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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近年社會輿論關注的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要探討議題，

McClelland 的成就動機理論為基礎，認為「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

就動機」與 McClelland 提到的「權力需求」、「親和需求」、「成就需求」三

需求，同樣是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由這三種需求來影響其行為，並以目前日

益嚴重的網路沉迷傾向為依變項，試建構與理解技職校院學生在不同媽寶

行為覺知類型下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之相關性。 

本研究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將媽寶行為覺知分為「生活」、「校務」與

「人際」三個子構面，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多群組模型

比較、路徑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差異性比較等方式，去探討不同媽寶

行為覺知類型與比較三個結構方程模式之變化。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模

型設定有其穩定性，是具有參考價值的，並且發現「人際互動」變項對技

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傾向是最具影響力；再者，生活媽寶行

為覺知對其他研究變項的影響力是屬於全面性的，而校務與人際之媽寶行

為覺知的模型中，對於成就動機是無直接影響效果，顯示出本研究結果與

McClelland 在 1952 年宣稱關於子女早期的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有正向關

係的論點是相符合的。本研究最後將研究分析與討論形成結論，並以研究

結論為基礎，提出對親職教育推廣、大學通識課程教育以及後續研究者諸

多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及人員的參考。 

 

關鍵字：媽寶行為覺知、網路沉迷、成就動機、人際互動、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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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on the hot topic, mummy’s boy, of public opinion. 

Mummy’s boy developed on McClellan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Emotional 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mummy’s boy behavior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three needs theory, need for 

power, affiliation, and achievement. This study uses different mummy’s boy 

behavior types, three needs theory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tudents of 

vo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chools. 

This study use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behavioral types 

of mummy’s boy behavior into daily life, scho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t first. Then, it us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ultiple group, path analysis, independent t-test and difference comparison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ree tpyes of mummy’s boy behavior. As the 

result shows, the model of this study is stable and can be reference resource. 

The variabl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affected to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The influence of daily life mummy’s boy behavior is comprehensive 

to other variables. Mummy’s boy behavior of schoo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o not have direct effect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oincides on McClelland’s opinion in 1952 that early 

independent training of children is positive affected to their 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ombine with discussion to be the 

conclusion,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parent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coherent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for the reference. 

 

Keywords: Mummy’s Boy, Internet Addic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Emotion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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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闡述本研究的基本理念與架構，內容為以下五節進行探討：

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公布「臺灣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調查結

果發現若家中最小子女為未滿三足歲或是三至六歲之實際照顧者，過半的

比例還是以婦女（母親）為主。有許多母親在孩子出生之後，需放棄正在

進行的生涯規劃，還有許多母親在照顧家庭的同時仍兼顧工作，但是，在

工作、家庭、生活彼此之間該如何調適，這也是身為現代父母親的壓力。

李雪莉（2007）指出，臺灣新世代父母是一群「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 ，是歷史上不曾出現的一批「過度介入」與「過度焦慮」的父母

（Hong, Hwang, Kuo, & Hsu, 2015），這群新世代父母像極了直升機，在孩

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望著孩子的一舉一動。這群直升機父母在臺灣有

個新名詞，叫做「寶媽」。 

很難想像在 20 年前的大學時代，新生座談會家長參與人數寥寥無幾，

但近 10 年開始，新生座談家長的參與度年年創新高，根據 2015 年的相關

報導，國立成功大學的新生座談會，家長就來了一千五百多名。「寶媽」

的影響力，甚至已滲透到高等教育，全方位處理成年子女該自我負責的事

項，諸如清掃宿舍、為子女選課或是請假、替子女排解同儕糾紛問題等（張

瀞文，2013）。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莊雅仲表示，不單是現在的八

年級大學生，每個世代都有媽寶大學生的存在，更甚至四、五十年代的媽

寶與直升機父母的情況更加嚴重（引自唐宜嘉，2015）。「寶媽」現象，主

要來自於一群過度關愛子女，無法「適時放手」的家長，這類型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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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子女大小事項，都要親力親為，過度關愛與保護。同時，這群寶媽也

將子女教養出媽寶的性格，事事依賴父母出面解決，缺乏責任感與獨立性，

凡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一遇到問題就回家找父母幫忙。臺灣日前甚至出

現因父母過度保護，造成子女拒絕職場，成為依賴型人格障礙的「永恆少

男少女」（倪浩倫，2016）。 

綜合許多媒體報導（彭菊仙，2016；黃小清，2016；詹志禹，2013），

寶媽行為常常表現在生活、課業、校務與交友等方面，在生活方面像是子

女不用做任何家事、隨時打手機或電話給孩子；在課業方面協助孩子寒暑

假作業撰寫；在校務方面像是舉凡學校社團活動、大學選科系等，家長均

過度參與；在交友方面像是以「關心孩子交友情形」為藉口，檢查孩子的

日記、手機、電腦或訊息等等。然而，有些輿論認為，到了大專院校階段，

由高中升上來的媽寶學生比較多，從高職畢業的大學生比較沒有媽寶現象，

原因可能是技職體系的學生有些是來自經濟弱勢家庭，他們很早開始打工、

接觸職場，個性比較獨立，因此，在新生座談時，高職畢業學生的家長比

較關心的是，「念這個科系有沒有前途？」「孩子到底在學校學些什麼實用

技能？」比較少關注生活照顧的層面（胡清暉、曹婷婷，2015）。因此，

本研究欲瞭解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的表現情形，其範疇也設定在

生活、課業或校務與交友上。 

父母是孩子最早接觸的對象，也是重要他人之一，所以父母易成為孩

子認同的對象，而父母的態度、價值觀與行為對孩子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父母的言行與教養方式與子女之間是交互作用的過程，子女會受到父母態

度、觀念、喜好、興趣的影響，發展社會化、認知、情意、技能、品格等

能力，這些歷程是重要的，也是奠定良好健全人格成長的基礎（蔡玉瑟、

張妤婷、謝孟岑，2006）。Foster、Villanueva、Wood、Christian 與 Giles-Corti

（2014）研究發現，有些父母的教養監控方式，可能到了孩子青少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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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阻止孩子從事任何獨立性的自主活動，尤其是對女兒。到了大專院校

時期，這些在直升機父母教養之下的子女，仍受到父母過多的關愛，在學

習經驗與人際關係上開始受到挫折，Lehmann （2008╱2016）認為父母對

子女的過度保護，除了會讓子女無法學習自立，還會使孩子動機踩剎車，

對學習是負向影響的。Hong et al. （2015）認為若家長過於關心孩子，容

易造成孩子凡事依賴父母，並針對高職生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相關研究，發

現父母督導行為與媽寶行為覺知呈現正相關，與拖延習慣以及自我調節學

習皆呈現負相關。 

現代媽寶現象也影響子女在人際方面的表現，像是上班遲到要媽媽幫

忙打電話請假、跟同事吵架也要爸媽代為解決，甚至有人被老闆辭退，爸

媽還出面關說送禮等，諸如此類的人際關係、待人處事課題，儼然成為媽

寶的障礙。大專院校時期，學生們最在意的是人際上的相處，不僅是與同

儕間，甚至與老師的溝通，都會影響他們的學習過程，這其中自然與個體

的情緒管理有關，因為媽寶多以自我為中心，若在團體報告的討論中認為

別人不採納自己的意見，就會顯得很不開心，但因此也影響他個人的人際

關係。再者，子女知覺嚴厲教養的程度愈高，其發生偏差行為的情形也愈

高（詹欣怡，2012），1990 年代以後出生的世代，稱作是「網路世代」、「N

世代」，或「數位原生代」，在這個世代出生的國民—即稱作「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 （余民寧，2013），這群人生活只要一有空檔，就沉迷

手機上網或打電動。根據一份最新調查，七成青少年睡前會檢查手機訊息，

六成五家長會因孩子沒及時接電話而不安，顯示青少年和家長都被手機綁

架（王枝旺，2013）。但是，孩子是否沉迷手機，父母應從己身做起，根

據韓國大學的最新研究，父母的教養方式決定孩子使用手機的態度，管教

嚴格的「直升機父母」，容易教養出手機成癮的孩子（陳正健，2016）。希

臘在 2014 年也曾發表研究指出，沉迷網絡世界的青少年多數是父母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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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缺乏家庭溫暖，令他們易產生負面情緒，不懂得如何與他人溝通，寧

願上網「自得其樂」（「直升機家長 子女易上網成」，2014）。 

直升機父母對子女的影響不只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上，

甚至因此讓他們沉迷於網路，如此惡性循環，他更不懂得與他人溝通，以

及在現實世界裡與他人真實的人際互動。本研究在此背景之下，欲探討技

職校院學生的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

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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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再以

成就動機理論為基礎，因此本研究運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與網路沉迷等因素去進行因果關係的探討，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建構與瞭解技職校院學生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下其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之相關性。 

二、 探討不同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選擇進入科系方式之技

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三、 瞭解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

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貳、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一：建構與瞭解技職校院學生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

型下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之相關性。本研究擬

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 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整體適配度為何？是否皆為

良好的模型？ 

二、 比較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模型之整體適配度 

三、 比較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

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之關係為何？ 

四、 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其媽寶行為覺知是否會透過其

他變項間接影響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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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其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是否會

透過其他變項間接影響網路沉迷？ 

根據研究目的二：探討不同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選擇

進入科系方式之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

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擬探討之問題如下： 

六、不同性別其在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七、不同年齡其在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八、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不同其在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九、選擇進入科系方式不同其在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根據研究目的三：瞭解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在人際互動、情緒

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擬探討之問題如下： 

十、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其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

路沉迷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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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清楚掌握本研究之名詞概念，以下將分別說明與本研究相關名詞之

主要意涵。 

壹、媽寶行為覺知 （Mummy’s boy behavior） 

寶媽給予孩子在生活、工作或校務以及人際等方面過多的關懷，使

得子女對於察覺環境能力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當其面臨環境出現情狀時，

若是超出自我中心的範圍，大腦第一反應就是求助於原生家庭。 

貳、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人際互動泛指人與人之間所產生的交互作用歷程，儘管是在路上或

在公共場合裡與陌生人擦聲而過，只要雙方之間已經產生影響力，就可

視為一種人際互動（曾啟芝，2015）。換句話說，人際關係不僅存在熟識

者之間，也可能發生於陌生人的人事情境裡，更廣義的人際關係還包括

文化制度模式，也就是一種社會關係。 

參、情緒管理 （emotional management） 

個體可以掌握自我與調節情緒的能力，並能以樂觀進取的態度與心

境面對困境或挫折，也就是說個體在面對自己產生負面情緒時，能對自

我情感的控制，並以理性與樂觀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肆、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 

成就動機是決定個人成就及努力程度的動力與傾向，是趨使人追求

成就的一種力量，成就動機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個人的學習與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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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網路沉迷 （internet addiction） 

簡單的說就是過度的使用網路所導致的一種慢性或周期性的著迷狀

態，這是因為長時間使用網路，引發心理上的依賴所產生的結果。網路

沉迷者表現出來的行為可能有：不能控制自己使用網路的時間，上網時

間要一次比一次久才能獲得滿足，當無法使用網路時就會變得焦躁不安、

易怒、沮喪，生活作息或工作效率受到嚴重影響等。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根據研究動機與背景的探討，訂出研究主題並進行相關文

獻蒐集，並從相關理論分析及文獻的回顧中，整理適合本研究的研究架構

及理論背景依據，並確立研究問題，後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問

卷回收將所得資料加以分析，整理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結論，並針對後續研

究提出建議。本研究流程可以概略分為發展階段、實施階段、整合階段，

如圖 1-1 所示，茲將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一、發展階段 

(一) 確立研究主題：提出研究目的與動機，進而確認研究題目。 

(二) 蒐集相關文獻：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研究論文、書籍及期刊資料

等。 

(三) 擬定研究設計：針對本研究之目的與內容，提出具體可行之研究方

法。 

二、實施階段 

(一)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針對研究問題擬定研究假設與模型架構。 

(二) 發展測量工具：根據研究主題、研究假設與相關文獻進行問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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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三) 問卷實施：問卷實施、回收與資料整理。 

三、整合階段 

(一) 資料分析：採用適當的統計方法，以分析蒐集得來的資料。 

(二) 結論與建議：針對本身的研究做結論，並針對未來的研究做建議。 

(三) 審核與修改：最後，依據審核建議進行修改，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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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確立研究主題 

蒐集相關文獻 

擬定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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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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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建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來分

析及瞭解其影響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之情形，並且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技職校院學生與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在研究變

項上是否存在差異性，因此，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分別說明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根據教育部所公布之各級學校統計資料，技職校院包含國立及私

立的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等，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則是針對

台北以南與新竹以北地區為臺灣北區之國立及私立的科技大學與技術

學院學生。然而，本研究採取方便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本研究對象之

範圍乃針對所抽取之有效樣本進行調查與分析。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結果，欲探討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

緒管理、成就動機及網路沉迷等變項，分析哪些變項是受媽寶行為覺

知影響的變項，以及對網路沉迷的影響是直接或是間接透過其中的變

項影響，而各變項的內容則以第三章的變項操作型定義說明為主。同

時，根據相關研究的整理分析結果，本研究探討性別、年齡、每日平

均上網時間、選擇科系方式作為背景變項，意即，研究內容之範圍僅

在研究架構之變項，並以本研究之定義與分類為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取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文獻分析所蒐集之資

料以本研究所定義的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網路沉迷作為主題蒐集範圍。問卷調查法則以方便抽樣之研究樣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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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對象，根據研究目的採取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因素分

析、模式配適度考驗、SEM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路徑分析、模型多群

組比較、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以作

為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研究範圍內之主題進行探討，將嚴謹的進行每一個研究

步驟，根據統計結果進行比較分析，並發表研究結論與建議。在進行研

究過程中遇到之研究限制，將一併於最終提出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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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闡述文獻探討，本研究主要是以媽寶行為覺知作為基礎概念，

探討技職校院學生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的影響。

因此，本章主要在探討媽寶現象的緣由與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

與網路沉迷之理論與相關研究，以及此現象造成的問題等相關文獻，並於

每一節最後做出小結，內容共分為五節進行探討：第一節為媽寶行為覺知；

第二節為人際關係與互動；第三節為情緒管理；第四節為成就動機；第五

節為網路沉迷。 

第一節 媽寶行為覺知 

一般人對於媽寶行為出在現實社會中，多半是以負面的評價去面對，

本研究認為現實社會中有些個案誇張行徑的報導，不一定就是所謂的媽寶

行為，有些可能是個案本身自省能力較低，而影響社會適應的一種表現。

本研究以探討技職校院學生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試圖理解在生活、課業

或校務、人際等各方面的媽寶行為覺知的表現情形，本節將針對直升機父

母形成媽寶現象、媽寶行為覺知的意涵、媽寶行為覺知所帶來的影響與相

關研究來進行探討。 

壹、現代直升機父母形成的媽寶現象 

一、直升機父母的緣由與特質 

90 年代末期羅安琍研究家庭生命週期與不同世代婦女行為的變化，

認為每一個家庭生命週期發展階段中，最重要的三元素是「時期」、「年

齡」與「出生世代」（引自游慧仙，2007）。直升機父母最早出現的時代

是在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孩子，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後，成為一群過度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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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護孩子的父母。這些直升機父母有共同的時代特點與年齡特徵，父

