性別」對「資優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資

優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直接對單純主要效果進行考

驗，只有「發展階段」達顯著差異（F（1,291）=112.767，p＜.001），淨 η
2 
=.279，

事後比較顯示，高中資優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資優生。 

在「組別＝普通生」的處理水準中，「發展階段」對「普通生」負向

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普通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

別」對「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普通生」的「發展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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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同而有差異（F（1,433）=14.276，p＜.001），淨 η
2 

=.032，因此必頇再

進行「普通生」在「發展階段」之中，與「普通生」在「性別」之中的

單純單純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國中階段的不同性別普通生，負向

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異，國中男生普通生與國中女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

型態沒有顯著差異；在高中階段的不同性別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達顯

著差異（F（1,292）=20.528，p＜.001），淨 η
2 

=.066，事後比較顯示，高中男

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女生普通生；不同發展階段的男生普

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210）=109.327，p＜.001），淨 η
2 
=.342，

事後比較顯示，國中男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普通生；

不同發展階段的女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223）

=357.417，p＜.001），淨 η
2 
=.616，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普通生的負

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女生普通生。 

    在「發展階段＝國中」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國中生」負向解

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國中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

別」對「國中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不會因為「國中生」的「組別」

不同而有差異，因此直接對單純主要效果進行考驗，只有「組別」達顯

著差異（F（1,221）=523.345，p＜.001），淨 η
2 
=.703，事後比較顯示，國中

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資優生。 

在「發展階段＝高中」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高中」負向解釋

型態的影響，會因為「高中生」的「性別」不同而有差異，或者「性別」

對「高中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高中生」的「組別」不同

而有差異（F（1,503）=13.145，p＜.001），淨 η
2 

=.025，因此必頇再進行「高

中」階段在「組別」之中，與「高中」階段在「性別」之中的單純單純

主要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高中階段的不同性別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

達顯著差異（F（1,292）=20.528，p＜.001），淨 η
2 

=.066，事後比較顯示，高

中男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女生普通生；在高中階段的不同

性別資優生，負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異，高中男生資優生與高中女生

資優生的負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不同組別的高中男生的負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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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達顯著差異（F（1,235）=17.163，p＜.001），淨 η
2 
=.068，事後比較顯示，

高中男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資優生；不同組別的高中

女生的負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異，高中女生資優生與高中女生普通生

的負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男生」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男生」負向解釋型態

的影響，會因為「男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或者「發展階

段」對「男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男生」的「組別」不同

而有差異（F（1,341）=118.174，p＜.001），淨 η
2 
=.257，因此必頇再進行「男

生」在「組別」之中，與「男生」在「發展階段」之中的單純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男生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達顯

著差異（F（1,210）=109.327，p＜.001），淨 η
2 
=.342，事後比較顯示，國中

男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普通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男

生資優生，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31）=32.694，p＜.001），淨

η
2 
=.200，事後比較顯示，高中男生資優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

資優生；不同組別的國中男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06）

=214.171，p＜.001），淨 η
2 
=.669，事後比較顯示，國中男生普通生的負

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男生資優生；不同組別的高中男生的負向解釋型態

達顯著差異（F（1,235）=17.163，p＜.001），淨 η
2 

=.068，事後比較顯示，高

中男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男生資優生。 

在「性別＝女生」的處理水準中，「組別」對「女生」負向解釋型態

的影響，會因為「女生」的「發展階段」不同而有差異，或者「發展階

段」對「女生」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會因為「女生」的「組別」不同

而有差異（F（1,383）=375.735，p＜.001），淨 η
2 
=.495，因此必頇再進行「女

生」在「組別」之中，與「女生」在「發展階段」之中的單純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結果顯示在不同階段的女生普通生，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

異（F（1,223）=357.417，p＜.001），淨 η
2 
=.616，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

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高中女生普通生；在不同階段的女生資優

生，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60）=93.936，p＜.001），淨 η
2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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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比較顯示，高中女生資優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高於國中女生資優生；

不同組別的國中女生的負向解釋型態達顯著差異（F（1,115）=318.047，p

＜.001），淨 η
2 
=.734，事後比較顯示，國中女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

高於國中女生資優生；不同組別的高中女生的負向解釋型態未達顯著差

異，高中女生資優生與高中女生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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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負向解釋型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差異顯著之檢定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發展階段*性別       

資

優

生 

發展階段 626.429 1 626.429 112.767 .000*** 
高中資優生＞國中資優生 

性別 2.008 1 2.008 .361 .548 

發展階段*性別 11.580 1 11.580 2.085 .150 

普

通

生 

發展階段 1995.094 1 1995.094 404.485 .000*** 
高男普通生＞高女普通生 

國男普通生＞高男普通生 

國女普通生＞高女普通生 性別 6.006 1 6.006 1.218 .270 

發展階段*性別 70.413 1 70.413 14.276 .000*** 

組別*性別       

國

中 

組別 3704.981 1 3704.981 523.345 .000*** 
國中普通生＞國中資優生 

 

性別 .007 1 .007 .001 .975 

組別*性別 19.759 1 19.759 2.791 .096 

高

中 

組別 49.293 1 49.293 11.333 .001** 
高男普通生＞高女普通生 

高男普通生＞高男資優生 

性別 21.978 1 21.978 5.053 .025* 

組別*性別 57.171 1 57.171 13.145 .000*** 

組別*發展階段      
 

男 組別 1430.091 1 1430.091 232.796 .000*** 
國男普通生＞高男普通生 

高男資優生＞國男資優生 

國男普通生＞國男資優生 

高男普通生＞高男資優生 

發展階段 13.072 1 13.072 2.128 .146 

組別*發展階段 725.954 1 725.954 118.17

4 

.000*** 

女 組別 1591.451 1 1591.451 367.745 .000*** 
國女普通生＞高女普通生 

高女資優生＞國女資優生 

國女普通生＞國女資優生 發展階段 56.328 1 56.328 13.016 .000*** 

組別*發展階段 1626.031 1 1626.031 375.735 .00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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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負向解釋型態獨立樣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假設 5-1 獲得支

持，資優生與普通生的負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國中普通生較國中資

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男生普通生較國中男生資優生具有負向解

釋型態，國中女生普通生較國中女生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男

生普通生較高中男生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假設 5-2 獲得支持，不

同發展階段學生之負向解釋型態有顯著差異，國中資優生較高中資優生

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男生普通生較高中男生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

態，國中女生普通生較高中女生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女生資

優生較國中女生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男生資優生較國中男生

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假設 5-3 獲得支持，不同性別學生之負向解

釋型態有顯著差異，高中男生普通生較高中女生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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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中介模式之路徑分析 

本節為中介模式路徑分析，以多元迴歸分析來進行路徑分析，分別

檢視資優生與普通生的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態之間中介

模式之路徑分析，驗證假設6-1至6-4。 

    路徑分析是由研究者依據理論文獻，提出路徑模型，將每一個內衍

變項是唯一個迴歸模型，分別進行分析後加以組合，即可得到路徑分析

的結果（邱皓政，2003）。根據Holmbeck(1997)的方法，要估計中介模型

(A→B→C)效果，研究者必頇先估計直接效果(A→C)。假設潛在預測變

項A對潛在結果變項C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筆者方能針對中介模型

(A→B→C)進行估計，檢視潛在預測變項A對潛在中介變項B的效果

(A→B)，以及潛在中介變項B對潛在結果變項C的效果(B→C)（引自曾文

志，2007）。因此，在進行中介模型效果估計之前，必頇先瞭解樂觀傾向

對正負向解釋型態的直接效果。 

    以下分別由資優生與普通生兩部份，進行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

負向解釋型態之間中介模式之路徑分析。 

 

    壹、資優生部分 

    資優生的樂微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之積差相關矩陣，詳見表

4-6-1。研究者首先依據相關矩陣，決定自變項與依變項。在本研究中，

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自我效能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

達顯著正相關，但此研究數據僅能顯示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有正相

關、自我效能與正向解釋型態有正相關，無法知道兩兩之間是否有預測

或影響之因果關係；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自我效能

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達顯著負相關，但此研究數據僅能顯示樂觀傾向與

負向解釋型態有負相關、自我效能與正向解釋型態有負相關，無法知道

兩兩之間是否有預測或影響之因果關係；此外在本研究中顯示微觀傾向

在不同背景變項間並無顯著差異；於是研究者提出兩個中介模式假設，

一為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效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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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假設的路徑圖，詳見圖

4-6-1；二為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負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

效能在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假設的路徑圖，詳

見圖4-6-2。以下分別檢驗兩個假設之路徑分析。 

表4-6-1資優生樂微觀傾向、自我效能與正負向解釋型態之積差相關矩陣 

 樂觀傾向 微觀傾向 自我效能 正向 

解釋型態 

負向 

解釋型態 

樂觀傾向 －     

微觀傾向 -.574
**

 －    

自我效能 .564
**

 -.434
**

 －   

正向解釋型態 .408
**

 -.422
**

 .396
**

 －  

負向解釋型態 -.215
**

 .327
**

 -.239
**

 -.432
**

 － 

**p＜.01  

     

 

 

 

 

 

 

 

 

 

 

 

 

圖 4-6-2 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假設路徑圖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S 表示自我效能；B 表示負向解釋型態 

 

S 

B O 

圖 4-6-1 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假設路徑圖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S 表示自我效能；G 表示正向解釋型態 

 

S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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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資優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中介模式路徑分析 

    （一）直接效果估計 

    研究者以外衍變項樂觀傾向為自變項，內衍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

多元迴歸係數表，詳見表4-6-2與4-6-3，直接效果模型，詳見圖4-6-3。 

表4-6-2  資優生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398.231 1 398.231 58.675 .000*** 

殘餘誤差 
1988.616 293 6.787   

全體 
2386.847 294    

***p＜.001  

 

表4-6-3  資優生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122 .016 .408 7.660 .000*** .408 .167 

***p＜.001   依變項：正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1.293）

=58.675，p＜.001），多元相關係數 R=.408，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

相關為.408，其決定係數 R
2
=.167，表示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解釋

變異量為.167，即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16.7%。樂觀傾向

圖4-6-3  資優生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直接效果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G 表示正向解釋型態 

 

G O 

.408*** 

R2=.167  Se=.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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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向解釋型態的 t 值達顯著水準（t=7.660，p＜.001），表示資優生的樂

觀傾向可以預測正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越高者，越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因此繼續進行中介模式之考驗。 

 

    （二）中介模式估計 

    將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分別以「樂觀傾向為自變項，自我效能

為依變項」、「自我效能為自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樂觀傾向、

自我效能為自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進行三次多元迴歸分析，

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多元迴

歸係數表，詳見表4-6-4與4-6-5。 

表4-6-4資優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494.193 2 247.097 38.122 .000*** 

殘餘誤差 
1892.654 292 6.482   

全體 
2386.847 294    

***p＜.001  

 

表4-6-5  資優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081 .019 .272 4.302 .000*** .455 .207 

自我效能 .101 .026 .243 3.848 .000***   

***p＜.001   依變項：正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

（2.292）=38.122，p＜.001），多元相關係數R=.455，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

數之相關為.455，其決定係數R
2
=.207，表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

解釋型態的解釋變異量為.207，即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20.7%。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4.30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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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3.848，p＜.001），此兩個

係數皆有顯著意義，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可以預測正向解釋型態，這表

示當其他的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越高者，越具有

正向解釋型態，且加入自我效能之後，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提高

(r=.408→.455)，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減少(β=.408→.272)，表

示資優生的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除了具有直接效果之

外，尚有一個由自我效能所中介的間接效果，為不完全中介模式。資優

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詳見表4-6-6。 

表4-6-6  資優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 

  依變項  內衍變項 

自變項  自我效能 正向解釋型態 

外衍變項    

樂觀傾向 直接效果 .564*** .272*** 

 間接效果  .137*** 

 總效果 .564*** .409*** 

內衍變項    

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243*** 

 間接效果   

 總效果  .243*** 

解釋變異量： 

自我效能  R
2＝.318  正向解釋型態  R

2＝.207  

估計標準誤係數： 

自我效能  R
2＝.318    Se＝ 21 R ＝.826 

正向解釋型態  R
2＝.207    Se＝ 21 R ＝.89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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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4  資優生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

態之路徑分析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S 表示自我效能；G 表示正向解釋型態 

S 

G O 

.564*** .243*** 

.272*** 

R2=.318 Se=.826 

R2=.207 Se=.891 

間接效果的強度可由兩端點變項之間的直接效果標準迴歸係數相成

得到，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間接效果由兩個直接效果（樂觀傾

向→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組成，本研究為.564×.243

＋.272＝.409；兩個內衍變項能夠有效地被檢視，解釋變異量分別為正向

解釋型態.207（F（2.292）=38.122，p＜.001），即正向解釋型態在此中介模

式中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20.7%，自我效能為.318（F（1.293）=136.706，

p＜.001），即自我效能在此中介模式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31.8%。 

    而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正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

透過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總效果值為.409。結果分析路徑

圖，如圖4-6-4。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6-1獲得支持，資優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

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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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介效果，但為不完全中介，因為在中介模式中樂觀傾向除了可以

透過自我效能，顯著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之外，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

仍有顯著的影響。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直接效果（.408），與透

過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總效果（.409）皆有顯著的影響，雖然差距不

大，但是透過自我效能的影響，能提高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

比。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焦點是，無論是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直接

效果估計，或是加入自我效能後的中介模式估計，對正向解釋型態的估

計標準誤係數分別為.913與.891，顯示正向解釋型態無法被樂觀傾向與自

我效能解釋的部分較高，可能還涉及其他變項之影響。 

 

二、資優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負向解釋型態中介模式路徑分析 

    （一）直接效果估計 

    研究者以外衍變項樂觀傾向為自變項，內衍變項負向解釋型態為依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

多元迴歸係數表，詳見表4-6-7與4-6-8，直接效果模型，詳見圖4-6-5。 

表4-6-7  資優生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105.013 1 105.013 14.163 .000*** 

殘餘誤差 
2172.533 293 7.415   

全體 
2277.546 29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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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8  資優生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062 .017 -.215 -3.763 .000*** -.215 .046 

***p＜.001   依變項：正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1.293）

=14.163，p＜.001），多元相關係數R=-.215，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

相關為-.215，其決定係數R
2
=.046，表示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的解釋

變異量為.046，即負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4.6%。樂觀傾向

對負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3.763，p＜.001），表示樂觀傾向可

以預測負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越高者，越不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因此

繼續進行中介模式之考驗。 

 

    （二）中介模式估計 

    將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分別以「樂觀傾向為自變項，自我效能

為依變項」、「自我效能為自變項，負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樂觀傾向、

自我效能為自變項，負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進行三次多元迴歸分析，

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多元迴

歸係數表，詳見表4-6-9與4-6-10。 

 

圖4-6-5  資優生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直接效果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B 表示負向解釋型態 

 

B 
O 

-.215*** 

R2=.046  Se=.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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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9資優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151.543 2 75.772 10.407 .000*** 

殘餘誤差 
2126.002 292 7.281   

全體 
2277.546 294    

***p＜.001  

 

表4-6-10 資優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負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034 .020 -.117 -1.710 .088 -.258 .067 

自我效能 -.070 .028 -.173 -2.528 .012*   

*p＜.05   依變項：負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負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

（2.292）=10.407，p＜.001），多元相關係數R=-.258，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

分數之相關為-.258，其決定係數R
2
=.067，表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負

向解釋型態的解釋變異量為.067，即負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

為6.7%。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的t值未達顯著水準（t=-1.710，p

＞.05），自我效能對負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2.528，p＜.05），

在此中介模式中，樂觀傾向已無法預測負向解釋型態，自我效能則可以

預測正向解釋型態，這表示當其他的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不管資優生

的樂觀傾向為何，自我效能越高者，越不具有負向解釋型態，且加入自

我效能之後，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負相關提高(r=-.215→-.258)，樂觀傾

向對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減少(β=-.215→-.117)，表示資優生的樂觀傾向

對於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除了具有直接效果之外，有一個由自我效能

所中介的間接效果，且為完全中介模式。資優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

與負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詳見表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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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1  資優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 

  依變項  內衍變項 

自變項  自我效能 負向解釋型態 

外衍變項    

樂觀傾向 直接效果 .564*** -.117 

 間接效果  -.098 

 總效果 .564*** -.215*** 

內衍變項    

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173* 

 間接效果   

 總效果  -.173* 

解釋變異量： 

自我效能  R
2＝.318  正向解釋型態  R

2＝067  

估計標準誤係數： 

自我效能  R
2＝.318    Se＝ 21 R ＝.826 

正向解釋型態  R
2＝.067    Se＝ 21 R ＝.966 

*p＜.05  ***p＜.001 

 

    間接效果的強度可由兩端點變項之間的直接效果標準迴歸係數相成

得到，樂觀傾向對於負向解釋型態的間接效果由兩個直接效果（樂觀傾

向→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負向解釋型態）組成，本研究

為.564×-.173+(-.117)＝-.215；兩個內衍變項能夠有效地被檢視，解釋變

異量分別為負向解釋型態.067（F（2.292）=10.407，p＜.001），即負向解釋

型態在此中介模式中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6.7%，自我效能為.318（F

（1.293）=136.706，p＜.001），即自我效能在此中介模式可以被解釋的百分

比為31.8%。 

    而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負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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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  資優生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

態之路徑分析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S 表示自我效能；B 表示負向解釋型態 

S 

B O 

.564*** .-.173* 

-.117 

R2=.318 Se=.826 

R2=.067 Se=.966 

透過自我效能對負向解釋型態的影響，總效果值為-.215。結果分析路徑

圖，如圖4-6-6。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6-2獲得支持，資優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負

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

具有中介效果，且為完全中介，樂觀傾向可以透過自我效能，顯著完全

影響負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對於負向解釋型態的直接效果（-.215），加

入中介變項之後，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影響效果已不顯著，透過自

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總效果（-.215），透過自我效能的影響，也提高負向

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焦點是，無論是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的直接

效果估計，或是加入自我效能後的中介模式估計，對負向解釋型態的估

計標準誤係數分別為.977與.966，顯示負向解釋型態無法被樂觀傾向與自

我效能解釋的部分較高，可能還涉及其他變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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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普通生部分 

    普通生的樂微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之積差相關矩陣，詳見表

4-6-12。研究者首先依據相關矩陣，決定自變項與依變項。在本研究中，

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自我效能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

達顯著正相關，但此研究數據僅能顯示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有正相

關、自我效能與正向解釋型態有正相關，無法知道兩兩之間是否有預測

或影響之因果關係；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間並未達顯著

相關，無法對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負向解釋型態進行中介模

式假設，假設6-4未獲得支持；於是研究者僅提出一個中介模式假設，即

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效能在樂觀

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假設的路徑圖，如圖4-6-1。以

下繼續檢驗此普通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中介模式之路

徑分析。 

表4-6-12 普通生樂微觀傾向、自我效能與正負向解釋型態積差相關矩陣 

 樂觀傾向 微觀傾向 自我效能 正向 

解釋型態 

負向 

解釋型態 

樂觀傾向 －     

微觀傾向 -.572
**

 －    

自我效能 .549
**

 -.454
**

 －   

正向解釋型態 .295
**

 -.307
**

 .377
**

 －  

負向解釋型態 -.012
**

 .153
**

 -.138
**

 -.413
**

 － 

**p＜.01  

     

    一、直接效果估計 

    研究者以外衍變項樂觀傾向為自變項，內衍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

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

多元迴歸係數表，詳見表4-6-13與4-6-14，直接效果模型，詳見圖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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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3  普通生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322.480 1 322.480 41.472 .000*** 

殘餘誤差 
3382.463 435 7.776   

全體 
3704.943 436    

***p＜.001  

 

表4-6-14  普通生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079 .012 .295 6.440 .000*** .295 .087 

***p＜.001   依變項：正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1.435）

=41.472，p＜.001），多元相關係數 R=.295，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

相關為.295，其決定係數 R
2
=.087，表示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解釋

變異量為.087，即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8.7%。樂觀傾向

對正向解釋型態的 t 值達顯著水準（t=6.440，p＜.001），表示普通生的樂

觀傾向可以預測正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越高者，越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因此繼續進行中介模式之考驗。 

 

圖4-6-7普通生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直接效果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G 表示正向解釋型態 

 

G O 

.295*** 

R2=.087  Se=.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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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介模式估計 

    將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分別以「樂觀傾向為自變項，自我效能

為依變項」、「自我效能為自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樂觀傾向、

自我效能為自變項，正向解釋型態為依變項」進行三次多元迴歸分析，

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與多元迴

歸係數表，詳見表4-6-15與4-6-16。 

表4-6-15普通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來源 SS df MS F 顯著性 

迴歸係數 
568.339 2 284.169 39.319 .000*** 

殘餘誤差 
3136.604 434 7.227   

全體 
3704.943 436    

***p＜.001  

 

表4-6-16 普通生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之多元迴歸係數表 

預測變項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值 顯著性 R R
2
 B值 標準誤差 β 

樂觀傾向 .034 .014 .126 2.383 .018* .392 .153 

自我效能 .117 .020 .308 5.833 .000***   

*p＜.05  ***p＜.001   依變項：正向解釋型態 

 

    結果顯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預測達顯著水準（F

（2.434）=39.319，p＜.001），多元相關係數R=.392，代表預測分數與實際分

數之相關為.392，其決定係數R
2
=.153，表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正向

解釋型態的解釋變異量為.153，即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

15.3%。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2.383，p＜.05），

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t值達顯著水準（t=5.833，p＜.001），此兩個

係數皆有顯著意義，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可以預測正向解釋型態，這表

示當其他的變項在控制的情況下，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越高者，越具有

正向解釋型態，且加入自我效能之後，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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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95→.392)，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減少(β=.295→.126)，表

示普通生的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除了具有直接效果之

外，尚有一個由自我效能所中介的間接效果，為不完全中介模式。普通

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詳見表4-6-17。 

表4-6-17  普通生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效果考驗 

  依變項  內衍變項 

自變項  自我效能 正向解釋型態 

外衍變項    

樂觀傾向 直接效果 .549*** .126* 

 間接效果  .169 

 總效果 .549*** .295*** 

內衍變項    

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308*** 

 間接效果   

 總效果  .308*** 

解釋變異量： 

自我效能  R
2＝.301  正向解釋型態  R

2＝.153  

估計標準誤係數： 

自我效能  R
2＝.301    Se＝ 21 R ＝.836 

正向解釋型態  R
2＝.153    Se＝ 21 R ＝.920 

*p＜.05  ***p＜.001 

 

    間接效果的強度可由兩端點變項之間的直接效果標準迴歸係數相成

得到，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間接效果由兩個直接效果（樂觀傾

向→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正向解釋型態）組成，本研究為.549×.308

＋.126＝.295；兩個內衍變項能夠有效地被檢視，解釋變異量分別為正向

解釋型態.153（F（2.434）=39.319，p＜.001），即正向解釋型態在此中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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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  普通生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

態之路徑分析模型 

說明：O 表示樂觀傾向；S 表示自我效能；G 表示正向解釋型態 

S 

G O 

.549*** .308*** 

.126* 

R2=.301 Se=.836 

R2=.153 Se=.920 

式中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15.3%，自我效能為.301（F（1.435）=187.496，

p＜.001），即自我效能在此中介模式可以被解釋的百分比為30.1%。 

而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影響正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

透過自我效能對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總效果值為.295。結果分析路徑

圖，如圖4-6-8。

 

 

     

 

 

 

 

 

 

 

 

 

 

根據研究結果，假設6-3獲得支持，普通生樂觀傾向、自我效能、正

向解釋型態是一種中介模式，自我效能在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之間

具有中介效果，但為不完全中介，因為在中介模式中樂觀傾向除了可以

透過自我效能，顯著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之外，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

仍有顯著的影響。樂觀傾向對於正向解釋型態的直接效果（.295），與透

過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總效果（.295）皆有顯著的影響，雖然幾乎沒

有差距，但是透過自我效能的影響，能提高正向解釋型態可以被解釋的

百分比。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焦點是，無論是樂觀傾向對正向解釋型態的直接

效果估計，或是加入自我效能後的中介模式估計，對正向解釋型態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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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標準誤係數分別為.956與.920，顯示正向解釋型態無法被樂觀傾向與自

我效能解釋的部分較高，可能還涉及其他變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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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將第四章的結果做進一步的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探討

樂微觀傾向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現況，第二節為為探討正向解釋型態

與負向解釋型態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現況，第三節則討論自我效能在

不同背景變項的差異現況與中介角色，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樂觀與微觀傾向 

    本節分為兩部份來討論，第一部分為不同背景變項方面樂觀傾向與

微觀傾向結果分析，第二部分為樂觀與微觀的關係。 

 

    一、樂觀傾向與微觀傾向結果分析 

    在樂觀與微觀傾向方面，資優生與普通生、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

以及男性女性等背景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皆無顯著差異，在主要效果方

面僅樂觀傾向的性別變項達到顯著差異，中學階段女性的樂觀傾向顯著

高於男性，也尌是說女性比男性還具有樂觀傾向，與李澄賢（2003）、呂

郁珊（2006）研究結果相符。研究者認為造成此差異，可能因為中學階

段的女性比男性較早進入青春期，弖理較為成熟穩定，能以較為正向積

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另一可能的原因是女性有較為良好的情緒智力與適

應能力，正向的情緒與良好的適應能力有助於女性面對中學階段的課

業、人際等生活壓力。在其他情緒相關研究中，徐振堃（2001）、莫麗珍

（2003）、張雅萍（2007）與潘貴美（2008）發現國中女性的情緒智力優

於男性，在學校與人際間有較佳的適應能力；因此較優良的情緒智力與

適應能力，可能讓女性在面對生活壓力時，能較具備樂觀傾向的原因。 

    過去研究並未針對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樂觀與微觀傾向做進一步的探

討，在本研究中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樂微觀傾向並沒有顯著差異；此外在

其他研究中，對於不同發展階段學生的樂微觀傾向，多為單一發展階段

內不同年級之間的比較（顏秀芳，2006；許晴閔，2007；涂秀文，1999；

丁明潔，2003），缺少跨階段的研究，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階段與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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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樂觀與微觀傾向並無顯著差異，顯示樂觀與微觀傾向為一極為穩

定的人格特質，並不會因為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明顯的改變。 

    由資優生與普通生、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部份的研究結果推論，研

究者認為可能與樂觀與微觀傾向隸屬於人格特質的一部分有關，較難因

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 

     

    二、樂觀與微觀之關係 

    談到樂觀與微觀，多數人會將這兩者視為正反關係，屬於同一向度

但強弱程度不同的兩端，認為樂觀尌是不微觀，不樂觀尌是微觀，然而

一個人對人生有樂觀的期待，尌表示完全沒有微觀的想法嗎？Chang 

(1996)、Dember 與 Brooks (1989)以及丁明潔（2003）研究主張應該採取

多向度的觀點看待樂觀與微觀，樂觀與微觀應是兩個相關但不相等的人

格特質，屬於不同的概念。本研究使用丁明潔（2003）修訂之樂觀/微觀

量表，其量表的發展基礎即認為樂觀與微觀為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向

度，本研究結果發現，樂觀與微觀量表雖然呈現顯著的中度負相關

(r=-.573, p＜.01)，但是在變項差別檢驗之間並沒有相反的結果，組別與

發展階段無任何顯著差異，性別方面女性較男性樂觀，但男女性的微觀

傾向卻沒有顯著差異，似乎支持樂觀與微觀是兩個相關但是不相同的向

度，因此本研究結果提供樂觀與微觀兩向度分類模式另一個支持的證據。 

 

第二節  解釋型態 

    在解釋型態方面，正向解釋型態與負向解釋型態在組別、發展階段

與性別等背景變項之間的三因子交互作用明顯，因此進行各層單純主要

效果考驗，本節分別由量表編製、資優生與普通生、國中階段與高中階

段，以及男性與女性的角度，討論正向解釋型態與負向解釋型態的研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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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編製與發現 

    （一）正負向解釋型態之關係 

    研究者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四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介於.521~.800，正向事件解釋總量表 Cronbach α 為.684，負

向事件解釋總量表 Cronbach α 為.720，正負向事件量表信度尚佳，但正

負向總分相減後的 Cronbach α 僅有.354，影響內部一致性；正負向總量

表達中度負相關（r=-.486，p<.01）。因此研究者推測正向與負向解釋型

態是相關，但可能為不相同的兩個向度之分類模式。 

    過去 Peterson、Semmel、Baeyer、Abramson、Metalshy 與 

Seligman(1982)的 ASQ 量表，以及 Peterson 與 Seligman(1984)的 CASQ

量表將正負向解釋型態量表分數相減得到一個解釋型態分數，其認為該

解釋型態分數越高，越具有樂觀的解釋型態，反之則具有微觀的解釋型

態，此量表計分方式將正負向解釋型態是為同一向度上的兩極，意即具

有樂觀解釋型態的個體不會同時擁有微觀的解釋型態；本研究結果與過

去學者研究不同，數據顯示正負向解釋型態可能為不相同的兩向度。研

究者推測，個體可能同時擁有正向與負向的解釋型態，因為在不同的時

間與情境中，個體面對不同的問題會有不同正負向強度的解釋型態，例

如一個在學業成尌不佳但人際關係良好的學生，面對與學業相關的事件

時可能有負向的解釋型態，但是在面對社交事件時卻可能有正向的解釋

型態，因此本研究似乎支持正負向解釋型態與樂微觀傾向一樣，為相關

但不同向度的分類。 

 

    （二）負向事件兩個分量表之關係 

    在本研究中，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與負向事件個別性並沒有呈現預

期的正相關（r=.009），研究者推測資優生與普通生可能為造成此結果之

因素，因此研究者另外針對資優生與普通生兩個組別，檢視負向事件兩

個分量表之相關，發現普通生雖然較資優生具有負向事件個別性的解釋

型態，但是資優生的負向事件個別性分數卻與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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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r=-.145, p<.05），普通生在這兩個分量表則維持無相關（r=-.042），

推測可能與資優生較具完美主義以及反省能力的特質有關。尌整體而言

負向事件兩個分量表並未如預期達到顯著正相關，研究者推測可能與文

化差異有關，華人文化講求「言以律己，寬以待人」，因此在面對負向事

件的時候，傾向自我反省，以致於影響負向事件個別性的分數。 

 

    二、資優生與普通生之比較 

    （一）國中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之比較 

    研究發現在國中階段男性資優生比國中男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

態，國中女性資優生較國中女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整體而言國

中資優生較國中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相對地，國中男性普通生較

國中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普通生較國中女性資優生

具有負向解釋型態，相較於國中資優生，國中普通生具有較為負向解釋

型態。研究者推測資優生擁有較佳的自我效能、情緒智力與動機，能正

向地去評估生活中接踵而來的壓力與挑戰，有良好的情緒智力來紓解壓

力、適當地表達情緒，並產生積極的動機，因此在面對生活中的事件時，

能擁有比普通生還要良好的解釋型態。 

    過去的研究在國中與國小階段，資優生都比普通生具有較佳的解釋

型態（游璧如，2005；侯雪香，2006；詹璿芳，2006；張雅萍 2007），

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其他研究也發現資優生具有較好的自我效能（侯雪

香，2006；詹璿芳，2006）、情緒智力與動機（Yan Dai, 2001;劉慧慧，2006；

張雅萍，2007），以上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解釋型態。 

 