母是出生在西元 1946年至 1964年之間，目前年齡大約是 52歲到 71歲，

而他們的下一代則是 1982 年至 2002 年間出生的世代（相當於 Y 世代），

目前年齡大約是 13 歲至 33 歲（Hunt, 2008）。這些家長過度介入自己孩

子的平日生活，每天可能會以簡訊、即時通訊軟體或是打電話提醒孩子

生活上要注意的事項，甚至每週開車到孩子的學校幫忙整理房間與清洗

衣物；孩子則是可能會將自己在學校的帳號、密碼給父母，讓父母能自

由的看到孩子選課情形、成績以及學校其他宣導活動等等。因此，直升

機父母的出現可以說是因應時代變化而產生的現象，這些戰後嬰兒潮出

生的孩子，因為出生世代是較困苦的，他們的父母對於孩子教養方面，

認為養育才是生活主要目標，教育則是其次。所以當這些孩子長大成人，

有了較穩定的經濟能力之下，對自己下一代的照顧或者需求都是盡量地

給予滿足，也因此將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甚至不知該怎麼放手。 

近十年，臺灣社會常探討關於媽寶現象，之後也開始出現許多輿論

是針對養成媽寶的「寶媽」，對於兩者大都是抱持負面的評價。《天下雜

誌》第 368 期「別當直升機父母」之專題報導，指出新世代父母是一群

「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望著

孩子的一舉一動（李雪莉，2007）。這群直升機父母在臺灣另有個新名詞，

叫做「寶媽」。現代寶媽究竟有何種特質？以下以研究結果、專書與媒體

相關報導（彭菊仙，2016；黃小清，2016；詹志禹，2013；李佩芬、陳

念怡，2010、2014；Brussoni & Olsen, 2013），整理出現代寶媽的四種特

質，茲說明如下： 

(一) 對子女的日常生活照顧，呵護備至 

像是叫子女起床；不要求子女做任何家事；幫子女扛書包；隨時

打手機或電話給孩子，關切細瑣事項；孩子在家裡從來不用為自己剝

 



15 
 

蝦殼（或剝有果皮的水果，像是橘子、文旦之類的食物）。 

(二) 過度干預子女的課業或校務 

像是過度關心班級選幹部；協助孩子寒暑假作業撰寫；子女若抱

怨在校生活，家長馬上就向主管單位抗議投訴；子女步入大學生活後，

舉凡選課、註冊等學生事務仍由家長親力親為；子女的學習方向要符

合家長的期待，因此無論是學校社團活動、大學選科系等，家長均過

度參與；偏心護衛，凡事都是他人的錯，甚至利用特權庇護子女。 

(三) 過度涉入子女的人際關係 

像是常常提醒孩子不能和成績差的人交朋友；主觀認定孩子的朋

友是壞人，並禁止與對方往來；以「關心孩子交友情形」為藉口，檢

查孩子的日記、手機、電腦或訊息；當孩子想跟同學出門時，認為有

必要先了解對方的家世背景。 

(四) 干涉子女的生涯規劃 

當孩子選擇才藝或專長時，表面上尊重孩子意見，但卻是很希望

子女能符合自己的期待；當孩子求職時，家長會全程陪同，甚至會向

子女的雇主爭取權益。 

綜合以上所述，家中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後，產生許多成為父母角色

的任務，可能因過去原生家庭的教育經驗、現代人的資訊載滿現象、過

度擔心社會問題等等許多種因素，讓現代父母對孩子放不開手，而造成

孩子欠缺獨立性與負責任的態度。 

二、媽寶現象 

臺灣社會近年開始出現「媽寶」（mummy’s boy）這個名詞，從外顯

特徵來看，男性在體能上顯現出比女性更有優勢，但從生命力的角度來

看，女性的壽命平均要比男性較長，在胚胎時期，由於過去醫療不發達，

男性胚胎夭折率高於女性胚胎，嬰兒出生時的性別比之正常範圍為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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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6（「縮小出生性別落差」，2012） ，所以在過去傳統的觀念裡，父

母對於男新生兒的呵護常超越對女新生兒的照顧，不過，現代人已有性

別平權的觀念，生男生女一樣好。 

林萃芬（2014）提及職場中出現媽寶型的員工，不分男女，他們對

父母的依賴性會以各種不同的行為模式表現出來，包括憂鬱自憐、自尊

低落以及容易沮喪，或是無法達成任務就開始找藉口，很難對事情負起

該有的責任，對別人的協助不懂得感恩，總是覺得是別人欠他的，碰到

問題就回家詢問父母或搬救兵，上班不滿意就換工作。不僅在職場出現

媽寶現象，現在也有許多公私立學校已經開始針對入學新生探討媽寶的

現象（Green, Navarro-Paniagua, Ximénez-de-Embún, & Mancebón, 2014），

近年在國內大學新生座談會上，開始出現超過千名以上的陪同家長，並

在會場上提出許多關於生活與校務上的問題（胡清暉、曹婷婷，2015），

在國外同樣也發現一個趨勢，就是在大學校園裡，每年入學的新生大約

有四至六成的比例，是直升機父母教養的孩子（Somers & Settle, 2010），

無論在新聞報導或者研究上，已經慢慢發現媽寶現象開始對大學校園與

社會產生影響。 

劉怡妡（2011）提出所謂「媽寶」顧名思義就是「媽媽寶寶」的意

思，可以解釋為長不大、沒有主見，凡事都依靠媽媽的成年人，但現在

社會議題針對媽寶已經不單單是指長不大、或者沒有主見，「媽寶」還是

一種行為表現，張瀞文（2013）認為「媽寶」是指家長全方位介入孩子

的學校生活，生活起居、交友、選科系、校務行政，無所不管，甚至孩

子成年上大學、進入職場、成家立業，進而造成子女凡事都想依賴父母。

因此開始有人去討論這樣的問題，並且把媽寶這樣的行為表現的原因，

指向父母的教養方式，林秀姿（2014）提到，若是子女樣樣事情都由父

母代勞，便懶得自己處理，也不需要負責，如此循環下來，從幼兒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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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期，面對天大的事情，前面總有個「媽」擋著，因此「媽寶」絕非

一日養成。從社會集體現象來說，媽寶現象非臺灣獨有，美國有專有名

詞稱為「滯留於青春期的成年人」（林萃芬，2014），儼然已成為人類生

涯的一種普遍可見的「新階段」，更嚴重的像是日本發展出「繭居族」之

說，有些看似生理機能正常的年輕人卻足不出戶，拒絕與社會接觸，生

活全賴母親照料，被視為一種「社會退縮症」（「話說媽寶」，2015）。 

直升機父母的教養模式，可能造成孩子在發展上的許多問題，像是

人際關係、生活自理等，影響孩子的獨立自主能力、溝通能力、團隊合

作能力等等。近年來對於直升機父母對大學生影響的研究，大多是指向

負面的評價（LeMoyne & Buchanan, 2011; Padilla-Walker & Nelson, 2012; 

Segrin, Woszidlo, Givertz, Bauer, & Murphy, 2012），像是有研究指出，直

升機父母的教養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負向的直接影響（LeMoyne & 

Buchanan, 2011; Schiffrin et al., 2014），也有研究結果發現，父母過度參

與孩子的大學生活，造成孩子的幸福感較低，而更可能採取以藥物來逃

避抑鬱和焦慮的情緒（LeMoyne & Buchanan, 2011），顯示出直升機父母

的教養對孩子的情緒管理是有影響的。但另一方面，有些研究結果則是

提出比較正向的論點，像是 Center for Postsecondary Research School of 

Education （2007）研究發現，父母的參與和支持，讓孩子對於參與學

校活動的滿意度提升也更為積極，Fingerman 等人 （2012）也同樣認為

父母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可以提升孩子對活動的參與感。 

貳、媽寶行為覺知 

一、媽寶行為的產生 

教育哲學家杜威說：生活即教育。歐洲許多國家的基礎教育認為教

孩子怎麼生活是最核心的目標，也就是說在生活中學會知識，也會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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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知識在生活中使用。幼兒教育家瑪莉亞 .蒙特梭利（Maria Tecla 

Artemisia Montessori, 1870~1952）曾經這樣說過：「獨立的本質，在於能

自己做事」。國際蒙特梭利協會主席 Tim Seldin（2006╱2015），在他的

著作中提及，孩子原本就有渴望獨立做事的本能，「教孩子自己動手做，

無論是盥洗、穿衣、準備點心或倒飲料，都能協助孩子邁向獨立之路…，

孩子在培養相當程度的獨立時，也奠定了受惠一輩子的良好工作習慣、

自律自重與責任感。」 

但是，現代父母常忽視孩子自己能有做事的能力，林秀姿（2014）

引用專家論點，認為媽寶是由親子關係互動而來，這樣的依賴關係容易

造成孩子社會經驗低。李佩芬、陳念怡（2014）將現代父母放不了手的

困難，歸納成下列三個原因： 

（一）少子化的趨勢，造就太多直升機家族 

隨著少子化的浪潮，家中平均六個長輩照顧一個小孩。愈來愈多

以過度代勞表達愛意的「快遞阿嬤」與「聖誕樹媽媽」，搶走了孩子原

本應該承擔的責任。過度關懷子女的家長們，把「幫孩子」與「愛孩

子」兩者間畫上等號，是造成子女長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過半雙薪家庭，造就父母沒時間「好好生活」 

社會結構變遷，雙薪家庭結構已慢慢成為台灣社會常態。這意味

著父母生活步調忙碌，時間壓力成為教養孩子最大的「困局」。無論是

吃飯、穿外套、整理書包......所有孩子「慢慢學」的生活大小事，在大

人的時間壓力下，都變成了「快快做」。 

（三）升學至上的社會價值觀，家務只能靠邊站 

升學考試掛帥的氛圍，師長重視成績或才藝的表現，遠勝過孩子

「打理自己」所獲得的讚許。過分重視升學的價值觀與壓力，讓孩子

忙於應付上課補習或課後輔導行程，與家人相處時間大幅壓縮；當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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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忙得連在家吃飯都顯得「彌足珍貴」時，就更別提參與家庭生活與

分擔家事了。 

所以，形成媽寶行為的主要原因，就是一群放不開手的現代忙碌父

母，綜合前述的寶媽特質與媽寶行為的產生，可以將媽寶行為表現歸納

於三個範疇，包含在生活、校務（或工作）以及人際等三個面向。 

二、媽寶行為覺知的意涵 

國內媒體透過網路問卷的調查，整理出一般社會大眾認為和媽寶相

關的十大行為有：三句離不開我媽說…、我媽想看我的工作環境、我媽

都會幫我買衣服、我媽不喜歡你…、我媽不讓我在外面玩那麼晚、薪水

我都給我媽保管、我媽都是這樣做家事的、我媽對我爸都不會這樣…、

結婚以後還是要跟父母同住（「你是媽寶嗎」，2015），以上列舉出的媽寶

行為涵蓋範圍有工作、生活與人際三方面。兩性專家盧麗萍（2013）在

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媽寶特質有：欠缺責任感、遇事習慣逃避、無法

準確表達自己的情緒、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沒有能力分辨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因此，媽寶行為是一種過度依賴父母照顧之下，表現出對原生

家庭過於重視以及較無承擔責任的能力。 

覺知和意識有關，覺知是指一個有意識的（conscious）行為，「覺知」

是大腦反應的第一階段，是人類對我們所處世界的原始反應，「覺知」在

幾秒之間就產生了，用意在讓我們察覺環境。因此，「媽寶行為覺知」是

指，寶媽給予孩子在生活、工作或校務以及人際方面過多的關懷，使得

子女對於察覺環境能力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當其面臨環境出現情狀時，

若是超出自我中心的範圍，大腦第一反應就是求助於原生家庭。換句話

說，「媽寶行為覺知」意味著在自我的意識裡，認為依賴父母是天經地義

的，當生涯抉擇時，不會認為自己需對自己所做出的決定負責，若是未

來遇到挫折，則是會請父母出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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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媽寶行為覺知是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當遇到生活、校務

（或工作）與人際交友等相關事物時，孩子能覺知父母雖給予情感上的

支持，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空間，使他們缺乏生活、校務（或工作）與

人際關係等面向的實務經驗，也失去鍛鍊自我獨立自主的機會。 

三、媽寶行為覺知所帶來的影響與相關研究 

Padilla-Walker 與 Nelson（2012）研究發現，孩子是能覺知自己的

父母是否為直升機父母，他們描述能感受父母的參與和情感的支持，同

樣地，他們也覺得自己的父母並沒有給予他們足夠的自主權。有研究發

現，父母不同的教養行為是最能預測孩子未來發展（Pan、Gauvain & 

Schwartz, 2013），在學習影響方面，直升機父母全方位參與孩子的成長

過程，反而成為孩子學習的干擾與障礙（Colavecchio-Van Sickler, 2006; 

Lipka, 2005; Taylor, 2006）。Hong et al. （2015）認為若家長過於關心孩

子，容易造成孩子凡事依賴父母，並針對高職生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相關

研究，發現父母督導行為與媽寶行為覺知呈現正相關，與拖延習慣以及

自我調節學習皆呈現負相關。 

在家庭發展過程中，無論中西方的家庭功能大致是相同的，但不可

否認的是父母教養模式、參與孩子的發展過程等與文化有很大的關係

（McElhaney & Allen, 2012），這從許多比較中西方親職教育的研究中可

以得到應證，教養是一種普遍但卻無統一的方式（Shweder & Sullivan,  

1993）。由於社會規範、目標與價值觀的不同，亞洲國家的孩子比歐美國

家的孩子更能接受，其父母參與成長過程延長至大學時期（Dmitrieva,  

Chen, & Greenberger, 2008）。在亞洲國家，例如韓國，因為文化與教育

動態的不同，像是家長高度投入教育、學校文化多是限制家長參與、七

成以上的升學率高和低就業和競爭力高的就業市場等等現況，所以在亞

洲國家可能會有比歐美更多的直升機父母出現（Kwon, Yoo, & B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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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目前國內有關媽寶的學術研究文獻甚少，《親子天下》與兒福聯盟近

年共同公布了一份針對台灣 10 歲到 15 歲兒童及青少年進行的「兒少媽

寶調查」（「大調查：缺乏自信的孩子」，2013），研究結果發現，媽寶表

現的孩子在自信度屬於偏低，而父母正向教養則能夠帶給孩子自信以及

勇氣。自我評價較低的孩子中，只要遇到困難就希望父母能夠出面幫忙

解決的達到四成；生活上經常獲得父母稱讚與安慰的孩子，有 84% 在

未來遇到不會做的事，願意自己試著做，而不常獲得稱讚與安慰的孩子，

只有 68%願意嘗試挑戰難題；另外，調查結果也發現，有三成孩子表示

對自己是沒自信心的，並認為成績不好是代表「自己很笨」。值得關注的

是，孩子對自我肯定愈低，對忍受挫折的能力也相對偏低，此份報告中

還提到，若孩子覺得自己是沒用的，佔學習新東西遇到困難就會立刻想

放棄者的三成，也就是說孩子對自我的肯定會影響學習動機表現；有

10.2%的孩子認為，如果自己睡過頭遲到，是因為父母沒叫他起床，而

「常覺自己沒用」的孩子比率有 17.2%。根據美國《兒童與家庭研究期

刊》研究發現，直升機父母的教養方式，容易導致孩子產生憂鬱情緒，

以及對生活現狀產生不滿，和其他孩子相比，自主性和工作能力表現以

及對生活的滿意度都較低，這是因為父母過度參與孩子的生活，讓孩子

老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當寶貝的後盾」，2014）。因此，父母的教養態

度會影響孩子的自信心，同時也對孩子的成就動機是有影響的。 

參、小結 

綜合本節文獻探討，媽寶的起源是與時代背景有關的，當身為父母之

後，相繼產生許多新的任務，可能因過去原生家庭的教育經驗、現代人的

資訊載滿現象、過度擔心社會問題等等許多種因素，讓現代父母對孩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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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手，而造成孩子欠缺獨立性與負責任的態度。而許多研究都將媽寶行

為覺知導向負面的心理層面影響，像是自信心偏低、受挫忍受力較低、較

容易出現負面情緒與逃避，近日更有研究顯示，直升機父母容易教養出沉

迷於行動上網的孩子。因此，本研究欲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包括在生

活、課業或校務以及人際交友等面向的媽寶行為覺知，試著從不同角度去

瞭解媽寶行為覺知對其他變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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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際關係與互動 