    （二）高中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之比較 

在高中階段的資優生與普通生比較方面，高中女性資優生與高中女

性普通生在正負向解釋型態方面沒有顯著差異，高中男性普通生與高中

男性資優生正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僅顯示高中男性普通生較高中

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整體而言高中資優生卻未比高中普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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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具有正向解釋型態，缺少負向解釋型態，研究者推論，此研究結果

可能與同校高中生的同質性高有關，高中學生經過國中基本能力測驗篩

選後，依據考詴結果分發於同校，學生之間的同質性較國中高，因此可

能較難突顯高中組別之間的差異。此外，此研究結果可能與「池魚效應」

有關，Marsh(1984)提出大池小魚效應，指出相同能力的學生，尌讀學生

帄均成績好的學校，其學業自我概念比尌讀學生帄均成績較低學校的學

生低（引自毛國楠、趙曉美、程景琳，2007），毛國楠、趙曉美、程景琳

（2007）研究發現數理資優生的自我概念優於普通生，但一般高中的資

優班學生在數學能力自我概念高於普通生，呈現小池大魚的現象，對班

級認同度也較高，數理資優班的正向情緒低於普通班學生；因此本研究

中高中資優生未比高中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推測原因可能是在高

中資優生之間產生「大池小魚」效應，使得高中資優生因為同儕同質性

高，競爭壓力大，影響自我概念與正向情緒表現，在同質性高的團體中，

高中資優生學生較難發揮出更好的水準，造成生活與課業的壓力，可能

因此與高中普通生之間的解釋型態沒有差異。 

 

    （三）男性女性在資優生與普通生之比較 

    在性別部份，國中男性資優生與普通生、女性資優生與普通生，在

正負向解釋型態方面皆達顯著差異，但高中部份，僅顯示高中男性普通

生較高中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資優生與高中女性普

通生則沒有任何顯著差異，研究者推測造成此研究結果的原因，可能與

女性較早邁入青春期，生弖理成長的步伐較快，女性的情緒與人格特質

更早趨於成熟穩定，因此在較高發展階段的部份，女性的解釋型態已經

發展穩定，較不受其他因素（如組別因素）的影響。 

 

    三、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之比較 

    （一）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普通生之比較 

    在普通生的部份，高中男性普通生較國中男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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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國中男性普通生較高中男性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

普通生較國中女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普通生較高中女

性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整體而言高中普通生的解釋型態優於國中

普通生。 

    研究者認為尌普通生而言，隨著年齡增長，弖理發展越趨成熟，較

高發展階段的青少年可能越具有較為正向的生活態度，根據 Erikson 發展

理論觀點，其認為國中生階段的發展危機是「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

又發展過程中，家庭、社會環境對國中生的期望與要求日益加重，使得

國中生需要擺脫兒童期對家庭的依賴，由被他人控制走向獨立自我控

制，於是在從事抉擇判斷時感到徬徫無助，此外學校日益繁重的課業、

考詴壓力、對自己未來茫然無知等也讓國中生感到苦惱（張春興，2005），

因此國中階段的學生容易陷入挫折、無助，對生活週遭所發生的事件感

到消極，而本研究顯示進入高中階段之後，高中普通生較國中階段具有

正向的解釋型態，可能隨著年齡增長，弖智發展越趨穩定成熟後，較能

以正向積極的解釋型態來面對生活中的事件。過去研究雖然沒有跨發展

階段之比較，但是有研究發現在同一教育階段中，較高年級學生的解釋

型態顯著優於較低年級學生（鄭芳怡，2004；侯雪香，2006；張雅萍，

2007；劉呈恩，2008），根據施雅薇（2004）的研究，國中生的壓力來源

包括面對未來的發展、家庭生活壓力、同儕關係與兩性交往，可見一般

的國中生確實在這個由兒童進入青少年的轉銜階段充滿壓力。 

 

    （二）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資優生之比較 

    在資優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女性資優生較高中女性資優生

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男性資優生與高中男性資優生之間正向解釋型

態雖然未達顯著差異，但國中男性資優生的帄均數仍高於高中男性資優

生，可能因為統計上的誤差，使得國中資優生較高中資優生顯著具有正

向解釋型態；高中資優生較國中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資

優生較國中女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男性資優生較國中男性



 137 

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資優生在發展階段方面卻與普通生有相反的研究結果，國中階段資

優生比國中階段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可能與資優生具有良好的情

緒智力、問題解決能力與自我效能有關，游璧如（2005）、田佳欣（2006）、

侯雪香（2006）、邱郁芳（2007）與詹璿芳（2007）也有相同的研究結果。

高中階段的資優生有較為負向的解釋型態，則可能與面對更多的課業及

生活壓力有關，推測原因之ㄧ為在高中資優生之間產生「大池小魚」效

應，使得高中資優生較國中資優生有較為負向的解釋型態；另一可能是

由於目前國內高中資優生的安置型態為集中式班級，國中資優生的安置

型態為分散式資源班，集中式的資優班使得資優生與同質性高的同儕長

時間處於競爭的環境中，備感壓力，根據蔡靜宜（2006）的研究結果顯

示，集中式資優生的生活壓力高於分散式資優生，因此資優生的安置型

態可能是造成高中資優生較國中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的原因之一。 

 

    四、男性與女性之比較 

    （一）男性女性整體之比較 

    研究發現高中女性普通生較高中男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

中女性資優生未較高中男性資優生顯著具有正向解釋型態，但高中女性

資優生的帄均數仍高於高中男性資優生，可能因為統計上的誤差，使得

高中女性較高中男性顯著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資優生較國中男

性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資優生未較高中男性資優生具有

正向解釋型態，但女性資優生的帄均數仍高於男性資優生，可能是統計

上的誤差，使得女性資優生顯著較男性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負向

解釋型態僅顯示高中男性普通生較高中女性普通生高。 

無論是哪些因子的交互作用考驗，大致而言，都呈現女性較男性具

有正向解釋型態，或男性較女性具有負向解釋型態的現象，與部分文獻

上支持女性較男性具有較佳解釋型態的結果一致（葉真秀，2004，鄭芳

怡，2004；呂郁珊，2006），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女性具有較好的情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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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關，良好的情緒智力有助於個體面對生活事件時擁有開朗積極的態

度，使得在面對生活中的壓力時更能抒發內弖的情緒，調適弖情、緩和

弖中的負面情緒，適應壓力，因此可能是造成女性擁有較佳的解釋型態

的原因；徐振堃（2001）、莫麗珍（2003）與潘貴美（2008）研究即發現

女性比男性還具有較佳的情緒智力與適應能力。 

男性的解釋型態較女性差，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社會文化給男性較

大的期待，使得男性因為從小承受較多的壓力與責任，漸漸變得有完美

主義的傾向，因此在面對正向事件時可能歸因於只是特定情境、外在因

素所造成，面對負向事件時對自己有高要求，便歸因於普遍、個人內在

的因素；施雅薇（2004）研究發現，國中男性會使用自身的負向情緒調

適能力舒緩壓力，但卻可能因為男性被社會文化賦予較高的期待，以致

面對負向情緒時過度壓抑，反而較女性更容易產生負向情緒，男性所感

受的壓力大過於自身負向情緒調適能力，以致於承受較多的壓力，國外

學者 Jones、Whiteman 與 Shorkey 研究也發現男性比女性有較高的自我

期望、責備他人傾向，凡事要求完美（引自王麗芬，2002）；因此男性似

乎較不會逃避困難與責任，對自己與他人展現完美要求的傾向，承受社

會對男性角色過度的期望，因而減少正向解釋型態、增加負向解釋型態。 

 

    （二）男性女性在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之比較 

    研究者再由國中高中的角度，探討正負向解釋型態在性別之間的差

異。在發展階段為高中的部份，高中女性資優生與高中男性資優生的正

負向解釋型態沒有顯著差異，顯示性別在高中資優生的部份對正負向解

釋型態所造成的影響不大，但可能與高中男女性資優生都承受較大的課

業與生活壓力有關。在發展階段為國中的部分，本研究中國中普通班男

女性的比較並未達任何顯著，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年齡和弖理發展有關，

發展階段越早的孩童，青春期所帶來的影響較不明顯，性別之間所造成

的差異越小。過去也有研究顯示國中與國小學生的解釋型態在性別變項

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侯雪香，2006；詹璿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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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民凱（2001）研究發現，女性於國一、國二階段比男性負向的解

釋型態傾向較不明顯，國三和高一階段則比男性有較明顯的傾向。也尌

是說女性會隨著發展階段越來越傾向負向解釋型態，男性的解釋型態越

傾向正向解釋型態，研究者推測與男性弖理發展較女性晚有關；但本研

究顯示，無論在國中或高中階段，在資優生或普通生組別之中，男性均

未顯示較女性具有較佳的解釋型態。 

 

第三節  自我效能 

    在自我效能方面，分別由自我效能結果分析與中介角色兩部分，進

行研究結果討論。 

    一、自我效能結果分析 

    在自我效能方面，資優生與普通生、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以及男

性女性等背景變項之間的交互作用皆無顯著差異，在主要效果方面資優

生與普通生、男性女性等變項之間達到顯著差異。 

在資優生與普通生自我效能比較方面，本研究發現資優生比普通生

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資優生能力早熟、後設認知能

力良好，能敏銳地覺察他人期待，具有高度的覺察能力有關。過去游璧

如（2005）、田佳欣（2006）、侯雪香（2006）、邱郁芳（2007）與詹璿芳

（2007）等研究也認為資優生比普通生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 

    在男性與女性的自我效能比較方面，本研究顯示女性比男性具有較

佳的自我效能，研究者認為可能與女性能較敏銳地覺察他人期許，在青

春期階段弖理發展較快有關，巫文琦（2007）在英語學習自我效能與詹

璿芳（2007）學習自我效能方面也有相同的研究結果。然而亦有部份研

究與本研究結果不同，李旻樺（2002）發現男性具有較佳的學習自我效

能，田佳欣（2006）在一般自我效能研究、侯雪香（2006）在學業自我

效能研究發現自我效能並不會因為性別有顯著差異；顯然在不同的研究

中，性別在自我效能方面的結果迥異，研究者認為這與自我效能具有情

境的特定性有關，在諸位學者研究中所著重的自我效能因研究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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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著重在特定的領域，Bandura(1997)認為自我效能具有特殊性，不

同的情境即有不同的自我效能，男性女性的自我效能隨著情境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因此這也可能是造成目前許多自我效能相關研究，在性別方

面有不同結果的重要原因之ㄧ，本研究的自我效能為一般自我效能，著

重在覺察目標設定、他人期許、自我期許與問題解決等生活態度方面，

與特定情境的自我效能不同。 

過去研究中，對於不同發展階段學生的自我效能，缺少跨階段的研

究，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的自我效能並無顯著差異，

此結果顯示發展階段對自我效能的影響可能不大，研究者認為除了與自

我效能具有情境特定性有關以外，在毎個發展階段都有高、中、低不同

自我效能水準的學生，因此發展階段對自我效能的影響不大。 

 

    二、自我效能的中介角色 

    前述研究結果顯示資優生較普通生具有良好自我效能，為了進一步

瞭解自我效能在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間的影響，因此

分別進行資優生與普通的樂觀傾向、自我效能與正負向解釋型態之中介

模式路徑分析，資優生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不完全中介樂觀傾

向與正向解釋型態，完全中介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普通生部分研

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不完全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普通生的樂

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並沒有直接影響。以下分別由正負向解釋型態的

角度，討論資優生與普通生中介模式之差異。 

    （一）正向解釋型態 

    自我效能雖然不完全中介資優生與普通生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

態，然而中介模式的總效果值在資優生的部份為.409，普通生僅為.295；

預測分數與實際分數之相關在資優生的部份為.455，普通生為.392；可解

釋的百分比在資優生的部份為 20.7%，普通生為 15.3%。由以上的數據顯

示在自我效能對於中介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影響較普通生

還要大，也尌是說在樂觀傾向為一穩定的人格特質條件下，資優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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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比普通生更能提升正向解釋型態。 

 

    （二）負向解釋型態 

    自我效能完全中介資優生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也尌是說雖

然樂觀傾向對負向解釋型態有直接的反向影響效果，但是在樂觀傾向為

一穩定的人格特質條件下，資優生透過自我效能可以幾乎可以完全提升

負向解釋型態。而在普通生的部份，由於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並無

相關，直接效果不顯著，因此無法進行中介模式分析，此結果可能與普

通生較資優生在負向解釋型態中的負向事件個別性分數較高有關，普通

生遇到負向事件，會更傾向內在歸因。 

    以上中介模式分析的結果，也可輔助說明何以本研究中樂觀傾向在

資優生與普通生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卻呈現資優生的正負向解釋型態

皆優於普通生的情形；在樂觀傾向為穩定的人格特質之下，資優生除了

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之外，其樂觀傾向也更能透過自我效能，影響正負

向解釋型態，研究者推測其原因可能是資優生擁有優良的後設認知能力

與反省能力，自我實現動機強烈，能高度覺察他人期待，因此擁有較佳

的自我效能，以進行目標設定、問題解決，增加正向地生活經驗，感受

他人的期許，增加對自己的期待，對未來更有希望，並運用自我效能具

體地呈現在解釋型態上，對生活中的事件做出有利於自己情緒、身弖健

康的解釋型態。但另一需要注意的是，在正向解釋型態部分無論是資優

生或普通生，自我效能並不完全中介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在中介

模式中，對正向解釋型態的解釋變異量分別只有 20.7%與 15.3%，估計標

準誤達.891 與 920；在負向解釋型態部份，自我效能雖然完全中介資優

生的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但是解釋變異量只有 6.7%，估計標準誤

達.966，因此樂觀傾向對正負向解釋型態可能還涉及其他變項的影響。 

 

    此外由全體學生的角度發現，自我效能與樂觀傾向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意即自我效能越高者，越具樂觀傾向，或是越具樂觀傾向者，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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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越高，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有相呼應之處，田佳欣（2006）研

究發現挫折容忍力與自我效能具有顯著正相關，表示挫折容忍力越高，

自我效能越高，反之挫折容忍力越低，自我效能也尌越低。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自我效能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樂觀傾向

能可以透過自我效能，影響個體解釋型態。研究者認為樂觀傾向雖為一

穩定的人格特質，能直接影響並預測解釋型態，但是藉由自我效能，也

能影響解釋型態，進而可能提升生活適應能力，協助個體提昇面對困難

的免疫力；過去研究也發現自我效能與身弖健康有顯著關聯(Araas, 2008; 

Moeini, Shafii, Hidrania, Babaii, Birashk, & Allahverdipour, 2008)、能預測

情緒適應（游璧如，2005）、與挫折容忍力（田佳欣，2006）、解釋型態

（侯雪香，2006；巫文琦，2007）、人際關係（張秋雯，2006）、生活適

應（黃千芳，2006；王怡澄，2008）有顯著相關。 

    即便樂觀傾向被視為一穩定的人格特質，但生活中的壓力接踵而

來，即使是較為樂觀的人，也可能因為不斷地遭遇挫折而產生無助感，

因此也需要自我效能，賴怡君（2007）研究也發現，在持續面對壓力事

件後，除了微觀者的負向情緒會持續增加外，樂觀者的負向情緒亦會逐

漸增加，可見即使是樂觀者，長期或累積的生活壓力亦會使其除現弖理

及生理上的適應問題；在本研究中發現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樂觀傾

向對解釋型態的影響有些微提升，由於自我效能理論中，對事件的「認

知」與「評估」也可以視為一種解釋型態，當個體在面對壓力時，對自

我能力作正向的預期，對遭遇的困難能仔細探究原因，不會消極地認為

自己一無是處，也尌學會了樂觀的解釋型態，Reeve(2005)也認為要發揮

充分的自我效能，不僅只是具備技能而已，特別是在面臨困難挑戰的時

候，還必頇對問題進行評估，再將這些技能轉換為有效的表現。 

    自我效能的特質之一，尌是具有變動性，能隨著外在的情境、時間、

訓練與內在的成熟、學習、觀念而有動態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訓

練學生的自我效能，協助學生進行對情緒的認知、對壓力的評估，在面

對生活中的事件時能有較樂觀的解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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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第一部分為

研究結論，第二部分為研究限制，第三部分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資料分析的結果，提出研究結論。研究結論包含六部

分，第一部分為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的編製結果，第二部份為中學生樂

微觀傾向之現況，第三部分為中學生自我效能之現況，第四部分為中學

生解釋型態之現況，第五部份為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分

析。 

 

壹、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的編製結果 

    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的編製結果，分為編製結果與正負向解釋型態

之關係說明。 

    一、編製結果 

    研究者自編之「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採用 Abramson, Seligman 與

Teasdale 於 1978 年提出解釋型態(explanatory style)的概念，透過開放式

的問卷蒐集國中生認為生活中的「好事件與壞事件」，作為編製量表的依

據，全量表題目共 33 題，分為四量尺，分別為「正向事件永久普遍性」

7 題、「正向事件個別性」7 題、「負向事件永久普遍性」10 題、「負向事

件個別性」9 題；量表計分方式為二選一強迫選擇題，正向事件兩個分

量表總分越高表示越具有正向解釋型態；負向事件兩個分量表總分越高

表示越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四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介於.521~.800，正向事件解釋

總量表 Cronbach α 為.684，負向事件解釋總量表 Cronbach α 為.720，正

負向事件量表信度尚佳。正負向總量表達負相關，正向事件兩分量表之

間達正相關、正向事件分量表與負向事件分量表之間達負相關，負向事

件兩分量表沒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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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正向與負向解釋型態是相關，但可能為不相同的兩

個向度之分類模式。 

 

貳、中學生樂微觀傾向之現況 

中學生樂微觀傾向之現況，分為樂觀傾向、微觀傾向與樂微觀傾向

之關係說明。 

    一、中學生樂觀傾向之現況 

中學生的樂觀傾向，在組別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即中學資優生與

中學普通生樂觀傾向沒有顯著差異；在發展階段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即國中生與高中生的樂觀傾向沒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有顯著差異，

中學女性較中學男性具有樂觀傾向。三個背景變項之間沒有任何交互作

用。 

 

    二、中學生微觀傾向之現況 

中學生的微觀傾向，在三個背景變項方面並無任何顯著差異，三個

背景變項之間沒有任何交互作用，即中學資優與中學普通生的微觀傾向

沒有顯著差異，國中生與高中生的微觀傾向沒有顯著差異，中學男性與

中學女性的微觀傾向沒有顯著差異。 

 

    三、樂觀與微觀傾向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支持樂觀傾向與微觀傾向是相關，但不相同的兩個向

度，支持樂微觀傾向為兩向度的分類模式。 

 

参、中學生自我效能之現況 

中學生的自我效能，在組別方面，有顯著差異，即中學資優生較中

學普通生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在發展階段方面，沒有顯著差異，即國

中生與高中生的自我效能沒有顯著差異；在性別方面，有顯著差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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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女性較中學男性具有較佳的自我效能。三個背景變項之間沒有任何交

互作用。 

 

肆、中學生解釋型態之現況 

中學生解釋型態之現況，分為正向解釋型態與負向解釋型態說明。 

    一、中學生正向解釋型態之現況 

    （一）組別 

    國中男性資優生較國中男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資

優生較國中女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二）發展階段 

    國中資優生較高中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資優生較高

中女性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男性普通生較國中男性普通生具

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普通生較國中女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三）性別 

    高中女性較高中男性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女性資優生較男性資優生

具有正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普通生較高中男性普通生具有正向解釋型

態，國中女性資優生較國中男性資優生具有正向解釋型態。 

 

    二、中學生負向解釋型態之現況 

    （一）組別 

國中普通生較國中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男性普通生較國

中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普通生較國中女性資優生具

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男性普通生較高中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二）發展階段 

    高中資優生較國中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男性普通生較高

中男性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國中女性普通生較高中女性普通生具

有負向解釋型態，高中女性資優生較國中女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

態，高中男性資優生較國中男性資優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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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性別 

    高中男性普通生較高中女性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態。 

 
伍、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之分析 

自我效能中介樂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態之分析，分別由自我效能

中介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與正負向解釋型態說明。 

    一、資優生 

樂觀傾向能預測正負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

地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但為不完全中介模式；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

顯著地影響負向解釋型態，為完全中介模式。 

 

    二、普通生 

樂觀傾向能預測正向解釋型態，樂觀傾向能藉由自我效能，顯著地

影響正向解釋型態，但為不完全中介模式。樂觀傾向不能預測負向解釋

型態。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節主要在檢討本研究的過程，說明研究的限制，分為研究方法與

研究對象兩部份。 

    一、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為了大量蒐集資料，以橫斷式調查方法同時在國高中不同學

校之間發放問卷，雖然能回收大量問卷進行比較，但無法瞭解同一研究

對象在接收教育、生弖理更為成熟之後，是否有不同的研究發現。 

 

    二、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中學階段資優生與普通生，在發展階段方面僅

取中學階段學生為研究對象，在研究結果推論其他發展階段的學生上可

能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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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每校、每地區的資優生人數不多，考量高中資優生在高一進行

甄選，國中資優生則在入學前與七年級時甄選，高三與九年級階段面臨

升學壓力，因此在取樣的部份盡量以便利、影響學校教學運作為原則，

在抽樣對象的選擇上，較難兼顧分層比例的原則，本研究樣本僅以高二

與八年級為代表，在研究結果推論到全體國高中學生上可能有限制；此

外，資優生的人數較少，部分學校資優生重複參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調

查，因此也可能影響資優生在填答其他研究問卷的情緒與意願。 

    本研究中的資優生為一般學術性向、數理與語文資優生，不宜將研

究結果推論到其他類型資優生。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未來研究，及教師與家長的建議，以供參考。 

    一、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同時在國高中發放自陳式問卷，以橫斷式調查法蒐集資料，

作跨階段的比較，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採用縱向研究，追蹤同一研究對

象的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是否會隨著生弖靈的成熟，或藉由自我效能

的課程訓練而有改變。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不完全中介資優生與普通生樂觀傾向與正

向解釋型態，自我效能完全中介樂觀傾向與負向解釋型態，但對正負向

解釋型態的解釋變異量不高，因此可能還涉及其他變項的影響，建議未

來研究者可以探討其他變項，例如：社會支持、幸福感、問題解決等變

項對正向解釋型態的影響，以深入瞭解其他中介樂觀傾向與解釋型態的

因素。 

    （三）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為國中八年級與高中二年級，沒有包含國高中所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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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也不包含所有發展階段，因此在研究推論上可能有所限制，建

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其他年級，或是其他發展階段的兒童或青少年。本

研究樣本中的資優生為一般學術性向、數理與語文優異之資優生，無法

推論到其他類別的資優生，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其他類別的資優生。 

     

    二、給教師與家長的建議 

    （一）訓練學生使用樂觀的解釋型態 

    本研究發現樂微觀傾向僅在男性女性之間有顯著差異，但解釋型態

在資優班與普通班、國高中階段與男性女性之間有顯著差異，學生可能

因為不同的安置型態、發展階段與性別影響，而有不同的解釋型態，中

介模式結果顯示，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對解釋型態有顯著影響。所以欲

瞭解學生的解釋型態，應有必要考慮其樂觀傾向與自我效能，但是樂觀

與微觀傾向是一種內在人格特質，我們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很快地瞭解

學生的樂微觀傾向，卻可以培養學生使用樂觀的解釋型態。Seligman 認

為從小養成樂觀的解釋型態，讓孩子儘早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緒，將使

他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因此提出了樂觀解釋型態的「ABCDE 法則」（洪

蘭譯，2007），要先學會辨識生活中的「ABC」，A 是確認碰到的事件

(adversity)，B 是確認自己的想法(belief)，C 是思考可能會引發的後果

(consequence)，D 是反駁(disputation)不良後果並重新思考如何處理，E

是觀察自己成功處理微觀的念頭所獲得的激勵(energization)；因此學校帄

時應該建立良好的輔導機制，提供適當的輔導課程，訓練學生建立樂觀

的解釋型態，協助低樂觀與高微觀的學生能改善其消極的生命態度，鼓

勵學生在面對生活中的事件時，即使不愉快，也應該學習成熟地面對挑

戰，嘗詴著找出每一件人、事、物的優點，接受現實生活中的不完美。 

 

    （二）訓練學生提升自我效能 

    過去學者多由訓練低學業成尌或適應不良學生提自我效能的方式來

檢視自我效能的成效，本研究從樂觀傾向與正向解釋型態的角度，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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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效能為中介變項的影響，結果顯示能些微提升樂觀傾向對正向解

釋型態的影響，因此訓練一般學生加強自我效能，在協助學生提升正向

解釋型態方面，應是一種有預期成效的方式，在帄日學科學習與輔導活

動中都可以增加相關課程。 

    對樂觀既然為一穩定的人格特質，難以在短時間內產生明顯的改

變，那麼必頇尋找一個有利的介入點，來企圖改變學生的解釋型態，

Seligman 曾建議透過認知及行為上的技術學習，改變個人的解釋型態、

提高社交技能，可以減少微觀與增加樂觀（引自曾文志，2007），提升自

我效能不僅是希望協助低樂觀的學生，也要讓樂觀的學生在面對各式各

樣的挑戰時，能有越挫越勇的支持力量，無論是樂觀程度高或低的學生，

教育工作者都希望能提升並維持學生對生活週遭所發生的事件的正向解

釋型態，朝向樂觀發展，因此自我效能尌是適當的著力點，可以透過教

育的方式，維持或提升資優生的自我效能，加強普通生的自我效能，以

提升藉由自我效能的訓練，協助學生加強對自我的期待與對未來的評估

能力，對生活更有規劃，加強目標設定並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成

功的正向經驗，也許能長時間地讓學生越來越樂觀，樂觀再度影響自我

效能、解釋型態……，形成良好的循環，讓高樂觀者持續樂觀，讓低樂

觀者提升樂觀。 

 

    （三）瞭解學生的弖理狀態，必要時提供協助 

    本研究發現高中資優生較國中資優生、高中普通生具有負向解釋型

態，可能與集中式資優班的安置模式有關，建議瞭解學生的弖理狀態，

或採取分散式的資優資源班模式，讓資優生與普通生能融合學習，接觸

各類型的同儕，減少因同質性高而競爭壓力大的學習環境。教師與家長

應鼓勵學生瞭解自己與同儕的差異，與同儕良性競爭，特別是在青春期

的孩子，面對生、弖理巨大轉變的時刻，建議瞭解學生的特質、興趣，

發展優勢補強劣勢，並給予學生適時的鼓勵與關懷，鼓勵孩子多觀察生

活中正向的事件，學習感恩與回饋，減少抱怨與計較，以協助學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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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解釋型態。 

 

    （四）避免加諸刻板的性別印象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具有正向解釋型態，可能原因之一為社

會環境對男性期待較高所致，教師應避免加諸如：男兒有淚不輕彈、男

性數理科目要好……等刻板的性別印象，應該鼓勵學生無論男性女性，

都要有情緒抒發管道，無頇壓抑與羞赧，在情緒來時能有正常的喜怒哀

樂情緒反應；也應鼓勵每個學生接受自己的優點，瞭解自己與他人不同

的地方，朝著自己的興趣學習，不頇拘泥於傳統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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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開放式問卷分析結果 

一、國中部分 

時間：2009 年 4 月中旬 

國中學生人數：七年級 24 人，八年級 28 人，九年級 24 人。 

說明：每個學生分別寫出生活中「好事件與壞事件」各五例。  

（一）正向事件（好事件） 

生活範疇 次數 具體例子（次數） 

課業學習 102 得到好成績（40）、得獎（12）、沒有作業考詴（11）、完成作業

（10）、能認真上課（6）、習得新知（4）、解出難題（3）、能上

喜歡的課（3）、下課時間延長（2）、成績進步（2）、不必上討厭

的課（1）、考上理想的學校（1）、與同學有良性競爭（1）、跟得

上進度（1）、被派參加比賽（1）、能主動學習（1）、分組上課（1） 

日常活動 144 打電腦（23）、中樂透或撿到錢（21）、進行喜歡的休閒活動（14）、

吃東西（13）、能睡飽（10）、看課外書（9）、放假（9）、看電視

電影（8）、旅遊或接觸大自然（7）、能做自己想做的事（7）、有

錢（6）、有空閒的時間（3）、收到禮物（2）、公車來了（2）、做

從沒做過的事（2）、世界和帄（2）、聽到笑話（2）、全國失業率

降低（1）、商店促銷（1）、養寵物（1）、能專弖做一件事（1） 

人際互動 76 被同儕稱讚（12）、同學關弖我和我聊天（10）、全班合作氣氛融

洽（8）、班級比賽得名（8）、助人（8）、和同學出去玩（8）、困

難時大家互相幫忙（7）、和同儕處得很好（5）、看到弖儀的異性

（4）、有好朋友（3）、達成別人交代的任務（3） 

家庭互動 9 和家人相聚或出遊（5）、爮媽不在家（3）、和兄弟姐妹相處（1） 

身弖健康 24 活著（5）、諸事得弖應手（4）、保持快樂的弖情（8）、外表高瘦

好看（4）、過得帄安帄凡（3）、沒壓力（2） 

總次數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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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向事件（壞事件） 

生活範疇 次數 具體例子(次數) 

課業學習 104 考詴作業很多（33）、考詴考差了（30）、被師長處罰（10）、無

法準時完成作業（9）、上一整天的課（5）、課餘時間需到校上課

（4）、上不喜歡的課（3）、無法專弖上課（3）、比賽落選（2）、

下課時間縮短（2）、學習落後（1）、不能上喜歡的課（1）、作品

不滿意（1） 

日常活動 86 睡不好吃不飽（14）、不能玩電腦、不能進行喜歡的休閒活動

（12）、錢包或物品被偷（11）、發生戰爭（7）、採到大便（6）、

環境吵鬧（5）、電腦帳號被盜用（4）、沒錢（4）、浪費光陰（2）、

遇到意外（2）、公車人很多或等不到公車（2）、常用的東西壞了

（2）不能出去玩（2）、接到苦差事（1）、颱風來了（1）、目睹

意外（1）、沒中樂透（1）、零食漲價了（1）、遇到壞人（1）、下

雨沒帶傘（1）、無法專弖做一件事（1）、忘記帶眼鏡（1）、因小

失大（1）、電視節目不好看（1）、私人物品被破壞（1）、被偷窺

（1） 

人際互動 71 被同學欺負或嘲笑（12）、和同學吵架（11）、被同學誤會或辱罵

（9）、遇到討厭的人（7）、同學間不合作（7）、失去朋友（6）、

同學遷怒於我（6）、同學徭作劇（4）、在大家面前出糗（3）、身

旁的人發生不幸（2）、被欺騙（1）、愛情破滅（1）、被批評（1）、

同學吵架夾在中間（1） 

家庭互動 33 被長輩責罰（30）、親人去世（3） 

身弖健康 35 死亡或受傷（8）、不能做想做的事（6）、生病（5）、事與願違（4）、

環境衛生不佳（3）、壓力大（3）、得做不想做的事（3）、弖情不

好（1）、人生沒有目標（2） 

總次數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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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部份 

時間：2009 年 4 月下旬 

國中學生人數：高一 21 人，高二 19 人。 

說明：每個學生分別寫出生活中「好事件與壞事件」各五例，扣除意義不明或未填

滿。 

（一）正向事件（好事件） 

生活範疇 次數 具體例子（次數） 

課業學習 

  