人際關係的定義紛歧，但人際互動和諧卻是社會安定的必要條件，是

個體的基本社會需求，可助個人自我理解，也可達到自我實踐與肯定，更

可用以自我檢定社會心理是否健康。本節將針對人際關係與互動的意義、

人際互動相關理論、影響人際互動的自我因素、和諧的人際互動以及媽寶

行為覺知與人際互動相關研究等面向來進行探討。 

壹、人際關係與互動的意義 

人際關係有許多不同定義，一般人習慣仍以「兩個人之間彼此相互影

響、相互依賴，而且彼此互動會維持一段時間」（陳皎眉，2006）。但也有

人將人際關係廣泛指人與人之間所產生的交互作用歷程，儘管是在路上或

在公共場合裡與陌生人擦身而過，只要雙方之間已經產生影響力，就可視

為一種人際關係（曾啟芝，2015）。互動是一個過程，是由自我互動、人

際互動和社會互動組成的。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專指人們

在心理和行為方面的交往、交流，是屬於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它在結

構上更強調角色互動。換句話說，人際關係與互動不僅僅存在於與熟識者

間，也可能發生於陌生人的人事情境裡，更廣義的人際關係與互動還包括

文化制度模式，也就是一種社會關係。另外，在網路發達與便利的時代裡，

人際互動的方式除了前述屬於現實人際互動之外，還多了一種網路人際互

動，涉及網路人際互動的方式包含了利用網路與通訊軟體與認識人互動、

與陌生人互動、接受陌生人對話請求、網路人際互動指標、投入網路社團

程度等。 

因此，人際關係與互動存在有實際人際關係，也存在於網路人際互動，

但無論如何，人際關係的特性是有階段性的、有深度和廣度上的不同、是

獨特和不斷改變的、是多向度的、是複雜的、是經由溝通來建立和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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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菁華等人，2011）。本研究是以實際人際互動層面來探討技職校院學

生媽寶行為覺知對其產生的影響。 

貳、人際關係與互動的相關理論 

長期以來，無論從心理學或管理學角度，有許多探討人際關係的理

論，而與大學生求學階段較相關的論點，本研究提出以下三個人際關係

經典的理論來探討，就是人際需求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符號互動理論

以及社會互賴理論。 

一、人際需求理論（theory of interpersonal need） 

Schutz 在 1973 年提出「人際關係三向度理論」，也稱為「人際需求

理論」，主張一種關係是否開始建立或維持，全賴雙方在人際需求配合程

度的好壞，進而建立和維持關係。人際關係中的互動行為是透過三種人

際需求加以詮釋，簡述如下（引自鄭佩芬，2014）：  

(一) 情感需求（affection need）：反映出一個人釋放和獲得的情感慾望。

缺乏人際關係者很少對人表示強烈 的情感，並且逃避他人；過度

人際關係者親切地想和每一個人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 

(二) 歸屬需求（inclusive need）：希望在團體中能被接納、認同的慾望，

藉由參與獲得在團體中被認同的感覺，進而產生歸屬感。缺乏社

交的人通常希望獨處， 不需要靠社會互動來獲得滿足；而過度社

交的人經常需要同伴，當他們獨處時會感到緊張焦慮；然而大部

分人是屬於有時候喜歡獨處，有時候需要享受與別人的互動。因

此歸屬的需求強度是因人而異。 

(三) 控制需求（control need）：沒有控制慾望的人，會規避責任，不想

承擔任何事，是放棄者；有強烈控制慾望的人需要隨時駕馭別人，

渴望操縱 任何人、事與物，是獨裁者；而適度控制慾望的人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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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居領導地位，有時候也能安於他人的領導，是民主者，較能

成功扮演社會角色。 

人們常藉由對這三種人際需求的強弱，來進行與他人的互動，進而

呈現出不同的人際行為，以建立與他人的關係。 

二、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社會交換理論是由 Thibaut 和 Kelly 於 1959 年所提出，Thibuat 和

kelly 發展出代價與獲得報酬的情形，認為關係可藉由互動所獲得的報酬

和代價的互換來加以瞭解（徐西森、連廷嘉、陳仙子、劉雅瑩，2002）。

報酬（reward）是接收訊息者所重視的結果，例如好的感覺、經濟收益

和感情需求等，而代價（cost）則指接收訊息者不想蒙受的損失包括時

間、精力和焦慮。人們期待低代價高報酬的互動，因此人們會被自己認

為最能夠提供報酬的人所吸引，並且會在人際互動過程中權衡得失，以

維持人際關係的平衡。 

三、符號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符號互動論的學者強調人們從親密的，初級的團體中學習，學習對

與錯的看法，學習愛與恨的情感，以及學習生活周遭各種事物、符號的

意義。再者，符號互動論者也強調個人與社會的互動的關係，個人主觀

的對於社會反應的詮釋，接受，以及維持這種社會所給予的意義的過程。

符號互動理論又稱為人際交流理論，主要倡議者為 Mead 及 Blumer，指

的是人際交往過程以及其中諸多特性。在符號互動論中強調個體對於他

人的行為，並非根據直覺來反應，而是透過思考跟詮釋，然後才針對對

方行為的意義，產生相對應的行為。而人際行為並不是藉由生物性的直

接接觸，多半是透過語言文字等抽象的符號來進行（引自鄭佩芬，2014）。 

四、社會互賴理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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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on Deutsch在 1973年從目標結構角度提出了合作與競爭的理論，

他認為不同的依賴決定了個體間不同的互動方式：正向的依賴（合作）

導致正面的互動；負向的依賴（競爭）會導致負向的互動；無依賴（個

體努力）則沒有互動產生。於是他界定了三種目標結構（引自陳皎眉，

2006）： 

(一) 個體性（individualistic）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個體指向目標的

動力對他人的目標達成無關； 

(二) 競爭性（competitive）結構：在這種目標結構中，個體指向目標

的努力會阻礙他人的目標達成； 

(三) 合作性（cooperative）結構：在此結構中，個體指向目標的努力

有利於他人的目標達成。 

研究開始之前，他告訴研究小組（合作小組），小組是一個整體，

他們的表現乃會和其他小組比較之後來決定，每個人在小組的地位和獎

勵是完全相同的，但卻告訴競爭小組，每個人依其在小組中的貢獻和表

現，給予不同的獎勵。之後研究發現：合作小組更能積極的合作、行動

分工、注意同伴的表現，小組作品和討論的品質也較高；而相對的競爭

小組表現並未增加學習的投入和興趣。從這些研究結果中，他做了以下

結論（黃政傑、林佩璇，2008）： 

(一) 良好表現和組織生產力，乃源自合作的互動關係。 

(二) 當為了某種外在的目標而採取競爭時，團體的和諧和效率會因此

中斷。 

(三) 合作較競爭能產生更多的人際互動。 

Morton Deutsch 合作與競爭的理論豐富了之後合作學習研究的實務

基礎，後來，他的學生 D.W. Johnson 和 R.T. Johnson 將此理論進行統

整與拓展，形成了社會互賴理論（soci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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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認為，個體行為的目標或手段與他人行為目標與手段間如果存在相關

依賴關係，他們之間就會產生相互作用。當不同個體的目標與手段之間

存在積極的、肯定性關係時，即只有與自己有關的他人採取某種手段實

現目標時，個體的目標和手段才能實現，他們之間是合作關係，比如足

球隊球員的關係。當不同個體的目標手段存在消極或否定性的依賴關係

時，即只有與自己有關的他人不能達到目標或實現手段時，自己的目標

和手段才能實現，他們之間是競爭關係，比如拳擊類的競技體育比賽

（Johnson & Johnson, 1989）。 

參、影響人際互動的自我因素 

是指與個體自身表現或其性格有關的因素，這包含了個體的人格特質、

情緒反應與控制、依附風格與心理地位等等。 

一、 人格特質 

當今心理學之人格理論學派眾多，但無任何有關人格理論能涵蓋所

有層面，近年，在人格特質的研究中，五大人格特質是漸受重視的概念

之一，其模式是一種有信效度的測量工具，且已被大量應用在各領域研

究 （許蕙鈞、朱婉婷、許天維，2013）。因此，本研究擬以五大人格特

質作為說明影響人際互動的自我因素。 

五大人格特質的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是指好奇心、較具

彈性、有豐富的想像力、有藝術家的敏感以及不墨守成規的態度有關；

謹慎性（conscientiousness）為較勤奮、有規律、計畫周詳、守時且較可

靠的人；外向性（extraversion）這個人格特質特性是比較直率、喜歡社

交、生氣勃勃、友善、有自信且合群，也有些特質理論將外向歸因於正

向情感；友善性（agreeableness）的人比較有同情心、值得信任、較合

群、謙虛且正直；神經質（neuroticism）的特質則是表現在比較容易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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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具有敵意、自我意識較高、容易有不安全感、脆弱易受傷。 

若以五大人格特質來看，很明顯的具有友善性人格特質的人，在與

別人互動時會有較多的助人行為表現，這或許是友善性的人比較具有關

懷他人的態度所致；而具外向性人格特質的人，較友善、自信與合群，

這些特質也是有助於在人際互動上與人產生較正向的影響力。 

二、 情緒反應與控制 

個體情緒的處理與知覺也是影響人際互動的重要因素，若是情緒管

理不好的人，在人際關係上也不易維持，常遭受挫敗與其他負面情緒的

困擾，惡性循環的結果容易產生生理和心理的疾病，甚至犯罪（王淑俐，

2001）。相對地，若是情緒管理較好的人，情緒穩定、對自我價值高、對

他人與事物會有合理的想法、抗壓性高、正向思考以及具有自制力等等，

自然比較不會為小事失控，人際關係較不易產生衝突。 

三、 心理地位與依附風格 

(一) 人際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TA） 

人際溝通分析概念，最先是由心理學家柏恩（Eric Berne）所提出，

他認為個體隨著成長，在不同時空、情境下，會經歷「你好－我也好」、

「你好－我不好」、「你不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四種不同的

心理地位（psychological status），而且每個人可能同時四種狀態都有，

只是能量分配大小會有差異（Harris, 2004, 2013）。 

1. 我好－你好（健康地位）：這是心理健康者的心態，也是我們努

力的目標。他能建設性地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接受每個人的

特殊性。個體對己對人都有自信心。 

2. 你好－我不好 （投入地位）：這種人和別人比較時常認為自己

不行，由於這種心理地位的關係，他們常有退縮、沮喪的感覺。

嚴重的情況可能引起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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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不好－我好 （投射地位）：這種人覺得自己被人傷害或虐待。

他把自己的不幸推諉別人。罪犯心態經常屬於這種類型，他們

懷疑別人，嚴重的話可能引起自衛殺人。 

4. 我不好－你不好（徒勞地位）：這種人對生活失去興趣，行為顛

倒，不切實際，嚴重的話會導致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危機。 

(二) 成人依附（adult attachment） 

Bowlby 曾說：「早期的親子關係、父母親的教養態度是孩子未來

認知、心理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引自曾俊凱，2008）美國精神

醫學家 親職教育專家 Sullivan 主張人格的發展必須依附在有人際關

係的社會情境中，人格的特徵需由人際交往過程中發展，並相信人自

出生後就有想獲得「人際安全」的衝動，因而當人際關係的安全受到

威脅就會產生焦慮性緊張，尤其是家庭教育對個體而言，其焦慮或其

他心理疾病的成因，大多是因為與父母或重要他人的關係中缺乏一份

安全感所致（引自陳騏龍，2001）。依附理論的架構是來解釋嬰幼兒期

時親子情感關係的形成，蔡淑鈴、吳麗娟（2003）研究發現子女與父

母的依附關係，對青少年發展與調適是有影響的，顯示依附理論在青

少年期仍具有持續性。 

依附理論最初由 Bowlby 提出，所謂依附是指嬰兒與照顧者之間

所建立的感情連結，也就是嬰兒對特定人物強烈的情感連結，其具有

區別性與特殊性。相互依附的個人不但經常表現互動的行為，而且會

有尋求親近對方的傾向。主要分成三種類型（Ashford & LeCroy, 2009, 

2013）： 

1. 安全型依附： 

此類嬰兒以母親為安全的基地，探索遊戲室，他們意識到母親

的同在，會不時的察看，以確保需要之時母親會在身旁。母親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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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們會哭或抗議；母親回來後，嬰兒會靠近母親取得安慰，和

她們有肢體上的接觸。 

2. 焦慮型依附： 

是典型的黏人寶寶，不喜探索遊戲室內的事物。母親離開之時，

會很生氣，哭了許久。母親回來後，他們雖會尋求肢體上的接觸，

但可能即刻推開，甚至打母親，不易被安撫。 

3. 迴避型依附： 

這類嬰兒不太在乎母親的離開，不以母親為基地，行為舉止視

作母親不在場，眼神不太和母親接觸，也不會試圖吸引母親的注意。

對母親的離開更無動於衷，對她的回來也毫無反應。 

Hazan 與 Shaver （1987）進一步將成人的浪漫愛視為一種依附

過程（an attachment process），就如幼年時與主要 照顧者建立情感連

結一般。並認為幼年的依附風格類型，會發展成為對應的成人的友誼

依附與愛情依附風格類型。不同的依附類型會尋求不同的愛情關係，

安全依附者對情感的親密和相互依賴較感到自在；逃避依附者比較不

喜歡親近和依賴；而焦慮∕矛盾依附者比較黏纏，其在關係中尋求的

親密和再保證，多於一般人所願意提供者。後來的許多研究也說明了

這三種人際依附風格在愛情關係信任、承諾、滿意程度上的差異

（Simpson, 1990），以及在親密、激情、承諾等愛情元素和不同愛情風

格的許多差異（Levy & Davis, 1988 ; Shaver & Hazan, 1988）。 

Bartholomew（1990）以及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是

少數採取訪談方式研究成人在友誼和愛情關係的依附風格，透過訪談

研究進一步將逃避依附分為兩種不同的型態，一種是內心其實期待親

密關係，卻害怕被拒絕或不能信任他人；另一種是內心本來就不喜歡

受親密關係束縛，較傾向獨立自主與自給自足。因此，他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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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nsworth 等人在 1978 年以及 Hazan 與 Shaver 在 1987 年的三種依

附型態延伸為四個類別的人際依附風格，包括安全（secure）、焦慮

（preoccupied）、恐懼（fearful）與拒斥（dismissing），並從自我意像

和他人意像，解釋四種人際依附風格，並發展依附風格量表（引自王

慶福、林幸台、張德榮，1997）。成人依附風格說明如下（毛菁華等人，

2011）： 

1. 安全型：覺得自己和別人都有正向的認知，在關係中感到舒適，

覺得自己有價值，值得被愛、被關心，能和相信別人。在人際

關係中能同時維持關係又保持自己的個人自主性。 

2. 焦慮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沒自信，認為自己沒價值且不值

得被愛，害怕被拋棄。但對別人有正向的知覺，會尋求別人的

支持與接納，依靠親密關係來維持自我，需要被贊同，害怕被

拒絕。 

3. 恐懼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不值得被愛，並害怕被拋棄，也

覺得別人不可信賴，別人可能會拒絕自己，會防衛性的逃避與

他人親近。 

4. 拒斥型：認為自己有價值，不擔心自己被拋棄，但不願相信別

人與依賴別人，會防衛性的逃避與他人親近，保持距離以免受

到傷害。 

整合心理地位和成人依附風格，可以看出兩者意義相通，同時與

人際關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邱德才，2003）。表 2-1 將成人依附

風格模式與 TA 溝通分析學派的「心理地位」作一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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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成人依附風格與心理地位對照表 

成人依附風格 心理地位 

安全型 你好，我也好 

焦慮型 你好，我不好 

拒斥型 你不好，我好 

恐懼型 你不好，我不好 

資料來源：邱德才（2003）。TA 的諮商歷程與技術（頁 58）。臺北市：張

老師。 

綜上所述，在人際互動的相關理論中，無論是人際需求、社會交換、

符號互動與社會互賴理論等理論，人際關係與互動是存在我們生活當中最

基本的需求，我們是群居的動物，人際關係的和諧甚至是人們的快樂泉源。

再者，由人格特質、情緒管理、依附風格與心理地位等，整合出具有「尊

重」與「關懷」的自我行為特徵，才是在人際互動中能夠產生良好影響力

的主要基本元素。 

肆、和諧的人際互動 

人際互動是相當重要的一種社會能力，Greenspan（1981）曾提出所謂

社會能力是有效知覺人際之間的互動與個人的社會角色。美國社會近年來

經歷著嚴重的道德與社會問題，如日增的青少年暴力、不誠實（說謊、欺

騙）、不尊敬師長、自我傷殘、偏執與仇恨罪行的增加等，促使「品格教

育伙伴」（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品格至要聯盟」（character counts 

coalition）、「社群主義網絡」（communitarian network）等全國性的教育組

織於 1990 年代陸續成立，這些教育組織相當關心、投入與研究學生的道

德教育，主張品格教育是克服學生行為問題的最佳希望（引自李奉儒，

2005）。臺灣近年來也頻傳違反社會秩序的新聞，像是北捷隨機殺人事件、

媽寶員警由老媽代請辭等，顯示出強調升學主義而忽視品格教育的社會，

需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共同來培養提升國民的道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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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從關懷生命開始，培養尊重與關懷的能力是今日臺灣國民教育階

段品格道德教育的核心主題（「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指標」，2003）。然

而，尊重與關懷也是影響團隊合作很重要的因素，在大學求學階段的學生

最關心的議題莫若是人際互動與團隊合作，受到人際互動困擾的學生，所

經歷的煩惱有時雖可能與個人的成長經驗與性格有關，卻也擺脫不了溝通

與互動時的態度出了問題，進而產生人際互動的摩擦與誤解。因此，和諧

的人際互動需要尊重、關懷的態度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一、尊重 

「尊重」主要是以德國道德哲學家 Kant （1996）主張「以人為目

的，不要當工具」以來的相關學說，認為道德的行動必須是出自於責任，

今日我們當可以將尊重的概念，由尊重他人推展到自我尊重和尊重自然，

事實上，Kant 的「責任」更是有關青少年的的自律發展，因為這是有關

知道應該做甚麼，以及經由實踐而得到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林雅萍，

2008）。 

2011 年校園霸凌國際研討會， Pepler et al. （2011 ）認為，霸凌雖

然發生在校園，卻反映一個國家的社會現況，他提到「人是群居的動物，

健康的人際關係是參與社會的重要能力。」若在學時無法建立正向人我

關係，將成為未來參與社會的障礙（陳慧婷，2011）。會議中，對於如何

培養人際能力，多倫多約克大學心理系教授派普勒強調，「學校裡，每個

人都能尊重他人，孩子才能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強調尊重的價值，遙

遙呼應了「歐盟公民關鍵能力」的精神（陳慧婷，2011）。 

由 McClelland 的成就動機理論可以得知，人的需求裡，有親和需求

（need for affiliation），是維持社會和諧性的因素，而要維持人際和諧最

重要的是態度，只有先尊重他人，我們才能被人尊重，因此，還在求學

階段的學生們，在人與人互動溝通時，尊重與被尊重是必要的，因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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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是一種基本的禮貌，失去了尊重，也等同於失去了友誼。舉例，若我

們未經同學許可，直接把筆記搶過來看，這便是一種不尊重的行為，即

使再好的朋友，也要尊重他人隱私，不可隨意翻動他人的物品或東西，

否則，可能會導致人際關係惡劣。臺灣的學校教育也倡導「尊重」主題，

以培養正向人際關係的公民能力，自 2004 年起，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

總體營造計劃」，以友善校園為核心，公民與人權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及學生輔導體制為執行項目，培養學生尊重人權、多元平等、

關懷生命，與追求和諧的態度與價值觀。這些輔導體制的基本目的，就

是要教學生懂得如何與他人一起生活（尊重），更進一步，可以去關懷別

人。 

二、關懷 

關懷倫理（an ethic of care）首先是由 Gilligan 在 1982 年所提出，至

於女性主義立場的教育哲學家 Noddings，則是在 1984 年提出女性進路

的關懷倫理學，以及其在道德教育上的實踐主張，她想要從人際間的相

遇、接納、承諾、回應等互動之中，建構一個微觀的、具體處境的、重

視人際關係、情意交流取向的倫理學（引自方志華，2001） ，然而，它

並非只適用於女性，亦可適用於男性。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為「關係」

的倫理學，關懷關係始於「關懷者」， 終於「受關懷者」，兩者之間具「相

互性」（李珮瑜，2014），方志華（2009）研究結論中提到，就 Noddings

而言，關懷情感包含「接受」、「回應」及「關係」，彼此互動。Noddings

在 1992 年提及，在人際關懷的內在圈，人們希望被愛、被關懷；稍外之

面向，他（她）們想被認識、被尊重；在大的非人格圈，希望能安全行

動，加強愛的圈子 （引自方志華，2010）。Noddings（2002）提出真實

（real）且誠懇（honesty）的對話模式是必要的，在對話時的雙方才有

機會可以盡情的說出自己的意見、想法以及傾聽對方，並真心尊重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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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彼此的歧異與給對方回應。Noddings 並提出六項關懷的層面，分別為

1.關懷自己；2.關懷親密與周遭熟識的人；3.關懷陌生與遠方的人；4.關

懷動植物與自然環境；5.關懷人為環境；6.關懷理念等六項為核心主題

（「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指標」，2003）。 

三、團隊合作 

我國學者周育如（2013）提到，從許多研究可以發現，對孩子來說，

「沒有朋友」是件頗嚴重的事情，與有好朋友的同儕相較起來，在學校

交不到朋友的孩子不僅學習意願較低落，學業成績較差，受到同學排斥

和拒絕的經驗，也和未來少年犯罪、暴力行為以及憂鬱等問題有密切的

關聯。因此，過於自我中心的性格是不利於孩子發展從「我」走到「我

們」的，然而過於自我中心的性格卻往往又是寶媽行為表現的特徵之一。 

從前述文獻可以看出，團隊合作的表現是從團隊成員彼此能相互「尊

重」與「關懷」。羅蘭芬（2009）對高職學生團隊合作能力的調查研究中，

也認為「尊重」的態度是影響團隊合作的重要因素，戴麗君（2014）認

為，大學生在職場中想獲得成功，必須要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而尊

重團隊中的每個人，才能保持團隊的凝聚力與提升合作的能力。因此，

本研究認為和諧的人際互動需要培養尊重與關懷的態度，這也恰巧是良

好團隊合作的必備元素。 

伍、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互動相關之研究 

美國的發展心理學家 Baumrind（Diana Baumrind, 1927~）以家庭教養

模式（parenting styles）的研究著名，後來學者 Teachman, Schwartz, Gordic 

與 Colye 等又跟進研究，將父母教養方式分類為四種，分別為獨裁

（authoritarian）、權威（authoritative）、溺愛（permissive）和忽視（uninvolved），

這四種教養方式在關懷（warmth）與控制（control）的程度不同，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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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女的影響也不盡相同（余琦琦，2011）。其中忽視型與溺愛型的教養

類型，對子女人際互動的影響甚大，忽視型教養與前述依附人格有關，容

易造成與人疏離，貶抑自我價值等負面人格發展，而溺愛型教養又分為放

任型與過度保護型，受到放任型的子女人格特質，由於從小就很少受到父

母規範，養成不尊重人、不注意禮節，以及缺乏目標與成就動機；過度保

護型的子女則是凡事以自我為中心，甚少考慮他人立場，可能會有「本來

就應該要幫我」的態度，讓人感覺是不負責的態度（楊琳，2008）。因此，

以上教養類型又以溺愛型教養與本研究所謂媽寶行為相似，同樣在人際互

動上表現出無法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態度，並且常以自我為中心。在父母教

養風格與子女人際互動的相關研究上，許多研究都發現，父母教養方式對

孩子在同儕關係上都具有預測力（蘇玲媛，2007；吳瑞昌，2008），父母

管教方式採開明權威者，子女的人際關係、情緒覺察能力、自我概念較佳

（洪秀梅、劉明盛，2007）。 

陸、小結 

綜合本節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人際關係與互動不僅僅存在於與熟

識者間，也可能發生於陌生人的人事情境裡，更廣義的人際關係與互動還

包括文化制度模式，也就是一種社會關係。和諧的人際互動最重要的因素

是「尊重」與「關懷」，個體以關懷與尊重他人的態度，表現出自然且得

宜的行為，對方也能感受到被尊重與被關懷的氛圍，如此以來，無論是對

熟識或陌生的人，雙方之間產生的影響力必將會是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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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情緒管理 

情緒管理並非是要我們去壓抑負面情緒，因為不管是悲傷、憤怒，或

是容易衝動，這些情緒反應本身並沒有所謂的對錯，就像是有人喜歡戶外

活動，有人偏好安靜閱讀，個體原本就有不同的情緒特質，而情緒管理的

重點是在於是否了解自己，並且當外在事件影響情緒時，能夠找到適合的

排解方式，才不至於讓負面情緒突然之間爆發，為自己或他人帶來困擾。

一般來說，情緒管理是個體能夠了解自身情緒、處理情緒，然後能以正向

心理來面對。本節將針對情緒管理的意義、情緒管理相關理論、影響情緒

管理的自我因素以及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相關研究等來進行探討。 

壹、情緒管理的意義 

情緒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一詞源於情緒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發展，Salovey 與 Mayer 在 1990 年將「情緒」與「智慧」

結合，融合了 Thorndike （Edward Lee Thorndike, 1874~1949）的「社會智

慧」與 Gardner （Howard Earl Gardner, 1943~）的「人際智慧」和「內省

智慧」的概念，提出「情緒智力」內涵及理論（引自陳李綢，2008）。情

緒智力也就是識別和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緒狀態，並利用這些信息來解決

問題和調節行為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情緒智力是與理解、控制和利用

與情緒相關的能力。情緒智力的內涵即為個人情緒管理的能力，情緒管理

簡單的說就是指消極的避免「情緒失控」，積極的增強「情感能力」（陳李

綢，2008）。W. Dryden 與 J. Gordon （1997╱1991）認為情緒管理（emotion 

management）是指能辨別不切實際的想法和要求，找出心思紛擾的根源，

進而抗拒與駁斥它們，並以積極的感受和行為取代之。Killian（2012）以

自我察覺和情緒識別能力來管理自己的情感狀態，以提高幸福以及個體與

他人關係的方式。因此，本研究視「情緒管理」為個體可以掌握自我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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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情緒的能力，並能以樂觀進取的態度與心境面對困境或挫折，也就是說

個體在面對自己產生負面情緒時，能對自我情感的控制，並以理性與樂觀

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貳、情緒管理相關理論 

一、Mayer 與 Salovey 重新修正情緒智力 

Mayer 與 Salovey 在 1997 年確定情緒智慧的概念性架構，對早期情

緒智慧理論提出修正，認為早期太著重於情緒的覺察和調節，較缺乏對

感覺的思考，因而對情緒智力提出新的定義：認為情緒智慧是覺察情緒

的能力，能衍生和產生情緒引發思考，了解情緒與運用情緒知識，審慎

的調整情緒，以提升情緒及智慧的成長（引自陳李綢，2008）。這四項能

力的排列從底層較基本的情緒反應能力，發展到上層較進階的心智統整

能力，每一層能力再各由左到右排列成四個順序，代表每一層情緒管理

能力不同發展發展階段，可以應用在自己和他人的情緒上。最底層著重

在覺察和表達情緒的能力，最高層著重在反省性調整情緒。較早發展的

能力位於最左邊，而較晚發展的能力位於右邊，從最底層至最高層其內

涵，說明如下 （引自陳佳雯，2012）。 

(一) 正確覺察、評估和表達情緒的能力（perception, appraisal,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 

最底層能力在於個體能正確地辨識自己和別人的情緒，瞭解情緒

的特性，進而辨識更複雜的情緒狀態。個體能將自己的情感類化到他

人身上，接著能評估情緒，能正確的表達情緒，及表達與情緒相關的

需求，也能覺察錯誤的表達，或評估是否為刻意偽裝或隱瞞。 

(二) 產生有助於思考的能力（emotional facilitation of thinking） 

第二層是引導個體注意重要的人、事、物，而有思考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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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產生有助於思考的能力，培養個體有判斷是非的能力，能以多元

觀點面對事件，選擇較有利於自己的情境，並善用能因應問題的思考

模式以求順利解決問題。 

(三) 瞭解情緒和運用情緒知識的能力（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emotions; employing emotional knowledge） 

個體認識自身情緒後，開始運用情緒知識來瞭解情緒之間的關聯，

能解釋各種複雜情緒，也能理解前後因果關係，因而能預測轉換的情

緒。所以一種情緒感受可能同時存在多種意義，且同時存有複雜的相

互矛盾性，更是彼此息息相關。 

(四) 反省性調節情緒，促進情緒智力成長的能力（reflective regulation 

of emotions to promote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growth） 

個體表現出最上層的情緒智力時，能同時面對愉快與不愉快的情

緒，經由學習情緒調整的策略與模式，能監控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反應，

才能知道如何在處理情緒後適當的表達出來，這種情緒反應通常是反

省後的表現，個體為了管理好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反應，常會以正面情

緒替代負面情緒。 

 由此可知，以上四項情緒反應能力能幫助個體處理好自己與他人的

情緒問題，個體若能更瞭解情緒的特性，就能減少負面表達情緒的次數，

面對問題時若能試著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事情，會使事件更容易順利解

決，也就能避免負面情緒的產生，情緒的產生通常有其原因，但如何適

當處理情緒才是人們應該努力學習的部分。 

二、Goleman 的情緒智慧理論 

Goleman（1997）認為情緒智慧是一種能自我控制、堅持到底，且

能自我激勵的能力，主要包含五項層面的能力：覺察自我情緒、管理情

緒、激勵自我、同理他人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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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覺察自我情緒 

能隨時覺察自己的感受，有助於洞察自我的心理及增進自我了解，

能掌握自己感覺的人較能主宰自己的生活，面對各方面的抉擇時也較

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二) 管理情緒 

基於覺察自我的能力而能適當處理情緒，例如：自我安慰及擺脫

焦慮、憂鬱和不安的能力。能做好情緒管理的人，較容易從挫敗中重

新振作，不受不當情緒的操控，而缺乏這種能力的人，則易陷入低潮，

無從抒解壓力或怒氣。 

(三) 激勵自我 

面對目標時能集中注意力、激勵自己與發揮創造力。從事任何活

動時，若能控制自我的情緒，達到抑制衝動及延宕滿足，較能有高效

率的優異表現。 

(四) 同理他人 

具有同理心的人較能從細微的訊息中察覺他人的感受和需要，使

自己在人際相處及與他人溝通上佔有優勢。 

(五) 處理人際關係 

處理人際關係即是處理他人的情緒。一個人際關係和諧的人，能

與他人的關係融洽，具有良好的人緣，在人際互動上常居於領導地位，

處事也順利。 

總體來說，以上提及的五項層面中，前三項能力是管理好自身情緒，

調適及運用自我的內在情緒，以解決問題。後二項能力則是要管理好自

己與他人的情緒，目的在於經營良好的人際關係。而擁有良好情緒管理

的能力就是能管理好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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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情緒管理的自我因素 