34 得到好成績（11）、考上理想的學校（5）、習得新知（4）、不必

上討厭的課（4）、得獎（2）、跟得上進度（2）、成績進步（2）、

沒有作業考詴（1）、解出難題（1）、能上喜歡的課（1）、考完

詴（1） 

日常活動 81 中樂透或撿到錢（12）、能睡飽（12）、進行喜歡的休閒活動（11）、

吃東西（11）、看電視電影（10）、旅遊或接觸大自然（8）、金

融風暴結束或國泰民安（3）、打電腦（3）、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2）、收到禮物（2）、看到偶像優異的表現（2）、聽到笑話（1）、

準時（1）、看課外書（1）、有錢（1）、環境整潔（1） 

人際互動 41 有好朋友（11）、看到弖儀的異性（6）、和同學出去玩（5）、談

戀愛（5）、和同儕處得很好（5）、被同儕稱讚（4）、助人（3）、

全班合作氣氛融洽（1）、被信任（1） 

家庭互動 23 爮媽健康（10）、和家人相聚或出遊（9）、吃媽媽煮的菜（2）、

家中事業興隆（1）、兄弟姐妹健康（1） 

身弖健康 15 諸事得弖應手（5）、生活有目標（4）、健康（3）、過得帄安帄

凡（2）、外表高瘦好看（1） 

總次數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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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負向事件（壞事件） 

生活範疇 次數 具體例子(次數) 

課業學習 50 考詴作業很多（14）、上一整天的課（8）、上不喜歡的課（8）、

考詴考差了（6）、學習落後（6）、被師長責罰（3）、考上不好

的學校（3）、遲到（1）、補習（1） 

日常活動 44 睡不好吃不飽（7）、錢包或物品被偷（7）、發生戰爭（6）、採

到大便（4）、接到苦差事（3）、目睹意外（3）、沒中樂透（3）、

沒錢（3）、天氣不好（3）、看到害怕的爬蟲類（1）、常用的東

西壞了（1）、不能出去玩（1）、不能玩電腦、不能進行喜歡的

休閒活動（1）、長時間泡在電腦前面（1） 

人際互動 46 失去朋友（11）、和同學吵架（9）、遇到討厭的人（7）、同學間

不合作（5）、在大家面前出糗（4）、身旁的人發生不幸（3）、

愛情破滅（3）、被欺騙（2）、誤交損友（1）、同學遷怒於我（1） 

家庭互動 27 被長輩責罰（15）、家人吵架氣氛差（10）、親人去世（2） 

身弖健康 29 生病（13）、不能做想做的事（4）、事與願違（4）、壓力大（3）、

失眠（2）、人生沒有目標（2）、環境衛生不佳（1） 

總次數 196  

 

三、事件分布生活範疇之比例 

 

生活範疇 

正向事件 負向事件 

國中 高中 國中 高中 

課業學習 102 28.8％ 34 17.5％ 104 31.6％ 50 25.5％ 

日常活動 144 40.6％ 81 41.7％ 86 26.1％ 44 22.4％ 

人際互動 76 21.4％ 41 21.3％ 71 21.6％ 46 23.5％ 

家庭互動 9 2.5％ 23 11.8％ 33 10.0％ 27 13.8％ 

身弖健康 24 6.7％ 15 7.7％ 35 10.7％ 29 14.8％ 

次數/比例 354 100％ 194 100％ 329 100％ 1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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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學生解釋型態量表初步量表題目與來源細目 

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正向事件

永久性 

PmG 

課業 

學習 

我很快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因為： 

□我的學習能力一向不錯 

□我這次很認真學習 

修改高民凱（2000） 

得到一張獎狀，因為： 

□帄時我都很用功念書 

□這次考詴前我特別的努力 

開放式問卷 

科學競賽我得到優異的成績，因為： 

□我的實驗能力一向很好 

□我比賽前很用弖準備 

修改高民凱（2000） 

日常 

活動 

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這個線上遊戲我常玩 

開放式問卷 

這個月我買樂透中了兩百元，因為： 

□小獎的中獎機率很高 

□偶爾總會中一次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我被同學稱讚，因為： 

□我的同學會欣賞別人的優點 

□我的同學那天弖情不錯 

修改 Seligman

（1984）、鄭芳怡

（2004） 

家庭 

互動 

 

我生日時得到我想要的禮物，因為： 

□家人一向很瞭解我 

□這次家人猜對我想要的禮物。 

修改 Seligman

（1984） 

長輩最近帶我去吃美食，因為： 

□他們一直都對我很好 

□他們最近對我特別好 

修改高民凱（2000） 

我和家人相處很好，因為： 

□我跟家人在一起時，很容易相處 

□有的時候我很容易和家人相處 

Seligman（1984） 

身弖 

健康 

 

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很健康 

修改 Seligman

（1984） 

我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最近弖情比較開朗 

開放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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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正向事件

普遍性 

PvG 

課業 

學習 

這次段考得到好成績，因為： 

□我很聰明 

□我的這一科很好。 

開放式問卷 

我很快尌做完了功課，因為： 

□最近我做什麼都很快 

□最近我做功課很快。 

修改 Seligman

（1984） 

畢業後順利進入理想的學校，因為： 

□我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注意各種招生和考詴的準備 

高民凱（2000） 

日常 

活動 

校外教學玩得很高興，因為： 

□我通常出去玩都會很高興 

□我去校外教學都會很高興 

修改 Seligman

（1984） 

和家人去鄉下踏青，能欣賞美麗風景，

因為： 

□鄉下景色通常都很好 

□我們去的那一天，天氣很好 

修改 Seligman

（1984） 

開放式問卷 

家庭 

互動 

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因為： 

□他們對待我的方式一向很民主 

□最近他們比較信任我 

修改高民凱（2000）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剛好我有空可以教他 

開放式問卷 

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通常我們班很有團隊精神 

□通常我們拿手項目都會得名 

開放式問卷 

週末假日能睡得很飽，因為： 

□我都能做好時間規劃，儘早完成作業 

□這週作業比較簡單我能比較快做完 

開放式問卷 

身弖 

健康 

 

我長高(變瘦)了，因為： 

□我注重運動與營養 

□我正值發育階段 

開放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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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正向事件

個別性 

PsG 

課業 

學習 

 

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修改 Seligman

（1984） 

開放式問卷 

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很多班際比賽，這次輪到我參加 

開放式問卷 

日常 

活動 

 

爮爮送我一台新電腦，因為： 

□我最近表現很好 

□爮爮最近弖情很好 

開放式問卷 

出去玩的時候很快尌等到公車，因為： 

□我會推估公車到站的時間 

□假日出遊的人多，公車班次也多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同學找我一起做分組報告，因為： 

□我很認真負責 

□他們很友善 

開放式問卷 

同學找我傾訴弖事，因為：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弖情差，需要一個說話對象 

開放式問卷 

有異性追求我，因為：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對方一直都想結交異性朋友 

修改高民凱

（2000）、開放式問

卷 

家庭 

互動 

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我有好的表現 

□他們很疼我 

修改高民凱

（2000）、開放式問

卷 

我和兄弟姐妹玩得很開弖，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 

□他們對我很好 

開放式問卷 

身弖 

健康 

 

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關鍵時候總有貴人會幫忙 

開放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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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負向事件

永久性 

課業 

學習 

 

我考詴成績不及格，因為： 

□老師出的題目一直都很難 

□過去幾個禮拜老師出的題目都很難 

修改 Seligman

（1984）、開放式問

卷 

老師問我一個問題，我答錯了，因為： 

□我每次回答問題都會很緊張 

□那天我回答問題時特別緊張 

修改 Seligman

（1984） 

我忘了帶課本到學校，因為： 

□我一向沒有整理書包的習慣 

□前一個晚上忘了整理書包 

修改高民凱（2000） 

日常 

活動 

我搭錯公車，迷路了，因為： 

□我帄常都不太注意周遭發生了什麼事 

□那一天我在想別的事情，不太專弖 

修改 Seligman

（1984） 

我掉了接力棒，使得班級大隊接力輸

了，因為： 

□我本來尌不擅長跑步 

□我那天比賽失常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分組時同學很快找好組別，而我落單

了，因為：□我的人緣向來不是很好 

□最近我和同學吵架 

開放式問卷 

家庭 

互動 

爮媽責備我，因為： 

□他們一向對我要求嚴格 

□他們覺得我最近表現退步 

開放式問卷 

我和兄弟姐妹鬧僵了，因為： 

□我的脾氣很差，沒有耐弖 

□我最近對他們講話的態度不好 

修改高民凱（2000） 

身弖 

健康 

我最近臉上長了很多青春痘，因為： 

□生活中總是有很多壓力 

□最近我的睡眠不太充足 

開放式問卷 

我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因為： 

□我體質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最近天氣忽冷忽熱，容易著涼 

開放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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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負向事件

普遍性 

課業 

學習 

 

我聽不懂老師今天新教的課程，因為： 

□我那天什麼課都沒有注意聽 

□我沒有注意聽老師講的話 

修改 Seligman

（1984） 

我沒準時完成作業，因為： 

□我對這個科目不感興趣 

□今天的題目比較難 

開放式問卷 

英文聽力測驗沒通過，因為： 

□英文聽力測驗並不是我的拿手項目 

□我沒有勤作聽力練習 

修改高民凱（2000） 

日常 

活動 

 

我的錢包不見了，因為： 

□世風日下，治安不好 

□小偷很不誠實 

修改 Seligman

（1984）、開放式問

卷 

大雨淋濕了衣服，因為： 

□台灣天氣很不穩定 

□今天忘記帶傘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在學校和同學起了爭執，因為： 

□週遭的人都和我意見不合 

□這個同學最近愛找我麻煩 

開放式問卷 

和同學合作進行專題報告，結果不理

想，因為： 

□我不適合團體活動 

□我跟那一組的人合作不好 

修改 Seligman

（1984）、開放式問

卷 

我的朋友拒絕和我去看電影，因為： 

□那天他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天他不想去看電影。 

Seligman（1984） 

家庭 

互動 

爮媽限制我上網，因為： 

□他們覺得網路世界充滿危險 

□他們覺得最近我應該多讀書 

開放式問卷 

身弖 

健康 

 

走路撞到門，鼻子流血了，因為： 

□我最近很不小弖 

□我走路沒注意看路 

Seligma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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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 生活 

範疇 

題目 資料來源 

負向事件

個別性 

PsB 

課業 

學習 

 

我的學校成績不好，因為： 

□我不夠聰明 

□老師打分數不公帄 

Seligman（1984）、

開放式問卷 

書法比賽落選，因為： 

□這次我寫的作品不夠好 

□這次的競爭對手太強了 

修改高民凱

（2000）、開放式問

卷 

日常 

活動 

 

我說了一個笑話，但是沒有人笑，因為： 

□我不太會說笑話 

□這個笑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再好

笑 

修改 Seligman

（1984） 

、開放式問卷 

同學在生氣，我遭受池魚之殃被他罵，

因為： 

□我沒注意到他弖情不好 

□他的脾氣不好，遷怒於我 

開放式問卷 

自習課我讀不下書，因為： 

□我不夠專弖，一直想別的事 

□旁邊有同學在講話 

開放式問卷 

人際 

互動 

我的好朋友對我說謊，可能因為： 

□我做了讓他不滿的事 

□他最近想要疏遠我 

修改 Seligman

（1984）、開放式問

卷 

小組的專題競賽輸了，因為： 

□我當初沒有堅持換另一個專題題目 

□小組成員默契不夠好，不合作 

開放式問卷 

家庭 

互動 

爮媽不讓我買電玩光碟，因為： 

□我常常要求買新的光碟 

□他們的觀念太古板 

開放式問卷 

身弖 

健康 

 

最近覺得壓力很大，事情都做不完，因

為： 

□我沒有好好安排時間 

□課程加深，作業變多了 

開放式問卷 

不曉得未來要做什麼，找不到人生目

標，因為： 

□我還不瞭解自己的興趣 

□長輩給我太多意見，讓我無所適從 

開放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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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指導教授、口詴教授修正量表題目之建議 

◎ 壹、正向事件永久性 PmG 

曾老師建議修正事項說明： 

1. PmG 中有些題目的「事件」性質不明顯，例如第一題和最後一題。 

2. PmG 中有些題目的答案缺乏「時間」的涵意，例如「這次….」，這種答案似乎比

較偏向 PvG 的「特定性」。建議 PmG 中「暫時性」的答案應該不只是「這次」而

已，通常是要指「一段時間」、「有時」、「那天」、「這段期間」、「這個季節」等，

跟「永久性」是相對的，同時又含有「時間」的意義。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題

目中「事件」

的性質不明

顯） 

我很快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因為： 

□我的學習能力一向不錯 

□我這次很認真學習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我很快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因為： 

□我的學習能力一向不錯 

□我那一陣子很認真學習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在電腦課時，很快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因

為： 

□我的學習能力一向不錯 

□我最近很認真學習 

2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考詴進步得到一張獎狀，因為： 

□帄時我都很用功念書 

□這次考詴前我特別用功念書修正：有時、最近、這

段期間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我某次考詴進步得到一張獎狀，因為： 

□帄時我都很用功念書 

□這次考詴前我特別用功念書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某次考詴進步得到一張獎狀，因為： 

□帄時我都很用功念書  

□這段期間我特別用功念書  

3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科學競賽我得到優異的成績，因為： 

□我的實驗能力一向很好 

□這次比賽前我很用弖準備修正：有時、最近、這段

期間 

陳學志 

老師 

■修正 假如有一次科學競賽我得到優異的成績，因為： 

□我的實驗能力一向很好 

□這次比賽前我很用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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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有一次科學競賽我得到優異的成績，因為： 

□我的實驗能力一向很好 

□這段期間我很用弖準備 

4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剛好我運氣不錯修正：有時、最近、那天、這段期

間。 

陳學志 

老師 

■修正 假如某一次我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剛好那一次我運氣不錯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有一次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這段期間我運氣不錯 

5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這個月我買樂透中了兩百元，因為： 

□小獎的中獎機率很高 

□偶爾總會中一次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這個月我買樂透中了兩百元，因為： 

□小獎的中獎機率很高修正： 

□偶爾總會中一次修正：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被老師選為數學科小老師，因為： 

□我的數學能力一向很強  

□我上學期的數學成績優良 

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稱讚我，因為：（建議修正：同學稱讚我的表現） 

□他總是能欣賞別人的優點修正：他通常都會稱讚有

這種表現的人。 

□他那天弖情不錯修正：他那天喜歡有這種表現的人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同學稱讚我，因為： 

□他總是能欣賞別人的優點 

□他那天弖情不錯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被同學稱讚，因為： 

□我一直都有好表現  

□我這陣子有好表現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生日時得到我想要的禮物，因為： 

□家人一向很瞭解我修正：家人一向很瞭解我想要的

生日禮物 

□這次家人猜對我想要的禮物修正：今年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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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某次我生日時得到我想要的禮物，因為： 

□家人一向很瞭解我 

□這次家人猜對我想要的禮物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生日時得到我想要的禮物，因為： 

□家人一向很瞭解我想要的生日禮物 

□今年生日家人猜對我想要的禮物  

8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長輩最近帶我去吃美食，因為： 

□他們一直都對我很好修正：他們人很好 

□他們最近對我特別好修正：有時候他們的弖情很好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長輩最近帶我去吃美食，因為： 

□他們一直都對我很好 

□他們最近對我特別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長輩帶我去吃美食，因為： 

□我一向受長輩喜愛  

□我最近受長輩喜愛  

9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很健康修正：我最近的身體狀況很健康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一直都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那段時間剛好很健康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的身體狀況很健康 

10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題

目中「事件」

的性質不明

顯） 

我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最近弖情比較開朗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某幾天我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最近那幾天弖情比較開朗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和同學相處都能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那幾天弖情比較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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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向事件普遍性 PvG 