Lzard（2001）研究發現情緒察覺能力較好的學生會有良好的社會互動，

而情緒覺察不利的學生較容易有行為問題及學習困擾。符合 Salovery 與

Mayer 的理論，認為情緒智力的基礎乃是正確的覺察與評估情緒。因此情

緒覺察能力較高的學生，會有良好的社會互動，人際關係也較好。因此，

上一節文獻探討人際關係與互動，與本節情緒管理是彼此正向影響的，也

就是說情緒管理能力高，人際互動也較好。因此，綜合焦曉霞（2015）與

郝雅静（2015）認為影響大學生情緒管理的自我因素，大致可分為四項，

包括學習歷程影響、人際關係影響、生活與家庭因素影響、理想與現實生

活及自我概念的影響等。 

一、學習歷程影響 

大學期間的專業學習對學生情緒的影響很大，如果學習的專業是自

己喜歡的，學生較能調整學習的積極性，學習起來就感覺很愉快、沒有

壓力感，學習視野也會不斷擴充，心情自然就會放鬆，狀態就表現良好；

如果所學專業不是自己喜歡的，而是按照家長的期望，學習起來就較被

動，沒有積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整個的學習過程中會漸漸產生厭

倦情緒，同時也會影響到個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尋找其他具有刺激性的

生活方式以求解脫學習帶來的厭煩情緒。 

二、人際關係影響 

大學求學時期，人際關係一向是大學生學習與必經的一段過程，學

習如何團隊合作與彼此相互尊重與關懷，都會影響個體在團體中人際關

係地位，甚至是與異性的交往。有許多研究都發現，若是學生在校期間

人際關係不和諧，與情緒管理都有很密切的相關性，並且很有可能為了

能解脫壓力，以過度花費方式，像是購置名牌或是大肆請客等，造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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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經濟壓力負擔，或是吸食毒品、沉迷賭博，甚至在沉迷於網路虛擬的

人際互動關係等，如此以來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造成情緒激進與人際關

係不和諧。 

三、家庭生活因素影響 

家庭是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生活場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家庭環境是孩子最早接觸的生活環境，在什麼樣的家庭環境下生活，培

養出來的孩子性格是不一樣的，甚至會有很大的差別。如果在家裡，父

母對孩子的教育管理過於嚴厲甚至粗暴，孩子就易形成自卑、內向的性

格特點，經常表現出憂鬱的神情；如果父母對孩子的生活和學習過於保

護、過於干涉、拒絕甚至否認孩子的行為，孩子就易形成孤僻的性格特

點，表現出對人對事不信任、消極、鬆散懈怠的態度；如果父母過於嬌

慣孩子，對孩子放任自流，孩子就會形成跋扈、自私、唯我獨尊的生活

態度，稍有不順就會大發雷霆、不顧及場合，較以自我為中心。子女能

知覺父母的管教方式或是家庭問題造成的情緒困擾，若生活在一個和諧、

相互尊重、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家庭之子女，其性格一般較活潑、開朗，

給人非常陽光的感覺；生活在一個四分五裂、整天家裡烏煙瘴氣的環境

下的孩子，性格就比較孤僻、自卑、往往帶有暴力傾向。這些家庭教育

方式對孩子的後期的性格養成都有很重要的影響，當然這些也會影響到

個人情緒的表達。 

四、理想與現實生活及自我概念的影響 

不同地域、不同種族和不同的生活習俗影響著個人的情緒，一般大

專學生的生源地域較廣，來自於臺灣各區域，雖然臺灣地緣狹小，但仍

有些城鄉、地區與貧富的差距，由於生活上的差距，常會產生自卑的情

緒，像是感覺自己技藝不如人、生活品質不如人、知識面不如人等。這

方面的認知會嚴重影響大專學生的人際交往與性格。當面對現實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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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這時如果不能正確認知自我，把自己位置擺正，

而一直生活在類似種種如此矛盾衝擊的心理下，大學生容易形成抑鬱的

情緒，所以，對大學現實生活的滿意度與自我概念會影響學生的情緒。 

肆、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相關之研究 

現代家長過於忙碌，與子女共同相處的時間也漸少，在彌補心態的作

祟之下，寶媽不先體察與幫助子女在情緒上的認識與輔導，反而常以過度

關懷或是物質滿足的方式，縱容子女不當的情緒表現，因此，現代媽寶常

讓人覺得多是以自我為中心。也就是說，是父母的縱容，使得子女情緒管

理能力低落，像是得了「公主病」、「王子病」。親子或家庭互動對心理控

制具有影響（吳宜蓁，2015），先前文獻探討中提到父母教養方式分類為

四種，分別為獨裁（authoritarian）、權威（authoritative）、縱容（permissive）

和忽略（uninvolved） （余琦琦，2011），而父母管教方式與情緒智力有

相關，權威民主型式的父母教養態度，可提升孩子的情緒智力發展（蔡玉

瑟、張妤婷、謝孟岑，2006） 。但若父母心理控制強烈，會使子女感覺

缺乏主控權，並難以自我分化（吳宜蓁，2015），不利於情緒管理的發展。

因此，父母對子女過分溺愛，會對子女各方面的自我成長造成阻礙，許多

實際生活案例也發現，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卻仍在父母的呵護之下，例如，

在外工作或求學犯錯時需父母代為「補過」，父母溺愛的結果，使其子女

情緒管理能力低落、不懂該如何與別人溝通，以及對自我形象感受是極端

的，最後變成是難以適應社會環境。 

伍、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情緒本身沒有對錯，情緒是一種對現況的反應與體認，

而情緒管理是經由認識情緒、處理情緒，進而轉化情緒，無論情緒反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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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都能以正面的態度將情緒轉化為解決問題的力量。父母不該縱容或嚴

格控制子女的情緒表現，應該幫助子女認識情緒，瞭解自己感受，以及如

何抒發情緒與轉化負面思緒，才能給予子女未來適應社會的能力。 

第四節 成就動機 

劉靖國（2005）指出動機是一種假設性的建構，用來說明或解釋個體

行為發生的可能的原因，由於是內蘊的心理歷程，無法直接觀察到它的存

在，但我們卻知道，做任何事情想要成功，強烈而持續的動機，是相當必

要的。「成就動機」係指個人重視自己內在價值目標的展現，其動機的有

無或強弱，會影響個人在面對工作或壓力時，所抱持的態度，特別是面對

事物的學習或者是完成某一件個人的理想目標上，成就動機更是影響成敗

的關鍵所在。本節將針對成就動機的定義、成就動機的相關理論及研究進

行探討。 

壹、成就動機的定義 

動機（motivation） 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活動，並讓該一活動朝

向某一目標前進的內在歷程。動機是行動的原因，是維持個體進行某種行

為活動能進行下去的動力，無論行為持續了多久，都需要倚靠內在動機的

力量 （張春興，2000）。成就動機 （achievement motivation） 的概念發

展最早源自於1938年時，由Murray （Henry Murray, 1893~1988）所提出之

人類的二十種基本需求中的「成就需求理論（basic human needs）」，Murray

認為成就需求是一種個人內在的需求，個人盡自己的權力希望能表現完美，

也希望能克服困難達到高標準的水準 （引自廖相如，2003）。成就動機

是指個人認為值得去付出、去追求的工作或事情，就會不計成敗得失，努

力追求以求達到目標的一種內在動力 （呂重毅，2009）。成就動機是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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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個人成就及努力程度的動力與傾向，是趨使人追求成就的一種力量，成

就動機的強弱會直接影響個人的學習與行為表現 （呂怡蒨，2010）。成

就動機是一種內在強烈的驅動力量，這樣的力量會驅使個體努力完成目標，

以避免失敗，這股驅動力量能使個體不畏懼他人的比較，也不會擔心成功

所引起的負面影響，並從努力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感 （羅美齡，2012） 。

以上論述的成就動機，主要都是以個我在主觀上去追求自以為較有價值的

目標。 

另外對成就動機的說法是，早期在20~60年代時，學者們對於「成就

動機」的概念有許多紛爭，有的認為成就動機受東西方父母教養態度的影

響，有的認為成就動機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與經濟情況有關（Markus & 

Kitayama, 1991）。因此，有鑑於經濟型態與社會結構的特徵各有區域上的

差異，我國學者余安邦與楊國樞（1989）將成就動機的概念模型分為兩類：

一為「社會取向的成就動機（soci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二為「個我取向的成就動機 （individu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並分別從動機性質、成就目標、成就行為與行為後果的評價等四個面向來

闡述成就動機的內涵與特徵，茲說明如下（余安邦、楊國樞，1989）： 

一、社會取向的成就動機 

(一) 動機性質：成就的價值觀念內化較弱，動機的社會工具性較強。 

(二) 成就目標：主要是由他人或團體決定優秀或良好的標準；成就目

標的誘因強度，主要由他人或所屬團體對該目標之好惡或評價而

定。 

(三) 成就行為：達成目標所從事的行為主要由他人或所屬團體決定；

追求成就過程中，依賴他人或所屬團體的協助；成就行為的維持

與延續需要他人或所屬團體的監督；成就行為的檢討與校正，常

需徵詢人或所屬團體的意見；成就行為的變通性與機動性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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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就後果的評價：他人所屬團體為成就表現的主要評價者；評價

標準為他人或所屬團體所訂，個人較難清楚知曉；強調行為結果

是否符合他人或所屬團體的目標或標準；成就表現之好壞所獲得

的正負增強，係由他人或所屬團體決定。 

二、個我取向的成就動機 

(一) 動機性質：成就的價值觀念內化較強，動機的功能自主性較強。 

(二) 成就目標：主要是個人自己設定優秀或良好的標準；成就目標的

誘因強度，主要視個人自己對該目標之好惡或評價而定。 

(三) 成就行為：達成目標所從事的行為主要由個人自己決定；追求成

就過程中，依賴個人自己的努力；成就行為的維持與延續無需他

人的監督；成就行為的檢討與校正，主要依賴自己的判斷；成就

行為的變通性與機動性較強。 

(四) 成就後果的評價：個人自己為成就表現的主要評價者；評價標準

為自己所訂，個人較清楚知曉；強調行為結果是否符合個人自己

的目標或標準；成就表現之好壞所獲得的正負增強，係由個人感

受。 

以上成就動機的概念的發展，是以當代社會背景為主要的參照條件，

認為成就動機有外在他人或團體以及個人自己設定的差異。然而，經過

時代的變遷，外在環境（家族或是以農為主的社會經濟）對成就動機的

影響漸漸式微，核心家庭與個人主義風潮逐漸抬頭，使得個我取向的成

就動機漸成為主流，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技職院校學生的成就動機

面向主要是考量個我取向的成就動機。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成就動機

是一種決定個人成就水準及努力的程度的動力與傾向，趨使人追求成就

的一種力量，其強弱直接影響個人的學習與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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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成就動機的相關理論 

關於成就動機的相關理論，各家學者運用相關理論的釋義提出各種不

同的看法，產生了不同的理論。以下介紹 McClelland 成就動機理論、

Atkinson 成就動機理論、Horner 害怕成功理論，以及 Helmreich 與 Spence

成就動機理論，各家的理論分述如下： 

一、McClelland 成就動機理論 

McClelland 認為個人會從以往的成就情境中影響內在的情緒，個人

若曾經獲得成功，則個人會更加積極的去獲取成就；反之，若個人在以

往的成就情境中，遭遇過失敗，則會產生恐懼感，以及避免失敗的動機。

McClelland把人的高層次需求分為對成就、權力和親和的需求，他於1953

年提出成就動機理論。故McClelland的成就動機理論，又稱「三需求理

論（three needs theory）」，McClelland認為人在不同程度上由這三種需

求來影響其行為 （引自張家豪，2011）： 

（一）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 

成就需求是一種希望做到最好、想要爭取成功的需求。McClelland

認為具有高成就需求的人，渴望將事情做到完美，便會提高工作效率

以獲得更大的成功。他們並非為了成功後帶來的物質獎勵，而是追求

在爭取成功過程中，努力解決困難、賣力奮鬥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樂趣，

以及成功後所獲得的成就感。 

 （二）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 ： 

權力需求是一種想要影響或控制他人的驅動力，權力需求高的人，

樂於影響和控制別人，較注重爭取地位與影響力，權力需求高的人較

健談、直率且頭腦冷靜，這類型的人善於提出要求與問題，喜歡具有

競爭性的場合，權力需求是成功管理的基本要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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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 

親和需求是一種想要建立友好親密人際關係的需求。高度親和需

求者會尋求被他人喜愛和接納，較為他人著想，這類型的人喜歡與他

人往來互動。他們喜歡在合作氣氛下的環境工作，而非競爭的環境。

高度親和需求者對於環境中的人際關係較為敏感，特別在意親密關係

的維持，且會盡量避免人際衝突，這類型的人能維持社會的和諧性。  

McClelland在1953年歸納出高成就動機者具有四個特性（引自廖相

如，2003）： 

1. 敢於從事適度的冒險：高成就動機者喜歡在自己負責的領域中

尋求解決方法，他們會評估難度與風險、設定中等難度再嘗試

採取行動，若他們評估後發現難度過高或是任務過於簡單，也

會拒絕接受任務。他們審慎評估後接受任務，則會樂於承擔工

作。 

2. 期望得到回饋以期能瞭解自己表現的成果：高成就動機者對於

自己有較高的抱負和期望，他們會檢視自己的行為表現及目標

的實現情形，來調整對自己的成就水準，用以決定是否持續下

去，他們善於利用回饋的具體資料，將自己的成敗做適當的歸

因，也能從成敗經驗中得到反省與教訓。 

3. 重視內在滿足與自我回饋：當高成就動機者能完美的達成某件

事，他們會特別著重在行為後的的回饋，並與原先的行為做比

較，當他們的行為高於原本的期望時，個人能獲得的內在的成

就滿足，並能擁有自我的回饋。 

4. 追求實際的目標與期望：高成就動機者喜歡與對其事業或工作

有幫助的人交往，他們也會擬定較實際的人生目標與符合現實

的職業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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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tkinson 成就動機理論 

Atkinson在1983年提出成就動機的要件，認為個人的成就行為由兩

種衝突交互而成，分別是想要成功的動機趨向 （motive to success），

及避免失敗的傾向（motive to avoid failure），個人的成就行為，即是追

求成功和避免失敗這兩種動機相互制衡消長的影響，且成就動機了包含

三個要件：一為個人為了達成目標的動機；二是個人對成功的期望；三

是誘因對個人的吸引力（引自李雅婷，2013）。 

而影響個人成就動機的強弱也取決於追求成功和避免失敗這兩種動

機，當追求成功的動機超過避免失敗的動機，個人會顯現出積極努力、

奮發向上的特質，這類人稱為「成就導向者 （achievement-oriented）」；

反之，個人避免失敗的動機超過追求成功的動機時，個人會顯現出消極

退縮、萎靡不振的特質，這類人稱為「失敗導向者 （failure-oriented）」，

成就導向者傾向於從事中等或稍難的工作；而失敗導向者則會選擇非常

簡單或是極困難的工作（吳知賢，1990）。 

三、Horner 害怕成功理論 

Atkinson和之前的成就動機理論多適用於解釋男性的成就行為，無

法說明女性的成就差異，Horner在1968年提出了「害怕成功理論」（fear 

of success），又稱為「逃避成功的動機」（motives to avoid）。Horner

認為女性成就動機遠比男性複雜許多，在成就動機的理論中，成就動機

包含「追求成功」和「避免失敗」，然而，女性害怕追求成功，她們既

害怕不能達成自己設定的目標，也害怕成功不符合性別上的角色期望-

成功將導致喪失女性魅力（loss of femininity）及不被社會接納（social 

rejection）的後果（Nicholl, 1984），於是女性變壓抑她們的成就動機，

避免自己在事業上有成功的機會。 

在 1970 年 Horner 的研究中，女性受訪者過程中發現，比例高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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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五的女性，反映出有害怕成功的現象，另一方面，男性受訪者中只有

不到一成有害怕成功的現象。由此數據可以發現，並非每位女性都有害

怕成功的心理，一個人是否會有成功恐懼，也受到個人與環境因素的影

響（陳旻、溫金豐，2004）。 

四、Helmreich 與 Spence 成就動機理論 

Helmreich 與 Spence （1978） 綜合了各家成就動機係的相關研究，

與性別角色人格特質的探討，提出了兩性的成就動機是由精熟 

（mastery）、工作取向（work orientation）、競爭（competitiveness）與

個人不在意（personal unconcern） 這四者組成，以下列點說明這四項的

含義： 

(一) 精熟（mastery）：精熟是指個人偏好具有挑戰性、需考驗智慧及

需要思考性的工作，這類型的人在團體中主要擔任領導的角色，

一旦開始工作便會間堅持到底。 

(二) 工作取向（work orientation）：工作取向是指個人樂於工作，且

能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也會追求自我的內在充實。 

(三) 競爭（competitiveness）：競爭是指個人具有一種想要贏過別人的

慾望驅使前進。 

(四) 個人不在意（personal unconcern）：個人不會在意，自己成功後

可能引起別人的排斥或忌妒。 

Helmreich 與 Spence（1978）跳脫了以往用生理性別來探討問題的

模式，而改以使用人格特質上的性別傾向作為分析的依據。Helmreich 與

Spence認為人格特質較為剛毅、堅強，偏向陽剛類型的人，具有較強烈

的工作傾向，這類型的人會反映出高度的精熟和競爭；而人格特質較為

平和、柔弱偏向陰柔的人，因較重視情感上的表達與人際間的互動，呈

現出較和善的個性不喜競爭的情形。他們發現無論男性或女性，凡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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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人格特質上屬於同類者，則其成就動機結構較為相近。亦即女性

若屬於陽剛者，與男性一樣有高度的競爭性；反之，較陰柔的男性也會

十分介意他人的看法，而有害怕成功的傾向。故Helmreich 與 Spence 指

出「性別角色人格特質」與成就動機的關係遠大於「生理性別」與成就

動機的關係 （張嘉恩，2009） 。 

綜合以上與成就動機相關的論述，本研究歸納「成就動機」有三點特

徵：一是成就動機是人類高層次的心理需求；二是成就動機是個體選擇想

要成功或避免失敗的關鍵因素；三是成就動機強弱是與個體性格有關。 

參、與成就動機相關的研究 

不同學派以不同角度及觀點看待成就動機的表現方式，但研究對象若

是學生，成就動機表現就多以學習表現為主，通常一般都認為高成就動機

者在學習或工作表現上比成就動機低者良好。McClelland與Friedman在

1952年研究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的關係，研究發現父母親教養方式與親子

關係，是影響子女成就動機表現的重要因素，如果親子關係親密，可以造

成子女對父母的認同感（引自余安邦、楊國樞，1987），而父母的教養方

式若採民主式，訓練孩子獨立判斷與學習做決定，日後成就動機也較強烈

（徐光國，1997）。父母對子女的自律規範與子女成就動機呈現正相關，

也就是說，父母對其子女的自律規範愈嚴格，子女的成就動機就愈強。但

也有學者認為，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之間並不相干（引自余安邦，1991）。 

此外，和諧的家庭氛圍與子女獨立性發展有關，民主式的引導可以使

子女發展較好的獨立性，使其對追求成功的企圖心較強；而過度專制的管

束與限制，會使子女獨立性發展較差，未來成人後，往往缺乏創造性和競

爭力。因此，從小就應培養子女的成就感，這是未來成年後自我實現高峰

體驗的基礎。莊婉妮（2005）以國中資優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父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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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方式與子女成就動機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父母親積極主動、開朗民

主的教養方式，與子女成就動機有顯著正相關。蘇建文（1976）針對國中

生在成就表現上分為高低兩組，比較兩組學生心目中其父母教養態度之分

析，發現低成就表現的學生心目中，其父母較易表現拒絕與忽視的態度，

較多是以精神懲罰方式。 

余安邦（1991）以McClelland成就動機概念為基礎，探討影響成就動

機的家庭社會化因素之探討，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對子女有較強的獨立訓

練，將有助於子女成就動機的發展。再者，有研究也發現，若是青少年知

覺父母親是採用民主型管教方式，就比較能運用有效的學習策略，且較為

主動、不會逃避工作，在學業上也表現較好（Aunola, Stattin,& Nurmi, 2000）。

另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成就動機，自尊愈低者，成就動機愈低，Martinez

與Garcia（2007）研究巴西中學生自尊與家長教養態度發現，權威式的教

養方式最不利於子女自尊的發展。 

肆、小結 

總而言之，本節從以上論述與相關研究結果等歸納出三個結論：1. 成

就動機是以個體自我設定標準為主；2. 父母教養態度與成就動機之間有明

顯關係; 3. 個體成就動機的發展與父母對子女之獨立訓練有正向關係，但

還未非常明確。因此，本研究以McClelland成就動機做為「媽寶行為覺知」

主要理論基礎，貫穿McClelland在1952年宣稱，獨立訓練對成就發展有正

面影響的論點，探討現代媽寶現象對成就動機之影響。 

第五節 網路沉迷 

網路是近代人類生活上重要的發明，網路的便利性與普遍性讓個體對

於資訊的獲得更加渴望，網路的使用不僅僅是提供所需資訊，還能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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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購物、娛樂等等，人類的生活幾乎是已經離不開網路，然而，網路

使用的時間過久，則會產生許多個體發展或是在實際生活上適應不良的問

題，像是前面提到的人際互動、情緒管理以及成就動機等，本節將從網路

使用過久可能成為網路沉迷高危險群的面向，對網路沉迷的意義、網路沉

迷的類型、影響網路沉迷的因素以及相關研究等來進行探討。 

壹、網路沉迷的意義 

第一位提出網路沉迷的學者為 Young（1996），他認為網路沉迷是一種

病態網路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PIU），英國學者 Griffiths（1998, 

2000） 則提出網路沉迷如同電視沉迷，是因為人機互動的歷程所產生的

科技性沉迷。Shapirs 在 2003 年的文章中談到「有問題的網路使用」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認為有問題的網路使用是一種衝動控制疾患，

明顯地無法控制網路使用行為及時間，導致心理、社交、職業或是其他重

要功能的異常；Beard 在 2005 年提到，因過度使用網路，導致心理、社交、

職業各方面等產生對生活適應的困難，就是網路沉迷；到了 2007 年，學

者 Yellowless 與 Marks 綜合許多其他研究指出，網路沉迷的人是過度且

強迫性的網路使用行為，有網路時間管理的問題，上網遭到打擾或中斷會

感到憤怒，因網路而減少與真實世界的接觸（引自教育部，2010），最近

的學者 Block（2008）則將網路沉迷定義為當連線或離線時，相關網路使

用行為之強迫衝動疾患。因此，與網路沉迷相關的語詞包括有病態網路使

用、有問題的網路使用、過度且強迫性的網路使用行為、病理上多使用網

路成癮等等。 

綜合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網路沉迷行為，都認同出現網路沉迷症狀者至

少有三項情形：過度的網路使用時間、無法控制的上網行為、上網行為嚴

重影響日常生活功能。以下就以媒體系統依賴理論、網路使用時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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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口分布來說明本研究網路沉迷的定義，茲說明如下： 

一、媒體系統依賴理論 

DeFleur 與 Ball-Rokeach 於 1976 年提出媒體系統依賴理論（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認為當人們有瞭解自己和社會環境的動機時，

將開始運用媒體來確定行動和與他人交往的方針，而在高度分化的社會

中，媒體就成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的主要工具。也就是說，人們會主動選

擇利用媒體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因此將導致對媒體產生依賴（DeFleur & 

Ball-Rokeach, 1989; Littlejohn & Foss, 2011）。 

若以媒體系統依賴理論來看，網路沉迷的意涵是以 Griffiths 提出的

對科技的沉迷為概念相符，Young（1999）將網路沉迷分為五種類型，

分別為網路性沉迷、網路人際關係沉迷（網路交友、網路戀情等）、強迫

行為（網路遊戲、網路購物與交易等）、資訊超載、電腦沉迷（電腦科技、

程式編寫）等。因此，網路沉迷是一種個體選擇以網路媒體來達成目標

而產生過度依賴的情形。 

二、網路使用時間 

「網路使用時間」也是診斷網路成癮者的一個重要因素，「網路成癮」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一詞由 Dr. Ivan Goldberg 提出，代表

病態衝動的網路使用，雖然對於網路成癮的診斷還未有一致認同的標準，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於 1997 年已

正式認定「網路成癮」之學術價值（廖全涼，2009）。Goldberg （1996）

提出網路成癮一詞時，主要是有 7 個診斷準則，包括耐受性（tolerance）、

戒斷後身心反應（withdrawal）、因使用網路減少對家庭、人際、娛樂等

的參與時間，以及使用大量時間在網路活動上等等標準來界定；而國內

學者陳淑惠（1999）綜觀國內外文獻與臨床觀察結果，整合網路成癮相

關問題分為「人際與健康問題」及「時間管理問題」，並以症狀傾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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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使用時間與自我診斷等為判定標準。 

因此，過度的使用時間是造成網路沉迷最主要的客觀因素，當一人

如果每周上網時間超過 40 小時，很可能就具有網路沉迷的先兆（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2015），我們可以從網路使用者一周的上網時間來進行初

步診斷，其是否為網路沉迷的高危險族群。 

三、網路使用人口分布 

網際網路堪稱本世紀最具威力與成長空間的生活科技，網際網路的

發展衝擊人類的生活層面，舉凡生活、工作、娛樂、教育等各層面，無

不深受其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當今社會的網際網路應用趨勢，不僅應用

為傳遞資訊的媒介，它更成為人際互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境，甚至已成

為青少年學生與他人接觸的重要方式，透過各種網路應用，青少年學生

發展出不同於過往實質接觸的人際互動模式。現今網路使用人口的分布，

大致可以整個三角形為全體網路使用者，大部分的使用者屬於最下層的

合理、健康的網路使用者，他們只有在需要查資料、與朋友聯繫或收發

信件的時候，才會使用網路，且在使用時間上都能控制得宜，一旦需求

活動結束，就會脫離網路世界，去從事其他現實社會裡的活動；而中層

的這些人則屬於沉迷者（網路沉迷），沉迷者的數量比正常使用者少，算

是網路成癮高危險群；位於最上層的這一小部份的人（約 6% ~ 17%）則

屬於網路成癮者（引自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5）。 

值得注意的是，行動網路發展日新月異，網路使用人口快速增加，

網路沉迷者及網路成癮者的人數也相對呈現增加的趨勢。而且，網路沉

迷者族群的年齡層也出現往下的情形，有越來越多的國、高中生，甚至

是小學生，已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網路沉迷者。學者陳淑惠（1999，2003）

以「中文網路沉迷量表修訂版」 DIAS-R 量表得分排序前 5%者為網路

沉迷高危險群。然而，在網路沉迷與網路成癮的界定上是不容易區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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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有網路沉迷現象者，有可能在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即成為網路成癮者，

因此，通常網路沉迷也概括了網路成癮。 

綜上所述，網路使用行為是一種行為意圖的具體化，是以獲取知識、

溝通、娛樂、或社交等為目的；而網路沉迷則為病態的網路使用者，可能

會忽略家人與朋友、耽誤工作或造成生理與心理上的疾病等。因此，「網

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沉迷」兩個名詞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若是過度的

使用與依賴網路媒體的行為，可能會產生網路成癮的後果。依據以上文獻

探討，本研究認為「網路沉迷」是為病態的網路使用者，是一種個體選擇

以網路媒體來達成目標而產生過度依賴的情形，過度的使用時間是造成網

路沉迷最主要的客觀因素，當一人如果每周上網時間超過 40 小時，很可

能就具有網路沉迷的先兆，而網路沉迷可能會忽略家人與朋友、耽誤工作

或造成生理與心理上的疾病。 

貳、網路沉迷的類型 

Suler 則將網路沉迷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社會類型，藉由網路的

虛擬人際關係，提供一個不需完全真實的呈現自己，又可以與社會連接的

方式，並期待在虛擬人際關係中被關懷，大部分的網路沉迷屬於此類型。

相對的第二種則為非社會類型，這種類型的網路使用者只為了逃避生活中

的不足，可能包括期待在網路中能滿足其自我認同、自尊，及自我價值的

需要。Suler 認為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網路成癮都和小時候與他人的重要

關係有關，特別是非社會類型的網路沉迷，可能在和他人的關係中受過更

深的創傷（Suler, 1996）。 

Young（1999）將網路沉迷分為五種類別，分別是網路性沉迷、網路

人際關係沉迷、網路強迫行為、資訊超載以及電腦沉迷。網路性沉迷是指

沉迷於網路相關的性資訊與性行為，例如，看色情網站、援交、成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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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等；網路人際關係沉迷為沉迷於網路中的人際關係發展，例如，網路交

友、網路戀情等；網路強迫行為包括沉迷於網路遊戲、網路賭博、網路購

物與交易等活動；資訊超載則是指沉迷於搜索收集網路資訊，所以會將所

有的相關資訊都翻閱才安心；電腦沉迷就是沉迷於電腦科技、程式編寫等。

再者，Block（2008）認為網路沉迷可以再細分為三種亞型，分別為電玩沉

迷、網路性沉迷以及 E-mail 等文字類溝通沉迷。而電玩沉迷就是屬於強迫

行為，E-mail 等文字類溝通沉迷則是屬於網路人際關係沉迷。 

參、影響網路沉迷的因素 

網路沉迷（internet addiction）一詞，簡單的說就是過度的使用網路所

導致的一種慢性或周期性的著迷狀態，進而在心理上過度依賴所產生的結

果，可能影響日常生活作息、課業、工作、家人關係、經濟以及健康等。

網路沉迷的可能成因可以個人背景、使用經驗、心理個性與人際生活等四

個因素來說明（教育部，2010）： 

一、 個人背景因素：早期研究指出，男性較易網路沉迷；近期研究則指

出，網路沉迷無性別差異。愈年輕愈益沉迷，特別是國、高中生及

大學生。教育程度高低與沉迷之因果關係無定論。理工科系因為學

業與科系的因素，需大量使用電腦與網路，沉迷可能性較文組科系

高。 

二、 使用經驗因素：網路使用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多的人，比較容易

網路沉迷；有研究指出，可以預測男大學生網路沉迷的首要因子是

一週打電玩的時數，其次為網路人際互動時數；預測女大學生網路

沉迷的因子則跟男大學生相反，居先的是一週網路人際互動時數，

隨後才是打電玩的時數。能輕易使用到網路的人，也比較容易網路

沉迷，比方說住宿生因為學術網路的便利性，所以沉迷的可能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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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非住宿生還高。 

三、 心理個性因素：易憂慮者、易焦慮者、易寂寞無聊者、內向害羞者、

低自尊者、低自我認同者、低成就動機者等較具網路沉迷可能性，

因為網路可能是他們轉移負面情緒的場域，或是尋求心靈支援、一

吐心聲的管道，甚至有些研究發現，網路沉迷可以預測憂鬱症。 

四、 人際生活因素：像是喜好追求感官刺激者、現實生活人際關係不好

者、喜好發展網路人際關係者、課業或工作挫折者等，都比較容易

發生網路沉迷現象。 

肆、與網路沉迷相關的研究 

過去研究文獻，多以網路成癮探討人格心理特質，像是 Young 與 Roger 

（1998）以 Eysenck16 因子探討人格特質與網路成癮的關係，發現較依賴

網路者，具有獨斷獨行、情緒敏感、反應警覺、低自我揭露及背叛之人格

特質。吳雅玲（2002）以高職學生人格特質對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成癮相

關之研究，結果發現高職學生的人格特質能預測其網路使用行為，不同人

格特質的高職學生在網路使用行為上有所差異。財團法人董氏基金會以

2006 年 4～5 月進行「大學生日常生活、網路使用行為與憂鬱傾向之相關

性調查」的調查結果顯示，每週使用網路非溝通功能總時數愈多的大學生，

憂鬱情緒愈嚴重，而對於自己在學校的人際關係感到愈滿意的大學生，則

愈常透過網路與朋友互動，也較少憂鬱傾向（葉雅馨，2006），黃志航（2015）

以台東地區大專院校學生之人格特質、網路使用行為與人際關係關聯性研

究，其研究結果顯示，開放性、親和性人格特質愈顯著，對網路使用態度

與動機愈好，對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維持的幫助愈大。 

Young 與 Rogers（1998）的研究發現，若網路使用者本身的憂鬱傾向

越高，其網路成癮情況也越嚴重。他們認為憂鬱症常伴隨低自尊、動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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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害怕被拒絕與需要獲得他人肯定的特質。過去許多研究證明，情緒管