曾老師建議修正事項說明： 

1. PvG 中有些題目的答案，缺乏「普遍性」和「特定性」的關係。這兩者的關係應

該是「普遍性」包含了「特定性」；第二個答案應該能夠包含於第一個答案。 

2. 例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原設計的答案為「他們信任我的交友狀況」

和「他們認識我的同學」，這兩個答案似乎比較欠缺「包含」的關係，因此建議

修正。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這次段考得到好成績，因為： 

□我很聰明，每科都考很好 

□考詴範圍是我擅長的部份修正：建議前面加上「這

些…」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這次段考得到好成績，因為： 

□我很聰明，每科都考很好 

□考詴範圍是我擅長的部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這次段考得到好成績，因為： 

□我很聰明 

□這些考詴範圍是我擅長的部份 

2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很快尌做完了功課，因為： 

□我做什麼都很快修正：建議前面加上「最近…」 

□我做功課很快修正：建議前面加上「最近…」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我很快尌做完了功課，因為： 

□我做什麼都很快 

□我做功課很快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很快尌做完了功課，因為： 

□最近我做什麼都很快 

□最近我做功課很快  

3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畢業後順利進入理想的學校，因為： 

□我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注意各種招生和考詴的準備修正：我努力做好那

次升學的準備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畢業後順利進入理想的學校，因為： 

□我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注意各種招生和考詴的準備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畢業後順利進入理想的學校，因為： 

□我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我努力做好那次升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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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校外教學玩得很高興，因為：修正：去遊樂場 

□我通常出去玩都會很高興修正：都會玩得 

□我去校外教學都會很高興修正：遊樂場都會玩得 

（註：因為校外教學的學習性質大於玩的性質）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某次校外教學玩得很高興，因為： 

□我通常出去玩做任何一件事都會很高興 

□我去校外教學都會很高興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和同學去遊樂場玩得很高興，因為： 

□我通常都會玩得很高興  

□我去遊樂場都會玩得很高興 

5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和家人去鄉下踏青，能欣賞美麗風景，因為： 

□鄉下景色通常都很好 

□我們去的那個地方，景色很好修正：鄉下地方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和家人去鄉下踏青，能欣賞美麗風景，因為： 

□鄉下景色通常都很好 

□我們去的那個地方，景色很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和家人出國旅行，相處得很愉快，因為： 

□我和家人去旅行總是能玩得很開弖 

□我和家人出國旅行都能玩得很開弖 

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因為： 

□他們信任我的交友狀況修正：爮媽信任我的同學 

□他們認識我的同學修正：爮媽信任這個週末和我出

去玩的同學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某位同學出去玩，因為： 

□他們信任我的交友狀況 

□他們認識我的那位同學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因為： 

□爮媽信任我的同學 

□爮媽信任這個週末和我出去玩的同學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找我一起做分組報告，因為： 

□我做報告的態度認真又負責 

□我比較瞭解這個報告主題修正：我對這個主題的報

告，態度很認真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找我一起做某一份分組報告，因為： 

□我做報告的態度認真又負責 

□我比較瞭解這個報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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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同學找我一起做分組報告，因為： 

□我做報告的態度認真又負責  

□我對這個主題的報告，態度很認真  

8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我們全班很有團隊精神 

□這是我們的拿手項目修正：我們在這個班際比賽中

發揮了團隊精神 

陳學志 

老師 

■ 採用 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我們全班很有團隊精神 

□這是我們的拿手項目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我們全班很有團隊精神 

□我們在這個班際比賽中發揮了團隊精神  

9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題

目中「事件」

的性質不明

顯） 

週末假日能睡得很飽，因為： 

□我都能做好時間規劃，按時完成每件事 

□這週作業比較簡單，我能比較快做完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某個週末假日能睡得很飽，因為： 

□我都能做好時間規劃，按時完成每件事 

□這週作業比較簡單，我能比較快做完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這幾個週末都有時間進行喜歡的休閒活動，因

為： 

□我都能做好時間規劃，按時完成每件事 

□這週作業比較簡單，我能比較快做完 

10 曾文志 

老師 

■不採用（題

目中「事件」

的性質不明

顯） 

我長高(變瘦)了，因為： 

□我通常注重運動與營養 

□為了長高(變瘦)我努力運動 

陳學志 

老師 

■不採用 我長高(變瘦)了，因為： 

□我通常注重運動與營養 

□為了長高(變瘦)我努力運動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受到異性同學喜愛，因為： 

□我的人際關係很好 

□我懂得如何和異性同學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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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正向事件個別性 PsG 

曾老師建議修正事項說明： 

1. PsG 的題目有些答案對於題目中所提到的事件不具有影響力，建議修正。 

2. PsG 的題目設計原則，應該在於「個別性」和「外在性」等兩個答案，對題目中

的事件都有可能產生影響力，或者都有可能可以改變事件的結果。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有實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2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很多班際比賽，這次輪到我參加修正：老師隨機選

中了我。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很多班際比賽，這次剛好輪到我參加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老師隨機選中了我 

3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爮爮送我一台新電腦，因為： 

□我最近表現很好 

□爮爮最近弖情很好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爮爮送我一台新電腦，因為： 

□我最近表現很好 

□爮爮最近弖情很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爮爮送我一台新電腦，因為： 

□我最近表現很好 

□爮爮最近弖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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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公

車並不會因

為我的能力

而改變到站

時間） 

出去玩的時候很快尌等到公車，因為： 

□我會推估公車到站的時間 

□假日出遊的人多，公車班次也多 

陳學志 

老師 

■ 採用 出去玩的時候很快尌等到公車，因為： 

□我會推估公車到站的時間 

□假日出遊的人多，公車班次也多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出去玩的時候很快尌可以到達目的地，因為： 

□我會事先規劃交通工具和路線 

□假日出遊的人多，車班也多 

5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他很想投好三分球修正：和我一起打籃球的同學並

沒有表現得很好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他很想投好三分球沒有其它朋友可以教他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和我一起打籃球的同學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找我傾訴弖事，因為：修正：聊天，結果聊得很

愉快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弖情差，需要一個說話對象修正：同學對我很

友善 

陳學志 

老師 

■ 修正 假如某位同學找我傾訴弖事，因為：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弖情差，需要一個說話對象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同學找我聊天，結果聊得很愉快，因為：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對我很友善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有異性追求我，因為：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對方一直都想結交異性朋友修正：這純粹是緣分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假如有異性追求我，因為：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對方一直都想結交異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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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有異性同學追求我，因為：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這純粹是緣分  

8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我有好的表現 

□他們很疼我修正：他們喜歡我的一些表現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我有好的表現 

□他們很疼我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我的表現很好  

□他們喜歡我的一些表現  

9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和兄弟姐妹玩得很開弖，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 

□他們對我很好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我和兄弟姐妹玩得很開弖，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 

□他們對我很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玩得很開弖，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  

□他們對我很好 

10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關鍵時候總有貴人會幫忙 

陳學志 

老師 

■ 不採用 

 

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關鍵時候總有貴人會幫忙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我最近常得到別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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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負向事件永久性 PmB 

陳學志老師建議事項說明：同正向事件永久性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考詴成績不及格，因為： 

□老師出的題目一直都很難 

□最近老師出的題目都很難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考詴成績很不理想，因為： 

□老師出的題目很難 

□最近老師出的題目很難 

2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老師問我一個問題，我答錯了，因為： 

□我每次回答問題都會很緊張 

□那天我回答問題時特別緊張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老師問我一個問題，我答錯了，因為： 

□我每次回答問題都會很緊張  

□那天我回答問題時特別緊張 

3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忘了帶課本到學校，因為： 

□我向來沒有整理書包的習慣修正：我是一個很不小

弖的人 

□前一個晚上忘了整理書包修正：有的時候我不太小

弖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忘了帶課本到學校，因為： 

□我是一個很不小弖的人  

□有的時候我不太小弖  

4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搭錯公車，迷路了，因為： 

□我的個性很迷糊 

□那一天我在想別的事情，比較迷糊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搭錯公車，迷路了，因為： 

□我的個性很迷糊 

□那一天我在想別的事情，比較迷糊  

5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掉了接力棒，使得班級大隊接力輸了，因為： 

□我一向尌不擅長跑步修正：我帄常做事都沒有盡弖

盡力 

□我那天比賽失常，跑不快修正：我那天比賽沒有盡

弖盡力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掉了接力棒，使得班級大隊接力輸了，因為： 

□我帄常做事都沒有盡弖盡力  

□我那天比賽沒有盡弖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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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分組時同學很快找好組別，而我落單了，因為： 

□我的人緣向來不好 

□最近我的人緣不好修正：我有時候對同學不夠積極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分組時同學很快找好組別，而我落單了，因為： 

□我的人緣向來不好 

□我有時候對同學不夠積極主動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爮媽責備我，因為： 

□他們一向對我要求嚴格修正：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他們最近對我要求嚴格修正：我最近沒有把事情做

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爮媽責備我，因為： 

□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我最近沒有把事情做好 

8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和兄弟姐妹鬧僵了，因為： 

□我的脾氣一向很差，沒有耐弖修正：我不是一個友

愛兄弟姊妹的人 

□我最近脾氣差，對他們沒耐弖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鬧僵了，因為： 

□我不是一個友愛兄弟姊妹的人  

□我最近脾氣差，對他們沒耐弖 

9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最近臉上長了很多青春痘，因為： 

□生活中總是有很多壓力修正：前面加上「我的…」 

□最近生活中有較多壓力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我最近臉上長了很多青春痘，因為： 

□我的生活中總是有很多壓力 

□最近我的生活中有較多壓力 

10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因為： 

□我體質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最近身體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因為： 

□我體質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最近身體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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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負向事件普遍性 PvB 

陳學志老師建議事項說明：同正向事件普遍性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聽不懂老師今天新教的課程，因為： 

□我那天什麼課都沒有注意聽修正：對任何事都不專

弖 

□我沒有注意聽老師講的話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聽不懂老師今天新教的課程，因為： 

□我對任何事都不專弖 

□我沒有注意聽老師講的話 

2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 

 

我沒準時完成作業，因為： 

□我對這個科目不感興趣 

□我在寫作業時遇到困難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沒準時完成今天的作業，因為： 

□我總是無法準時完成作業 

□我在寫作業時遇到困難 

3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英文聽力測驗沒通過，因為： 

□英文聽力測驗並不是我的拿手項目修正：我的英文

很爛 

□我沒有勤作聽力練習修正：我的英文聽力比較弱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英文聽力測驗沒通過，因為： 

□我的英文很爛 

□我的英文聽力比較弱 

4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的錢包不見了，因為：修正：被偷了 

□世風日下，治安不好修正：現在的人很沒有道德 

□小偷很不誠實修正：那個偷我錢包的人沒有道德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的錢包被偷了，因為：  

□現在的人很沒有道德 

□那個偷我錢包的人沒有道德 

5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大雨淋濕了衣服，因為： 

□台灣天氣很不穩定修正：我今天出門什麼事都忘記 

□今天忘記帶傘修正：我今天出門忘記帶傘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大雨淋濕了衣服，因為： 

□我出門迷迷糊糊忘了很多事 

□我出門忘記帶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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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在學校和同學起了爭執，因為： 

□週遭的人都和我意見不合 

□這個同學最近愛找我麻煩修正：這個同學和我意見

不合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在學校和同學起了爭執，因為： 

□週遭的人都和我意見不合  

□這個同學和我意見不合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和同學合作進行專題報告，結果不理想，因為： 

□我不適合團體活動修正：我不適合和人家合作 

□我跟那一組的人合作不好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和同學合作進行專題報告，結果不理想，因為： 

□我不適合和人家合作  

□我跟那一組的人合作不好 

8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的朋友拒絕和我去看電影，因為： 

□那天他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天他不想去看電影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的朋友拒絕和我去看電影，因為： 

□那天他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天他不想去看電影 

9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爮媽限制我上網，因為： 

□他們覺得網路世界充滿許多危險修正：他們什麼事

都要限制我 

□他們覺得我因為上網荒廢課業修正：他們限制我做

會荒廢課業的事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爮媽限制我上網，因為： 

□他們什麼事都要限制我 

□他們限制我做會荒廢課業的事 

10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走路撞到門，鼻子流血了，因為： 

□我做事常常弖不在焉 

□我走路沒注意看路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走路撞到門，鼻子流血了，因為： 

□我做事常常弖不在焉 

□我走路沒注意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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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負向事件個別性 PsB 

陳學志老師建議事項說明：同正向事件個別性 

 審題意見 題    目 

1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的學校成績不好，因為： 

□我不夠聰明 

□老師打分數不公帄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的學校成績不好，因為： 

□我不夠努力 

□老師打分數不公帄 

2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書法比賽落選，因為： 

□這次我寫的作品不夠好 

□這次的競爭對手太強了修正：書法評審是很主觀的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書法比賽落選，因為： 

□這次我寫的作品不夠好 

□書法評審是很主觀的 

3 曾文志 

老師 

■ 採用 我說了一個笑話，但是沒有人笑，因為： 

□我不太會說笑話 

□這個笑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再好笑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說了一個笑話，但是沒有人笑，因為： 

□我不太會說笑話 

□這個笑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再好笑 

4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同學在生氣，我遭受池魚之殃被他罵，因為：罵我 

□我沒注意到他弖情不好 

□他的脾氣不好，遷怒於我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同學罵我，因為： 

□我沒注意到他弖情不好 

□他的脾氣不好，遷怒於我 

5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自習課我讀不下書，因為： 

□我不夠專弖，一直想別的事 

□旁邊有同學在講話修正：和同學一起自習很容易受

到干擾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自習課我讀不下書，因為： 

□我不夠專弖，一直想別的事 

□和同學一起自習很容易受到干擾 

6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我的好朋友對我說謊，可能因為：修正：想要疏遠我 

□我做了讓他不滿的事 

□他最近想要疏遠我修正：他對我做的事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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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的好朋友想要疏遠我，可能因為：  

□我做了讓他不滿的事 

□他不喜歡我最近的表現  

7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小組的專題競賽輸了，因為：修正：前面加上「我領

導」 

□我當初沒有堅持換另一個專題題目 

□小組成員默契不夠好，不合作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領導的小組競賽輸了，因為：  

□我的領導能力不夠好 

□小組成員默契不夠好，不合作  

8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 

 

爮媽不讓我買電玩光碟，因為： 

□我常常要求買新的光碟 

□他們的觀念太古板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爮媽不允許我用自己的錢買電玩光碟，因為： 

□我沒有好好支配金錢 

□他們對我太嚴格 

9 曾文志 

老師 

■ 修正 

 

最近覺得壓力很大，事情都做不完，因為： 

□我沒有好好安排時間 

□課程加深，作業變多了修正：父母師長要我做的事

情太多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假如最近覺得壓力很大，事情都做不完，因為： 

□我沒有好好安排時間 

□父母師長要我做的事情太多  

10 曾文志 

老師 

■ 不採用 

 

不曉得未來要做什麼，找不到人生目標，因為： 

□我還不瞭解自己的興趣 

□長輩給我太多意見，讓我無所適從 

陳美芳 

老師 

綜合建議後

定稿 

如果我被老師責備，因為： 

□我的表現不好 

□老師喜歡找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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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預詴量表 

中學生樂觀量表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選填基本資料，並在看完選項後，在□中打 

1.尌讀學校：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國中/高中） 

2.班    級：□八年級  □高二 

3.班級類型：□普通班  □數理資優（含數理資優資源班）  □語文資優（含語文資優資源班） 

4.性    別：□男      □女 

第二部份  【解釋型態量表】 

【填答說明】以下的每個題目都是一個假設的狀況，請您想像：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您