理與網路使用是有相關（Engelberg & Sjoberg, 2004; Kun & Demetrovics, 

2010），Whang, Lee 與 Chang （2003）以韓國網路使用者為研究對象，

利用 Young 網路成癮量表（Young’s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測量 ，將 13,588

位受試者分為「網路成癮者」、「可能網路成癮者」與「非網路成癮者」三

類，發現網路成癮者和其他相較之下呈現較高的寂寞、憂鬱情緒及衝動行

為。Kraut 等人（1998）以網路使用者對社會參與（social involvement）與

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之影響為議題，探討上網時間長短與

家人互動溝通時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隨著上網時間的增長，相對會

減少社會活動的投注程度，並且個人會更感到寂寞與憂鬱。 

另外，李芝熒與董旭英（2009）探討憂鬱情緒與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

認為憂鬱和悲傷的情緒會使青少年變得自卑且自覺沒有價值，對什麼都缺

乏興趣，然而，具有虛擬、即時互動、匿名等特性的網路世界，能使青少

年從原有時間或空間的枷鎖獲得解脫，暫時可以忘卻現實生活中的痛苦。

因此，對網路使用者之情緒管理在網路使用行為上的影響，從大多數的研

究結果發現，網路使用行為上愈傾向網路成癮者，對社會人際互動愈少，

因此感到更憂鬱，其情緒管理亦愈差。韓宜靜（2011）以國內大專院校學

生為對象，探討大學生負向情緒、後設認知與網路成癮之關係研究，研究

結果顯示負向情緒會透過後設認知，對網路成癮造成影響。以上研究，皆

顯示出應用網際網路雖是時代趨勢，但使用者的情緒管理將會影響個體在

網路使用行為的表現與實際生活的人際關係。 

國內有關大學校園電腦網路之媒介依賴性研究調查發現，大學生使用

時間愈長及使用頻率愈高，則愈認為網路是愈重要的，也愈依賴網路這個

新興的媒體（涂志豪，1997）。鄭照順與鄒浮安（2011）以及連廷嘉（2011）

分別在調查國內大學生受網路行為影響的相關研究議題中，發現網路使用

 



60 
 

對大學生在認知、心理行為與自我成長等方面有正面影響，但其他層面則

會產生負面的影響。另外，由臺灣大學、彰化師範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所

組的臺灣網路成癮輔導網研究團隊調查顯示，約有 20.3%的大學生具有網

路成癮的危險傾向（簡怡欣，2013）。因此，大部分大學生認為網路媒體

是很重要的，也願意依賴網路帶來的便利，但在網路使用行為上，卻可能

因為過度依賴而成為網路成癮的高危險族群。 

根據上述的實徵研究及理論模式，網路沈迷的成因是多向度，可大致

歸納為網路使用行為、心理特質、社會互動三個主要向度。依據此三個向

度，本研究以每日平均上網時數來描述網路使用行為，納入情緒管理為心

理特質，以人際互動作為社會互動的因素，提出本研究網路沈迷的影響模

式。 

再者，以「成就動機」作為探討因素，可由許多不同的角度看待網路

使用與成就動機，網路世界並非是洪水猛獸，有許多研究就發現，網路使

用與學生成就動機有諸多正面影響，像是在加拿大社會發展委員會（The 

Canadian Council on Social Development[CCSD]），針對使用電腦的兒童做

調查，其父母約 90%宣稱電腦對兒童學習力有正面影響，79%的父母認為

能改善學童作業品質（“The Progress of Canada’s Children”, 2006），在兒童

發展初期，教育學者認為網站搜尋支援早期讀寫能力，建立問題解決能力，

及輔助概念發展（Gerzog & Haugland, 1999）。不過，若是使用時間過久，

網路沉迷風險或者網路使用失焦的機會就會增加，而小學生或國中生發生

網路沉迷多是屬於網路強迫行為（例如，電玩沉迷），高中生、大專生則

偏於多元式的沉迷模式。而最常被拿來與成就動機最相關的名詞概念，就

是學習或工作表現了，學者們一致認為高成就動機者在學習或工作的表現

上比低成動機者良好。王智弘（2015）以系統性回顧文獻，並根據臨床實

務專家的建議，找出造成學生網路成癮的重要因素，包括有課業挫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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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同儕疏離、家庭功能不佳、無聊感、神經質、憂鬱與社交焦慮等危

險因子。謝龍卿（2004），以台灣中部地區 954 名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探

討台灣青少年網際網路使用現況與網路成癮現象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

青少年網路成癮高危險群上網時間較長、學業成績較差、社交圈也較小。

再者，過去許多研究文獻都指出（魏希聖、李致中、王宛雯，2006；白育

甄，2004；戴秀津、楊美賞、嚴正芳，2004；Young, 1996; Niemz, Griffiths 

& Banyard, 2005），青少年網路成癮的學業成績會一落千丈或是明顯落後其

他同學，也因此造成人際及其他社會問題。林淑惠、黃韞臻（2012）研究

發現，大學網路成癮與學習倦怠呈現顯著典型相關，且網路沉迷高危險族

群比一般學生更容易出現網路成癮與學習倦怠的現象。因此，網路沉迷傾

向嚴重者，極可能出現學習倦怠現象，也因此將影響學習動機的表現。 

伍、小結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與相關研究整理，本研究認為一週使用網路超過

40 小時以上的使用者為網路沉迷高危險群，這群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情緒管

理、人際互動以及成就動機等表現令人擔憂。雖然人們常常說，網路世界

讓我們的眼界更開闊，但網路沉迷的孩子不僅不利於視力的發展，也不利

於適應社會能力的發展，原本對於世界應該充滿好奇的孩子，在盯著螢幕

看的同時，他們的世界反而變小了，對周遭的反應變慢了，並且性格變為

極端，還可能更加自我中心。因此，網路使用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一樣，要能善加使用這兩面刀，不要傷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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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分析及瞭解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之關聯性，試建構一結構方程模式與確認

模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model stability），並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

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是否有差異。研究之設計與

實施乃依據文獻探討作為基礎，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

本章分為五節進行說明，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假設；第三節

為研究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配合文獻探討，本研究

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McClelland 的「三需求理論」為理論基礎，將成

就需求、權力需求、親和需求與研究變項之成就動機、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相結合。也就是說，人際互動屬於一種權力需求，情緒管理屬於親和需

求，成就動機為成就需求，三者在不同類別的媽寶行為覺知下，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對於網路沉迷行為是否可以藉由個體因素有效的預

測其影響。 

本研究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對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等變項之關聯性進行探討，藉由媽寶行為覺知與

網路沉迷等議題，以釐清個體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過程。

再者，本研究試圖以統計分析方法將媽寶行為覺知進行分類，並以不同媽

寶行為覺知類型作為區分研究模型架構的標準。另外，本研究亦針對研究

對象的背景變項進行分析，探討不同性別、年齡、網路使用時間、選擇科

系方式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 SEM 模型上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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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綜合資料分析結果，回應前述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並提供結論與

建議在大學通識課程教育與親職教育的推行。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根據文獻探討，增加人際互動、情緒

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等變項，進行技職校院學生媽寶行為覺知結構

方程模型之研究，茲將媽寶行為覺知、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及網路沉迷之

操作型定義說明如表 3-1。 

表 3-1 

本研究各變項操作型定義 

名稱 操作型定義 

媽寶行為 

覺知 

寶媽給予孩子在生活、工作或校務以及人際等方面過多的關

懷，使得子女對於察覺環境能力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當其面

臨環境出現情狀時，若是超出自我中心的範圍，大腦第一反

應就是求助於原生家庭。 

媽寶行為覺知 

類型 1 （生活） 

類型 2 （校務） 

類型 3 （人際）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網路沉迷 成就動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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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型定義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當孩子成長過程中遇到生活相關事物時，孩子能覺知父母雖

給予情感上的支持，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自主權，使他們缺

乏生活自理與照顧的經驗，也失去鍛鍊自我獨立自主的機

會。像是做家事、扛書包等。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當孩子成長過程中遇到校務與課業相關事物時，孩子能覺知

父母雖給予情感上的支持，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自主權，使

他們缺乏校務與課業的經驗，也失去鍛鍊自我獨立自主的機

會。像是在校生活、選課、作業等。 

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 

當孩子成長過程中遇到人際交友相關事物時，孩子能覺知父

母雖給予情感上的支持，但卻沒有給予足夠的自主權，使他

們缺乏處理人際關係的經驗，也失去鍛鍊自我獨立自主的機

會。像是交友對象、與朋友與朋友聯繫方式等。 

情緒管理 

係指個體可以掌握自我與調節情緒的能力，並能以樂觀進取

的態度與心境面對困境或挫折，也就是說個體在面對自己產

生負面情緒時，能對自我情感的控制，並以理性與樂觀的態

度來解決問題。 

成就動機 

係指個人重視自己內在價值的展現，會選擇有適度挑戰性的

工作，能接受與他人適度的競爭，並會期待自己表現的成果。

另一方面，動機的有無或強弱，會影響個人在面對工作、壓

力，所抱持的態度，也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 

網路沉迷 

網路沉迷是為病態的網路使用者，是一種個體選擇以網路媒

體來達成目標而產生過度依賴的情形，過度的使用時間是造

成網路沉迷最主要的客觀因素，當一人如果每周上網時間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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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操作型定義 

過 40 小時，很可能就具有網路沉迷的先兆，而網路沉迷可

能會忽略家人與朋友、耽誤工作或造成生理與心理上的疾病。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整理出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構面，本節將依各構面之間的關係及背

景變項的探討，提出 39 項研究假設，本研究背景變項有性別、年齡、每

日平均上網時間與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透過調查結果進行實證研究，

以瞭解研究構面之間的關聯性（圖 3-2）與差異性（圖 3-3）。 

壹、關聯性分析 

一、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之關係 

直升機父母的教養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負向的直接影響

（LeMoyne & Buchanan, 2011; Schiffrin et al., 2014），也有研究結果發現，

父母過度參與孩子的大學生活，造成孩子的幸福感較低，而更可能採取

以藥物來逃避抑鬱和焦慮的情緒（LeMoyne & Buchanan, 2011），顯示出

直升機父母的教養對孩子的情緒管理是有影響的。 

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媽寶行為覺知程度愈高，對其情緒管理能

力愈低，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一，包含假設 1a 至假設 1c，如下所示。 

H1：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 

  H1a：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 

  H1b：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 

  H1c：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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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互動之關係 

文獻探討中提到溺愛型的教養類型教養與本研究所謂媽寶行為相似，

同樣在人際互動上表現出無法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態度，並且常以自我為

中心。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媽寶行為覺知程度愈高，對其人際互動

關係之能力愈低，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二，包含假設 2a 至假設 2c，如下

所示。 

H2：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 

  H2a：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 

  H2b：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 

  H2c：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 

三、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之關係 

《親子天下》與兒福聯盟在「兒少媽寶調查」媽寶表現的孩子普遍

自信度偏低，自我評價較低的孩子中，有四成的孩子只要遇到困難就希

望父母能夠出面幫忙解決（「大調查：缺乏自信的孩子」，2013）。美國《兒

童與家庭研究期刊》研究發現父母過度參與孩子的生活，讓孩子老覺得

自己什麼都不會（「當寶貝的後盾」，2014）。但在 50 年代左右，許多學

者研究有關於成就訓練、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之間的關係，但未有一致

且肯定的結論（余安邦、楊國樞，1987）。 

因此，本研究認為時空轉換，以現代媽寶為研究對象來澄清兩者關

係，也就是個體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之間是否具有負向關聯性，進

而提出研究假設三，包含假設 3a 至假設 3c，如下所示。 

H3：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 

  H3a：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 

  H3b：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 

  H3c：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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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之關係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學者 McClelland 認為個人會從以往的成就情境

中影響內在的情緒，個人若曾經獲得成功，則個人會更加積極的去獲取

成就；反之，若個人在以往的成就情境中，遭遇過失敗，則會產生恐懼

感，以及避免失敗的動機。所以，個體情緒經驗是會影響成就動機的。 

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情緒管理能力愈高，對其成就動機愈高，

進而提出研究假設四，包含假設 4a 至假設 4c，如下所示。 

H4：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4a：模型 1 之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4b：模型 2 之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4c：模型 3 之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五、人際互動與成就動機之關係 

McClelland 對人的需求和動機進行研究，把人的高層次需求歸納為

對成就、權力和親和的需求。有研究發現，愈能交到朋友，日後收日也

較高，表示人際需求高的人，愈容易成功（楊少強，2009），但也有研究

認為，人際互動較平和者，較不喜歡競爭的情形，可能影響成就動機的

強烈程度（張嘉恩，2009）。 

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人際互動關係能力愈好，對其成就動機愈

高，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五，包含假設 5a 至假設 5c，如下所示。 

H5：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5a：模型 1 之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5b：模型 2 之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5c：模型 3 之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六、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之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網路沉迷有一重要因素，就是在網路世界中得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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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彌補在現實世界的缺乏與不足（Yee, 2006；白育甄，2004）。所以，

在現實世界中，網路沉迷者成就動機較低，才會陷入網路虛擬世界的成

就感中。 

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成就動機愈高，對其網路沉迷傾向愈低，

進而提出研究假設六，包含假設 6a 至假設 6c，如下所示。 

H6：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 

  H6a：模型 1 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 

  H6b：模型 2 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 

  H6c：模型 3 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 

七、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沉迷之關係 

根據韓國大學的研究報告，父母的教養方式決定孩子使用手機的態

度，管教嚴格的「直升機父母」，容易教養出手機成癮的孩子（陳正健，

2016）。希臘在 2014 年也曾發表研究指出，沉迷網絡世界的青少年多數

是父母管教嚴，缺乏家庭溫暖，令他們易產生負面情緒，不懂得如何與

他人溝通，寧願上網「自得其樂」（“直升機家長 子女易上網成癮”，

2014）。 

因此，本研究認為，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沉迷之間的關係，可能透

過其他變項的間接影響，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七，包含假設 7a 至假設 7c，

如下所示。 

H7：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而

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 

  H7a：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等變項而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 

  H7b：校務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等變項而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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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7c：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等變項而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 

 

圖 3-2 本研究構面間關聯性分析之研究假設圖 

貳、差異性分析 

一、不同性別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多數研究都支持性別是一個重要的背景變項，本研究人際互動、情

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等變項在性別上的差異無一致性定論，對於媽寶行為

覺知與網路沉迷兩變項，則通常被認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媽寶的原文

是指媽媽男孩（Mummy’s boy），而在網路沉迷方面，Wallace （1999）

指出，網路型態或網路語言，有時會讓女性認為被霸凌，可能因此是女

性減少使用網路空間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各國的研究報告中，通常男

性成癮的傾向比女性比例高，像是喝酒、賭博、藥物等（APA, 1994; Murray, 

1993）。網路時代崛起，男性使用網路時間通常比女性長，造成網路成癮

的機率相對也提升，陳淑惠（2000）研究發現，臺灣大學生平均每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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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時間男性高於女性，在網路沉迷傾向也是男性高於女性。 