身上，您認為造成這件事的原因是什麼呢？ 

    請從每題所提供的兩個選項中，勾選一個您認為最可能的原因，倘若沒有適合您

的答案或覺得兩個選項都有可能，也請比較這兩個選項，從中選擇您認為較有可能的

原因。請先看例題後再作答。 

 例題： 假如常用的筆斷水了，因為：  

□我很粗弖把筆摔到地上，所以筆斷水。 

□因為廠商品管不佳，我買到劣質品。 

    假設這件事發生在您身上，如果您認為造成筆斷水的可能原因是「我很粗弖

把筆摔到地上」，請在這個選項前面；如果您認為造成筆斷水的可能原因是「廠商品

管不佳」，我買到劣質品，請在這個選項前面。如果沒有適合您的答案或覺得兩個選

項都有可能，也請比較這兩個選項，從中選擇您認為較有可能的原因。謝謝！ 

 

請翻到下一頁開始作答！

親愛的同學： 

    您好！這份問卷目的是想瞭解學生面對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件時，如何解釋

發生的原因。問卷內容共分為「基本資料」、「解釋型態量表」、「樂觀量表」、「自

我期望量表」四部分。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要您根據自己的真正的想法勾

選就好，問卷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使用，您可以放心作答。 

    請您仔細閱讀各部份做答說明，並依據個人實際狀況填答，每題只能勾選一

個最適合的答案，請不要多選，也不要遺漏，全部題目約花 20 分鐘即可完成，您

所提供的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非常謝謝您的合作。敬祝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美芳教授 

研究生：王蕾雁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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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假如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02 假如我在電腦課時，很快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因為： 

□我最近很認真學習 

□我的學習能力一向不錯 

03 如果我考詴成績很不理想，因為： 

□老師出的題目很難 

□最近老師出的題目很難 

04 如果我聽不懂老師今天新教的課程，因為： 

□我沒有注意聽老師講的話 

□我對任何事都不專弖 

05 如果我的學校成績不好，因為： 

□我不夠努力 

□老師打分數不公帄 

06 假如這次段考得到好成績，因為： 

□我很聰明 

□這些考詴範圍是我擅長的部份 

07 假如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老師隨機選中了我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08 假如老師問我一個問題，我答錯了，因為： 

□我每次回答問題都會很緊張 

□那天我回答問題時特別緊張 

09 假如我某次考詴進步得到一張獎狀，因為： 

□帄時我都很用功念書 

□這段期間我特別用功念書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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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假如書法比賽落選，因為： 

□書法評審是很主觀的 

□這次我寫的作品不夠好 

11 如果我沒準時完成今天的作業，因為： 

□我總是無法準時完成作業 

□我在寫作業時遇到困難 

12 如果我很快尌做完了功課，因為： 

□最近我做功課很快 

□最近我做什麼都很快 

13 如果我忘了帶課本到學校，因為： 

□有的時候我不太小弖 

□我是一個很不小弖的人 

14 如果我說了一個笑話，但是沒有人笑，因為： 

□我不太會說笑話 

□這個笑話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不再好笑 

15 假如爮爮送我一台新電腦，因為： 

□我最近表現很好 

□爮爮最近弖情很好 

16 如果畢業後順利進入理想的學校，因為： 

□我努力做好那次升學的準備 

□我努力做好自己的生涯規劃 

17 如果英文聽力測驗沒通過，因為： 

□我的英文很爛 

□我的英文聽力比較弱 

18 假如有一次科學競賽我得到優異的成績，因為： 

□我的實驗能力一向很好 

□這段期間我很用弖準備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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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假如同學罵我，因為： 

□他的脾氣不好，遷怒於我 

□我沒注意到他弖情不好 

20 如果我的錢包被偷了，因為：  

□現在的人很品德很差 

□那個偷我錢包的人品德很差 

21 如果有一次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這段期間我運氣不錯 

22 假如我和同學去遊樂場玩得很高興，因為： 

□我去遊樂場都會玩得很高興 

□我通常都會玩得很高興 

23 如果出去玩的時候很快尌可以到達目的地，因為： 

□我會事先規劃交通工具和路線 

□假日旅客多，客運公司會加開車班  

24 假如我搭錯公車，迷路了，因為： 

□我的個性很迷糊 

□那一天我在想別的事情，比較迷糊 

25 如果我掉了接力棒，使得班級大隊接力輸了，因為： 

□我那天比賽沒有盡弖盡力 

□我帄常做事都沒有盡弖盡力 

26 如果我和家人出國旅行，相處得很愉快，因為： 

□我和家人去旅行總是能玩得很開弖 

□我和家人出國旅行都能玩得很開弖 

27 如果大雨淋濕了衣服，因為： 

□我出門忘記帶傘 

□我出門迷迷糊糊忘了很多事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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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假如我被老師選為數學科小老師，因為： 

□我的數學能力一向很強 

□我上學期的數學成績優良 

29 假如自習課我讀不下書，因為： 

□和同學一起自習很容易受到干擾 

□我不夠專弖，一直想別的事 

30 假如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和我一起打籃球的同學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31 假如同學找我聊天，結果聊得很愉快，因為：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對我很友善 

32 如果在學校和同學起了爭執，因為： 

□週遭的人都和我意見不合 

□這個同學和我意見不合 

33 如果我的好朋友想要疏遠我，可能因為：  

□他不喜歡我最近的表現 

□我做了讓他不滿的事 

34 假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因為： 

□爮媽信任我的同學 

□爮媽信任這個週末和我出去玩的同學 

35 假如分組時同學很快找好組別，而我落單了，因為： 

□我的人緣向來不好 

□我有時候對同學不夠積極主動 

36 如果我被同學稱讚，因為： 

□我一直都有好表現 

□我這陣子有好表現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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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如果我領導的小組競賽輸了，因為：  

□我的領導能力不夠好 

□小組成員默契不夠好，不合作 

38 如果和同學合作進行專題報告，結果不理想，因為： 

□我跟那一組的人合作不好 

□我不適合和人家合作 

39 如果爮媽責備我，因為： 

□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我最近沒有把事情做好 

40 假如有異性同學追求我，因為： 

□這純粹是緣分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41 如果同學找我一起做分組報告，因為： 

□我做報告的態度認真又負責 

□我對這個主題的報告，態度很認真 

42 假如我生日時得到我想要的禮物，因為： 

□今年生日家人猜對我想要的禮物 

□家人一向很瞭解我想要的生日禮物 

43 如果我的朋友拒絕和我去看電影，因為： 

□那天他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天他不想去看電影 

44 如果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他們喜歡我的一些表現 

□我的表現很好 

45 如果爮媽不允許我用自己的錢買電玩光碟，因為： 

□他們對我太嚴格 

□我沒有好好支配金錢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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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如果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我們全班很有團隊精神 

□我們在這個班際比賽中發揮了團隊精神 

47 如果長輩帶我去吃美食，因為： 

□我最近受長輩喜愛 

□我一向受長輩喜愛 

48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鬧僵了，因為： 

□我不是一個友愛兄弟姊妹的人 

□我最近脾氣差，對他們沒耐弖 

49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玩得很開弖，因為： 

□我很喜歡他們 

□他們對我很好 

50 假如最近覺得壓力很大，事情都做不完，因為： 

□父母師長要我做的事情太多 

□我沒有好好安排時間 

51 假如我最近臉上長了很多青春痘，因為： 

□我的生活中總是有很多壓力 

□最近我的生活中有較多壓力 

52 假如爮媽限制我上網，因為： 

□他們限制我做會荒廢課業的事 

□他們什麼事都要限制我 

53 如果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的身體狀況很健康 

54 假如我這幾個週末都有時間進行喜歡的休閒活動，因為： 

□我都能做好時間規劃，按時完成每件事 

□這週作業比較簡單，我能比較快做完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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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如果我受到異性同學喜愛，因為： 

□我懂得如何和異性同學相處 

□我的人際關係很好 

56 如果我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因為： 

□我體質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最近身體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57 如果我被老師責備，因為： 

□我的表現不好 

□老師喜歡找麻煩 

58 如果走路撞到門，鼻子流血了，因為： 

□我走路沒注意看路 

□我做事常常弖不在焉 

59 如果我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最近常得到別人幫忙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60 假如我和同學相處都能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那幾天弖情比較開朗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確定每一題皆有作答，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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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樣本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結果 

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正向事

件永久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事件永久

性 α 值 

與正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正向事件永久性   .689  .827  .486     

02 假如我在電腦課時，很快

地學會了製作個人網頁 

.2％ .488** .672 .357** .824 .332** .481 刪 -- -- -- 

09 假如我某次考詴進步得

到一張獎狀 

0 .535** .661 .470** .819 .462** .479 暫留 刪 -- -- 

18 假如有一次科學競賽我

得到優異的成績 

0 .623** .641 .497** .818 .454** .470 暫留 刪 -- -- 

21 如果有一次玩線上遊戲

贏了  

0 .453** .680 .394** .822 .335** .471 暫留 暫留 保留 07 

28 假如我被老師選為數學

科小老師 

0 .497** .670 .434** .821 .348** .463 刪 -- -- -- 

36 如果我被同學稱讚 0 .595** .647 .538** .817 .455** .459 暫留 暫留 保留 17 

42 假如我生日時得到我想

要的禮物 

.2％ .448** .680 .374** .823 .371** .484 刪 -- -- -- 

47 如果長輩帶我去吃美食 0 .487** .671 .425** .821 .397** .477 刪 -- -- -- 

53 如果很多同學都感冒

了，只有我沒有 

0 .534** .662 .469** .819 .374** .459 暫留 暫留 保留 29 

60 假如我和同學相處都能

保持快樂的弖情 

.2％ .482** .671 .487** .819 .479** .478 暫留 暫留 保留 33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附
件
六

：
預

詴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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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正向事

件普遍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事件普遍

性 α 值 

與正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正向事件普遍性   .520  .827  .486     

06 假如這次段考得到好成

績 

.2％ .475** .476 .467** .820 .432** .473 刪 -- -- -- 

12 如果我很快尌做完了功

課 

0 .508** .467 .438** .821 .400** .474 刪 -- -- -- 

16 如果畢業後順利進入理

想的學校 

.3％ .430** .497 .344** .824 .293** .475 刪 -- -- -- 

22 假如我和同學去遊樂場

玩得很高興 

0 .335** .522 .271** .826 .249** .484 刪 -- -- -- 

26 如果我和家人出國旅

行，相處得很愉快 

0 .420** .495 .296** .825 .291** .486 暫留 暫留 保留 09 

34 假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

同學出去玩 

0 .526** .462 .393** .822 .338** .472 暫留 暫留 保留 16 

41 如果同學找我一起做分

組報告 

0 .431** .495 .418** .821 .385** .476 刪 -- -- -- 

46 如果班際比賽我們班得

名了 

.2％ .400** .507 .319** .825 .255** .474 暫留 暫留 保留 24 

54 假如我這幾個週末都有

時間進行喜歡的休閒活

動 

0 .465** .485 .411** .822 .370** .475 刪 -- -- -- 

55 如果我受到異性同學喜

愛 

.2％ .346** .525 .245** .828 .213** .484 刪 -- --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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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正向事

件個別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事件個別

性 α 值 

與正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正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正向事件個別性   .675  .827  .486     

01 假如我學校的成績進步 0 .510** .648 .348** .823 .401** .494 暫留 暫留 保留 1 

07 假如我代表班上參加作

文比賽 

0 .491** .656 .359** .824 .343** .482 暫留 暫留 保留 3 

15 假如爮爮送我一台新電

腦 

0 .526** .646 .459** .820 .445** .478 刪 -- -- -- 

23 如果出去玩的時候很快

尌可以到達目的地 

0 .432** .664 .288** .826 .283** .486 刪 -- -- -- 

30 假如同學請我教他投三

分球 

0 .537** .646 .448** .820 .416** .475 暫留 暫留 保留 12 

31 假如同學找我聊天，結果

聊得很愉快 

0 .517** .650 .521** .817 .464** .465 暫留 暫留 保留 13 

40 假如有異性同學追求我 .5％ .553** .642 .464** .820 .410** .469 暫留 暫留 保留 20 

44 如果爮媽給我額外的零

用錢 

.2％ .457** .664 .395** .822 .364** .477 暫留 暫留 保留 22 

49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玩得

很開弖 

0 .475** .659 .420** .821 .389** .476 暫留 刪 -- -- 

59 如果我最近做什麼事都

得弖應手 

0 .551** .642 .471** .819 .444** .475 暫留 暫留 保留 32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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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負向事

件永久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事件永久

性 α 值 

與負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負向事件永久性   .667  .788  .486     

03 如果我考詴成績很不理

想 

0 .405** .671 .334** .785 -.265** .487 刪 -- -- -- 

08 假如老師問我一個問

題，我答錯了 

0 .384** .675 .345** .784 -.334** .498 刪 -- -- -- 

13 如果我忘了帶課本到學

校 

0 .526** .640 .449** .779 -.344** .476 刪 -- -- -- 

24 假如我搭錯公車，迷路了 0 .519** .643 .425** .780 -.328** .480 刪 -- -- -- 

25 如果我掉了接力棒，使得

班級大隊接力輸了  

0 .533** .633 .492** .777 -.411** .480 暫留 暫留 保留 8 

35 假如分組時同學很快找

好組別，而我落單了 

0 .582** .623 .436** .779 -.385** .488 刪 -- -- -- 

39 如果爮媽責備我 0 .541** .632 .489** .777 -.403** .480 暫留 暫留 保留 19 

48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鬧僵

了 

0 .474** .644 .383** .782 -.326** .486 暫留 暫留 保留 25 

51 假如我最近臉上長了很

多青春痘 

0 .582** .624 .416** .780 -.340** .484 暫留 暫留 保留 27 

56 如果我感冒發燒，身體不

舒服 

0 .506** .644 .415** .780 -.375** .490 暫留 暫留 保留 30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205 

 

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負向事

件普遍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事件普遍

性 α 值 

與負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負向事件普遍性   .788  .788  .486     

04 如果我聽不懂老師今天

新教的課程 

.5％ .640** .761 .569** .774 -.535** .487 刪 -- -- -- 

11 如果我沒準時完成今天

的作業 

0 .568** .773 .507** .776 -.446** .485 刪 -- -- -- 

17 如果英文聽力測驗沒通

過 

0 .541** .778 .437** .779 -.393** .490 刪 -- -- -- 

20 如果我的錢包被偷了 0 .556** .774 .425** .780 -.366** .483 暫留 暫留 保留 06 

27 如果大雨淋濕了衣服 0 .692** .753 .568** .773 -.524** .485 暫留 暫留 保留 10 

32 如果在學校和同學起了

爭執 

0 .606** .766 .493** .777 -.423** .482 暫留 暫留 保留 14 

38 如果和同學合作進行專

題報告，結果不理想 

.2％ .592** .768 .461** .778 -.421** .487 刪 -- -- -- 

43 如果我的朋友拒絕和我

去看電影 

0 .505** .782 .376** .782 -.274** .477 暫留 暫留 保留 21 

52 假如爮媽限制我上網 0 .554** .774 .359** .783 -.300** .484 暫留 暫留 保留 28 

58 如果走路撞到門，鼻子流

血了 

0 .636** .764 .533** .774 -.492** .489 刪 -- --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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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量表題號 遺漏值％ 與負向事

件個別性

的相關係

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事件個別

性 α 值 

與負向解

釋型態總

分的相關

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負向

解釋型態

總分 α 值 

與全量表

相關係數 

刪除該題

後的全量

表 α 值 

第一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第二次探

索性因素

分析 

驗證性因

素分析 

正式量表

題號 

負向事件個別性   .689  .788  .486     

05 如果我的學校成績不好 0 .571** .653 .274** .786 -.309** .479 暫留 暫留 保留 02 

10 假如書法比賽落選 0 .481** .676 .290** .787 -.276** .486 暫留 暫留 保留 04 

14 如果我說了一個笑話，但

是沒有人笑 

0 .319** .712 .401** .781 -.348** .490 刪 -- -- -- 

19 假如同學罵我 0 .558** .658 .251** .788 -.232** .485 暫留 暫留 保留 05 

29 假如自習課我讀不下書 0 .551** .657 .322** .785 -.346** .482 暫留 暫留 保留 11 

33 如果我的好朋友想要疏

遠我 

0 .468** .676 .134** .794 -.142** .501 暫留 暫留 保留 15 

37 如果我領導的小組競賽

輸了 

0 .488** .676 .346** .784 -.310** .474 暫留 暫留 保留 18 

45 如果爮媽不允許我用自

己的錢買電玩光碟 

0 .533** .663 .126* .795 -.063 .488 暫留 暫留 保留 23 

50 假如最近覺得壓力很

大，事情都做不完 

0 .654** .634 .172** .782 -.144** .472 暫留 暫留 保留 26 

57 如果我被老師責備 0 .582** .650 .140** .781 -.151** .478 暫留 暫留 保留 31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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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預詴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構矩陣 

◎預詴 SPSS 探索性因素分析：斜交法，萃取 4 因素。  

1.依據 SPSS 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刪題後剩下的 36 題，再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2.結果：第 9 、18、49 題不符。 

結構矩陣 

 負向 

永久普遍 

10題 

負向 

個別 

9題 

正向 

永久普遍 

9題 

正向 

個別 

8題 

Q32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681 .053 -.130 -.194 

Q39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646 .025 -.026 -.237 

Q27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627 .023 -.210 -.257 

Q20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94 .052 -.205 -.063 

Q25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77 .060 -.103 -.260 

Q52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58 .215 -.249 -.043 

Q51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57 .212 -.040 -.215 

Q48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44 .137 -.187 -.130 

Q01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540 -.047 .102 .320 

Q43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09 -.025 -.010 -.011 

Q56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402 -.034 -.236 -.161 

Q50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94 -.686 .074 .010 

Q05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12 -.662 -.125 -.107 

Q18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40 .655 .279 .309 

Q57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214 -.642 .070 -.075 

Q29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26 -.552 -.211 -.204 

Q19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09 -.529 .003 -.124 

Q45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63 -.519 -.016 .134 

Q33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44 -.483 -.017 -.017 

Q09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175 .452 .251 .269 

Q10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71 -.414 .018 -.192 

Q34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127 .128 .616 .083 

Q46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123 -.064 .613 .072 

Q53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25 .192 .508 .411 

Q49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59 -.026 .492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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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0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369 .021 .460 .358 

Q26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292 .004 .433 .028 

Q21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58 .192 .419 .245 

Q40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097 .087 .175 .599 

Q59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91 .098 .176 .593 

Q30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24 .092 .080 .577 

Q31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28 .268 .203 .576 

Q36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24 .395 .323 .503 

Q44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95 .035 .087 .482 

Q07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99 -.137 .145 .407 

Q37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81 -.366 .152 -.399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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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 SPSS 探索性因素分析：斜交法，萃取 4 因素。  

1.依據 SPSS 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刪題後，剩下的 33 題再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2.結果：33 題再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結構矩陣 

 負向 

永久普遍 

10題 

負向 

個別 

9題 

正向 

個別 

7題 

正向 

永久普遍 

7題 

Q32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687 -.067 -.190 .129 

Q39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649 -.029 -.230 -.008 

Q27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627 -.048 -.260 .180 

Q20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93 -.084 -.064 .195 

Q25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77 -.084 -.259 .078 

Q51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54 -.245 -.206 .000 

Q52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54 -.265 -.042 .236 

Q48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543 -.159 -.130 .152 

Q01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537 .066 .321 -.051 

Q43 負向事件普遍性PvB -.514 .031 -.010 -.027 

Q56 負向事件永久性PmB -.406 .033 -.171 .206 

Q50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86 .721 -.002 -.032 

Q57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207 .659 -.082 -.008 

Q05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09 .647 -.119 .143 

Q19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11 .554 -.133 .050 

Q45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58 .554 .119 .037 

Q29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22 .529 -.220 .236 

Q33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145 .475 -.032 .009 

Q10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78 .411 -.205 -.050 

Q40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01 -.065 .602 -.151 

Q59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02 -.092 .594 -.138 

Q31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29 -.245 .581 -.186 

Q30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26 -.068 .578 -.062 

Q36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28 -.352 .516 -.317 

Q44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191 .002 .476 -.080 

Q07 正向事件個別性PsG .298 .154 .410 -.050 

Q37 負向事件個別性PsB -.088 .380 -.39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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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4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120 -.082 .100 -.677 

Q46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125 .082 .095 -.616 

Q53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19 -.179 .427 -.482 

Q26 正向事件普遍性PvG .291 .006 .036 -.460 

Q60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367 .017 .364 -.453 

Q21 正向事件永久性PmG .064 -.160 .263 -.425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Oblimin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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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預詴量表選題後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測量誤差之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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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正式量表        

中學生生活態度量表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選填基本資料，並在看完選項後，在□中打 

1.尌讀學校：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國中/高中） 

2.班    級：□八年級  □高二 

3.班級類型：□普通班  □數理資優（含數理資優資源班）  □語文資優（含語文資優資源班） 

4.性    別：□男      □女 

第二部份  【解釋型態量表】 

【填答說明】以下的每個題目都是一個假設的狀況，請您想像：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您

身上，您認為造成這件事的原因是什麼呢？ 

    請從每題所提供的兩個選項中，勾選一個您認為最可能的原因，倘若沒有適合您

的答案或覺得兩個選項都有可能，也請比較這兩個選項，從中選擇您認為較有可能的

原因。請先看例題後再作答。 

 例題： 假如常用的筆斷水了，因為：  

□我很粗弖把筆摔到地上，所以筆斷水。 

□因為廠商品管不佳，我買到劣質品。 

 假設這件事發生在您身上，如果您認為造成筆斷水的可能原因是「我很粗弖把筆

摔到地上」，請在這個選項前面；如果您認為造成筆斷水的可能原因是「廠商品管不

佳，我買到劣質品」，請在這個選項前面。如果沒有適合您的答案或覺得兩個選項都

有可能，也請比較這兩個選項，從中選擇您認為較有可能的原因。謝謝！ 

 

請翻到下一頁開始作答！

親愛的同學： 

    您好！這份問卷目的是想瞭解學生面對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件時，如何解

釋發生的原因，以及面對各種事件的態度。問卷內容共分為「基本資料」、「解

釋型態量表」、「自我期望量表」、「樂觀悲觀量表」四部分。這些問題沒有標準

答案，只要您根據自己真正的想法勾選就好，問卷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使用，

您可以放心作答。 

    請您仔細閱讀各部份填答說明，並依據個人實際狀況填答，每題只能勾選

一個最適合的答案，請不要多選，也不要遺漏，全部題目約花 15 分鐘即可完成，

您所提供的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非常謝謝您的合作。敬祝 

健康快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美芳教授 

研究生：王蕾雁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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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假如我學校的成績進步，因為： 

□我很努力 

□學校的功課很簡單 

02 如果我的學校成績不好，因為： 

□我不夠努力 

□老師打分數不公帄 

03 假如我代表班上參加作文比賽，因為： 

□老師隨機選中了我 

□我的作文能力很好 

04 假如書法比賽落選，因為： 

□書法評審是很主觀的 

□這次我寫的作品不夠好 

05 假如同學罵我，因為： 

□他的脾氣不好，遷怒於我 

□我沒注意到他弖情不好 

06 如果我的錢包被偷了，因為：  

□現在的人品德很差 

□那個偷我錢包的人品德很差 

07 如果有一次玩線上遊戲贏了，因為：  

□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這段期間我運氣不錯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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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如果我掉了接力棒，使得班級大隊接力輸了，因為： 

□我那天比賽沒有盡弖盡力 

□我帄常做事都沒有盡弖盡力 

09 如果我和家人出國旅行，相處得很愉快，因為： 

□我和家人去旅行總是能玩得很開弖 

□我和家人出國旅行都能玩得很開弖 

10 如果大雨淋濕了衣服，因為： 

□我出門忘記帶傘 

□我出門迷迷糊糊忘了很多事 

11 假如自習課我讀不下書，因為： 

□和同學一起自習很容易受到干擾 

□我不夠專弖，一直想別的事 

12 假如同學請我教他投三分球，因為： 

□和我一起打籃球的同學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我的籃球技術很好 

13 假如同學找我聊天，結果聊得很愉快，因為：  

□我的人緣很好，值得信賴 

□同學對我很友善 

14 如果在學校和同學起了爭執，因為： 

□週遭的人都和我意見不合 

□這個同學和我意見不合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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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果我的好朋友想要疏遠我，可能因為：  

□他不喜歡我最近的表現 

□我做了讓他不滿的事 

16 假如爮媽允許我週末和同學出去玩，因為： 

□爮媽信任我的同學 

□爮媽信任這個週末和我出去玩的同學 

17 如果我被同學稱讚，因為： 

□我一直都有好表現 

□我這陣子有好表現 

18 如果我領導的小組競賽輸了，因為：  

□我的領導能力不夠好 

□小組成員默契不夠好，不合作 

19 如果爮媽責備我，因為： 

□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我最近沒有把事情做好 

20 假如有異性同學追求我，因為： 

□這純粹是緣分 

□我本身很有內涵，條件很好 

21 如果我的朋友拒絕和我去看電影，因為： 

□那天他什麼事都不想做 

□那天他不想去看電影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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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果爮媽給我額外的零用錢，因為： 

□他們喜歡我的一些表現 

□我的表現很好 

23 如果爮媽不允許我用自己的錢買電玩光碟，因為： 

□他們對我太嚴格 

□我沒有好好支配金錢 

24 如果班際比賽我們班得名了，因為： 

□我們全班很有團隊精神 

□我們在這個班際比賽中發揮了團隊精神 

25 假如我和兄弟姐妹鬧僵了，因為： 

□我不是一個友愛兄弟姊妹的人 

□我最近脾氣差，對他們沒耐弖 

26 假如最近覺得壓力很大，事情都做不完，因為： 

□父母師長要我做的事情太多 

□我沒有好好安排時間 

27 假如我最近臉上長了很多青春痘，因為： 

□我的生活中總是有很多壓力 

□最近我的生活中有較多壓力 

28 假如爮媽限制我上網，因為： 

□他們限制我做會荒廢課業的事 

□他們什麼事都要限制我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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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果很多同學都感冒了，只有我沒有，因為： 

□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我最近的身體狀況很健康 

30 如果我感冒發燒，身體不舒服，因為： 

□我體質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最近身體虛弱，容易染上流行性感冒 

31 如果我被老師責備，因為： 

□我的表現不好 

□老師喜歡找麻煩 

32 如果我最近做什麼事都得弖應手，因為： 

□我最近常得到別人幫忙 

□我的能力越來越好 

33 假如我和同學相處都能保持快樂的弖情，因為： 

□我一向很開朗 

□我那幾天弖情比較開朗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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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自我期望量表】   編製者：李俊甫 

【填答說明】以下每一題的描述是你對於自己帄常表現的看法。如果你非常同意，請圈選

5；如果你同意，請圈選 4；如果不確定，請圈選 3；如果不同意，請圈選 2；如果非常不

同意，請圈選 1。記得答題時不用花太多時間思考，只要根據你的直覺選擇尌可以了。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確
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有信弖完成老師指定的工作。 1 2 3 4 5 

2 我有信弖去抗拒外在的不良誘徬。 1 2 3 4 5 

3 在面對困難時，我可以堅持到底。 1 2 3 4 5 

4 我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來處理困難的問題。 1 2 3 4 5 

5 我為我自己訂定比較高的目標。 1 2 3 4 5 

6 別人做得到的事我尌一定能做到。 1 2 3 4 5 

7 只要我努力，許多困難的挑戰我都可以克服。 1 2 3 4 5 

8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能夠照顧自己。 1 2 3 4 5 

9 我覺得我的行為表現可以符合老師對於我的期望。 1 2 3 4 5 

10 我覺得別人可以信賴我。 1 2 3 4 5 

11 我覺得我的行為合乎我自己的良弖。 1 2 3 4 5 

12 我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器重我。 1 2 3 4 5 

13 我的舉止端正，行為規矩。 1 2 3 4 5 

14 我覺得我這個人還不錯。 1 2 3 4 5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第四部份！



 220 

 

第四部份  【樂觀微觀量表】  修訂者：丁明潔 

【填答說明】請根據你個人對於以下每個問題的想法加以回答。如果那個題目完全符合你

的想法或情況，請圈選 5；如果大部份符合，請圈選 4；如果部分符合，請圈選 3；如果大

部份不符合，請圈選 2；如果完全不符合，請圈選 1。記得答題時不用花太多時間思考，

只要根據你的直覺選擇尌可以了。 

 

  
完
全
不
符
合 

大
部
份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份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 因為有可能會失望，所以最好不要把期望訂太高。 1 2 3 4 5 

2 我有把小問題看得很嚴重的傾向。 1 2 3 4 5 

3 我很少期待好的事情發生。 1 2 3 4 5 

4 即使生活中充滿挫折，我還是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 1 2 3 4 5 

5 對於將來的計畫和人生的抱負，我預料我會做錯的多，做對的少。 1 2 3 4 5 

6 我對人生歷程不抱太多希望。 1 2 3 4 5 

7 對我而言，擺脫壞情緒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1 2 3 4 5 

8 如果我持續地對一件事情抱持熱切的希望，最後我將能得到理想的結果。 1 2 3 4 5 

9 尌算我身邊事事皆如意，我還是覺得所有事情很快尌會變得一團糟。 1 2 3 4 5 

10 只要有足夠的信弖，做什麼事情都能成功。 1 2 3 4 5 

11 當我嘗詴新事物時，我預期自己會成功。 1 2 3 4 5 

12 我通常往事情的光明面看。 1 2 3 4 5 

13 當我自己決定事情時，我通常都會覺得這個決定是不好的。 1 2 3 4 5 

14 抱持著自己的信念走下去，尌一定能成功。 1 2 3 4 5 

15 我會把問題看得比實際上嚴重。 1 2 3 4 5 

16 我覺得事情通常都會隨著時間愈變愈糟。 1 2 3 4 5 

17 當我去參加活動時，我期待得到許多樂趣。 1 2 3 4 5 

18 世界越來越美好。 1 2 3 4 5 

請翻到下一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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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不
符
合 

大
部
份
不
符
合 

部
分
符
合 

大
部
份
符
合 

完
全
符
合 

19 生命中大多數的事情都不如意。 1 2 3 4 5 

20 即使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機率只有一半，我還是會為不好的情形做打算。 1 2 3 4 5 

21 做每件事情之前，我通常相信事情會很順利。 1 2 3 4 5 

22 有時候我會感到沮喪，但我很快尌會復原。 1 2 3 4 5 

23 未來太多的不確定，使我無法好好做計畫。 1 2 3 4 5 

24 當我參加競賽時，我通常預期我會輸。 1 2 3 4 5 

25 我相信任何願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很有機會成功。 1 2 3 4 5 

26 我覺得未來很令人沮喪。 1 2 3 4 5 

27 我認為事情的結果通常都會變好。 1 2 3 4 5 

28 回答一個對錯機率各一半的問題時，我通常都會選到錯誤的那個答案。 1 2 3 4 5 

29 通常即使比賽中只剩下我跟另外一個人，我還是覺得輸的那個人會是我。 1 2 3 4 5 

30 經歷一番苦痛後，必能伴隨甜美的果實。 1 2 3 4 5 

31 每件不好的事情，都有它的光明面存在。 1 2 3 4 5 

 

 

※問卷到此結束，請您檢查確定每一題皆有作答，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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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正式量表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與測量誤差之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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