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欲瞭解不同性別之技職校院學生在不同媽寶

行為覺、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

因而提出研究假設 8a 至 8g，如下所示： 

H8a：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b：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c：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d：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8e：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8f：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8g：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二、不同年齡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在年齡方面，根據網路沉迷的文獻探討中，發現 1990 年代以後出生

的孩子是數位原住民，以本研究對象來看，恰巧適逢大學求學階段，若

在此世代之前出生的國民，即被稱作是「數位移民」（digital emigrants），

他們可能是當今學童的父母、祖父母、師長及行政人員，他們經歷科技

文明快速變遷的過程，具有一點「資訊恐懼症」或「資訊焦慮症」 （余

民寧，2013），所以可能年齡愈大，因不習慣大量以數位化方式處理資訊，

對於網路沉迷的傾向會較少，因此本研究以為年齡不同對網路沉迷將可

能造成差異。再者，以人類發展成熟論或學習論的角度來看，年齡愈大，

在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上，經由歲月洗禮應會有較穩定發展的表現，但

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像是年齡在職業別的表現，有研究發現，職

業別為教師研究對象，其年齡在情緒管理上並無顯著差異（Fleming,1999; 

周世娟，2004），而關於成就動機部分，動機會受到個體年齡、性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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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成長環境和經歷等因素的影響。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欲瞭解

不同年齡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因而提出研究假設 9a 至 9g，如下

所示： 

H9a：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b：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c：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d：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9e：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9f：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9g：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三、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不同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

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文獻探討分析，網路使用時間與使用網路資歷，通常是網路沉

迷重要的參考指標，過去研究多指出，網路使用時間愈長，網路沉迷傾

向愈高，而網路沉迷者在人際關係中常是屬於較內向或是人際關係經驗

較差者，網路沉迷者在情緒管理上是與人際關係具有連帶關係的情形，

也就是說情緒管理較差，造成人際關係不佳，因此容易在網路世界中紓

解壓力，而造成網路沉迷的惡性循環。 

另外，在近年的研究中發現，直升機父母的教養方式，或是管孩子

愈多的父母，孩子會使用網路的時間愈長，這可能也與孩子在電玩遊戲

裡或者網路人際互動中較能得到紓解來自家庭壓力的緣故。因此，本研

究欲瞭解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不同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因而提出研

究假設 10a 至 10g，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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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a：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b：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c：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d：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0e：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0f：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0g：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四、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

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本研究以「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方式」為背景變項的主要目的是

為瞭解媽寶行為覺知的學生其個人自我決定與自主性的情形，根據文獻

探討，子女成為媽寶的最大原因是父母無法放手，為孩子做太多。因此，

本研究欲瞭解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

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

差異，因而提出研究假設 11a 至 11g，如下所示： 

H11a：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

有差異。 

H11b：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

有差異。 

H11c：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

有差異。 

H11d：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1e：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1f：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1g：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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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媽寶行為覺知程度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文獻探討，媽寶行為覺知會造成子女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成就動機以及網路沉迷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欲瞭解不同媽寶行為覺知

程度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

變項上的差異，因而提出研究假設 12d 至 12g，如下所示： 

H12d：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2e：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2f：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2g：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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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本研究背景變項差異性分析之研究假設圖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採取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對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信度、效度、估計參數進行分析與檢驗，

從嚴謹的理論架構與理論模式進行測量以達到模型之配適度要求。SEM 是

一種大樣本的分析技術，樣本數不應該太小，一般 SEM 的要求為模型的

觀察變數在 10~15 之間，樣本數應為 200~400 之間較為適當。因樣本數過

少時，將導致不適當的解釋，甚至資料結果無法收斂。本節將說明研究之

 H12g 

背景變項 

性別（8） 

年齡（9） 

上網時間（10） 

選擇科系（11） 

 H12f 

 H12e 

 H12d 

 H8g, H9g, H10g, H11g 

 H12a, H12b, H12c 

 H8d, H9d, H10d, H11d 

 H8abc, H9abc, H10abc, H11abc 

 H8f, H9f, H10f, H11f 

 H8e, H9e, H10, H11e 

媽寶覺知（12） 

高程度 

中程度 

低程度 

人際互動 e 

情緒管理 d 

成就動機f 

網路沉迷g 

生活媽寶 a 

校務媽寶 b 

人際媽寶 c 

 



75 
 

母群體、樣本估計與正式施測對象，並說明抽取樣本的方法，茲分述如下： 

壹、母群體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103 年大專院校學生資料來看，我國技職校院學校

共 88 所，學生人數共計 659,001 人，男生有 318,152 人，女生有 340,849

人，比例約為 14: 15。本研究對象為 103 學年度北區技職校院學生，以台

北以南地區與新竹以北地區為臺灣北區來看，北區學校共 27 所，學生人

數共計 195,878 人，以我國技職校院學生男女生比例推估，北區學生男生

約有 94,562 人，女生約有 101,316 人，約佔全臺灣技職校院學生數的 30%，

為本研究對象臺灣北區技職校院學生樣本之母群體。 

貳、樣本估計 

Kline（2005）認為 100 個樣本以下在 SEM 分析下是不具說服力的。

Schumacker 與  Lomax（2004）調查文獻發現在許多文章中使用了

250~500 樣本，他也同意少於 100~150 個樣本是不穩定的。Williams（1978）

則指出，當母體數超過 2500 時，其樣本數不得低於 200。Hair, Anderson, 

Tatham 與 Black （2006）則認為，就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估計參數時，樣本數應超過 100 以上。另有經驗法則

是以每個預測變數用 15 個樣本（Stevens, 1996），Bentler 與 Chou （1987） 

提出樣本數至少為估計參數的 5 倍，若未符合常態、有遺漏值或例外值

時，則需要 15 倍的樣本數。若以模式的複雜性來推估，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與 Tatham（2009）提出選取最小樣本規模的方法有以下的原則

可供參考：當模式至多 5 或 6 個構面，且每一構面至少 3 個題項或觀察

變數，樣本數至少 100 筆；模式至多 7 個構面時，樣本至少需要 150 筆；

模式有超過 7 個以上構面，建構確定至少有 3 個構面路徑能夠成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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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至少要 300 筆以上；若是當模式有更多構面時，樣本至少要有 500 筆。 

綜合以上論點，本研究研究變項共 5 個構面，其中一個構面含有 3

個子構面，因此，推估本研究樣本大小至少需要 300 筆資料為基礎。 

參、正式施測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北區技職校院學生，為使研究樣本能夠在研究範圍內被

確實涵蓋，本研究利用 google 表單建立網路問卷，並以電子郵件寄送網路

問卷連結至北區技職校院共 6 位教師，其分屬於不同北區技職校院，請求

協助尋找學生填寫問卷，研究者也以非隨機方便抽取北部技術學院一校，

科技大學一校，共三個班級的學生進行紙本問卷填寫，因此，抽樣學校共

計 8 所技職校院。問卷回收總共 417 份，刪除無效資料，有效問卷共 393

份，男生 189 筆，女生 204 筆，約為北區技職校院學生的 1/500。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測量工具之發展，以文獻探討作為本研究變項範疇之依據，配

合相關文獻對變項定義發展出本研究變項操作型定義，並參考在研究上已

被多方應用且具信、效度學者的問卷，發展出本研究結構式問卷，繼而實

行問卷的施測。本研究問卷編製將構面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1）媽寶

行為覺知 18 題；（2）人際互動為 10 題；（3）情緒管理為 5 題；（4）成就

動機為 12 題；（5）網路沉迷為 6 題，總共 51 題，衡量尺度採用 Likert 五

點量表，背景變項則包括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選擇進入目前

就讀科系等。正式施測之紙本問卷與網路問卷內容（未刪題），如附錄一

所示。以下將詳細說明本研究工具各構面之題項內容。 

一、人口統計變項 

此部分主要是想要瞭解受試者的人口統計變項，內容包括性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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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等四個題項。媽寶行為

覺知在文獻探討中提及媽寶最早的定義是以男性為主、目前年齡大約是

13 歲至 33 歲，以及對於個體在自主性、獨立性、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與成就動機等的影響，再者，本研究文獻探討分析發現，家庭教養方式

也是影響網路沉迷的重要因素，而網路沉迷重要的客觀指標為上網時間，

因此，本研究在背景變項中，將受試者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

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作為欲初步理解研究對象分布之概況。 

二、媽寶行為覺知（Mummy’s boy behavior） 

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參考自 Hong et al.（2015）針對直升機父

母教養對高職學生學習影響之相關研究，研究指出直升機父母行為特徵

表現在生活照顧、課業與交友三方面，相關題項共 18 題。 

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構面依前述文獻探討，可分為生活、課業（或

校務）與人際三個面向進行問卷編製，其題項內容陳述於下表 3-2。 

表 3-2 

媽寶行為覺知構面題項 

構面 題目內容 

媽寶行為

覺知 

1. 我會需要爸媽叫我起床，防止睡過頭。 

2. 我通常不會被要求需要分擔家裡的家事。 

3. 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保險絲、燈泡），就

讓父母處理就好。 

4. 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果，像是橘

子、文旦之類的）。 

5. 如果父母跟我去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幫我提。 

6. 我能幫忙家裡準備一餐飯（無論是買現成的或是親自下廚）。 

7. 父母會用電話、訊息或者簡訊等，提醒我該做的事情。 

8. 學校請假、繳費等等瑣事，父母都會幫我處理好。 

9. 學校有趕不完的作業，父母會幫忙我做。 

10. 我跟父母說學校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很不高興，他們會支持

我。 

11. 我跟父母說我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會很生氣甚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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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目內容 

想到學校抗議。 

12.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施壓。 

13. 父母曾對我說「xxx 是壞人，不能跟他做朋友」 

14. 父母曾對我說「xxx 成績太差，少接近他」 

15.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日記、手機、電腦

或訊息 

16. 父母會在我的 FB 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17. 到目前為止，父母還是會幫我打理生活或學校的事情。 

18. 和朋友聊天談話時，我常喜歡與大家分享自己媽媽說過的

話。 

 

三、人際互動（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所謂的「尊重」是指對於周遭人、物，甚至環境顯示出來與自己有

所不同（異己）的特質，特別著重於相衝突的意見、風格或是知能低弱

者，都能加以包容的態度。「關懷」為對於周遭人物的異己特質或是困境

表示關切與願意提供心理或物質上的支持，並經過當事人或公正第三者

的贊同之下能夠採取行動。 

整合人際互動中尊重與關懷兩因素，尊重的指標：將決定權，交給

他人；優先權，讓給他人並懂得説「對不起」或「謝謝」。關懷有兩個指

標：預測他人需求，給予協助；預測他人的困難，給予幫忙。本研究人

際互動題項內容如表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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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人際互動構面題項 

構面 題目內容 

人際互動 

1. 小組報告分工合作，若同組夥伴做不完的部分，如果我有

空，我會幫忙 

2. 與同學約會遲到，我會先打電話告知對方自己的狀況，請

他等一下 

3. 同學考試成績不如預期而覺得沮喪，我會鼓勵他不要氣餒 

4. 同學看起來悶悶不樂，我會主動去關心他 

5. 看到師長或同學拿很重的物品，我會主動上前幫忙 

6. 有團體作業或團體活動時，我希望大家都聽我的。 

7. 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我會主動讓位給老弱婦孺 

8.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值得我感謝的人 

9. 若我不小心傷害到同學（言語或行為），我會勇於承擔並主

動向對方道歉 

10. 收到親朋好友的簡訊（或 email），我都會簡單回覆，讓對

方知道我收到訊息了 

四、情緒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 

情緒管理構面題項參考改編自 Shelly（2013）在高等教育領域進行

的情緒智力特質量表 1.50 版本（TEIQue v1.50），改編後題項內容以對自

我情緒的瞭解、觀察別人情緒、能自我激勵、能控制自我情緒等為主，

請見表 3-4 所示。 

表 3-4 

情緒管理構面題項 

構面 題目內容 

情緒管理 

1. 當我感到憤怒時，我通常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冷靜下來 

2. 遇到困境或挫折時，我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3. 我是很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4. 我能對自我的情緒有很好的調節能力 

5. 我經常鼓勵自己把事情做到最好 

五、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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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動機構面題項參考改編自綜合國內外成就動機相關量表編製之

子女成就動機量表（呂怡蒨，2010），其信度採內部一致性之 Cronbach

α 值為.893，效度採用因果分析法進行分析，累積解釋的變異量達

53.78%。其子女成就動機量表題項內容，例如：我會去試著去做別人不

會的作業；我知道很多的知識，我覺得自己很厲害；遇到有挑戰性的問

題，我會樂於解題；我會表現自己，讓別人知道我能力很好等。 

本研究成就動機構面量表依成就動機定義，成就動機構面包含個人

價值的展現、選擇適度挑戰性、與他人競爭三個方向編製，其題項內容

詳述於表 3-5 所示。 

表 3-5 

成就動機構面題項 

構面 題目內容 

成就動機 

 

1. 我渴望學習，願意花時間增加知識吸收。 

2. 別人常說我比其他人投入學習活動。 

3. 我不怕任務困難，不怕失敗。 

4. 我願意接受改變和反對意見。 

5. 碰到棘手的問題，我會因時因地來改變做法。 

6. 當我投入作業（工作）時，我會覺得世界遺忘了我。 

7. 我傾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喜歡求人不如求己。 

8. 我不喜歡有事就找人來幫忙。 

9. 我相信事情的成效操之在己，而非別人或環境影響。 

10. 我相信事情的成功，在努力而非運氣。 

11. 我願意長時間付出更大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12. 我傾向不斷提升更好成績，而感到光榮。 

六、網路沉迷（internet addiction） 

網路沉迷的症狀與診斷標準，Young（1999）提出以下情形（表 3-6），

若符合四項以上，且持續超過 12 個月以上，則為網路沉迷高危險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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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診斷網路沉迷題項內容 

1. 覺得整個心思都被網路佔據 

2. 覺得需要增加網路使用的量或時間才能得到滿足 

3. 覺得自己無法控制網路使用 

4. 當想要切斷連線或是停止網路使用時會變得易怒 

5. 使用網路來逃避問題或是負面情緒 

6. 對家人或朋友欺騙或隱瞞沉迷網路的實際情形 

7. 因為網路使用而危害重要關係、工作、教育或是職業功能 

8. 雖然花費過多金錢在網路上，仍持續上網 

9. 下線時時候會有戒斷症狀（例如，情緒低落、心神不寧等） 

10. 待在線上的時間比一般人的更長 

陳淑惠（1999，2000）根據「中文網路成癮量表」（SCL-90-R），其

量表是綜觀國內外文獻與臨床觀察結果，整合網路成癮相關問題分為「人

際與健康問題」及「時間管理問題」，並以症狀傾向、網路使用時間與自

我診斷等為判定標準。之後再修訂提出「中文網路沉迷量表修訂版」

（Chinese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得分排序前 5%者，與網路

沉迷相關問題（陳淑惠，2003），如表 3-7 所示。 

表 3-7 

CIAS-R 與網路沉迷相關問題其得分排序前 5%者之題項內容 

1. 忽略原有的家居與社交生活 

2. 耽誤工作、學業 

3. 掩飾自己上網行為而撒謊 

4. 造成身體不適反應（例如，眼睛酸痛、肩膀痠痛、胃腸問題等） 

本研究網路沉迷構面題項修訂自 Young（1999）與陳淑惠（2003）所

提出有關網路沉迷之題項，題項內容如表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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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網路沉迷構面題項 

構面 題目內容 

網路沉迷 

 

1. 我會因為上網而上學（或上班）遲到早退或缺席。 

2. 我會因為上網而影響成績或工作進度。 

3. 若在我上網時有人打擾我，我會生氣。 

4. 我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 

5. 我會在離線後仍對網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 

6. 我會因為沒有上網而心情鬱悶或感到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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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將網路問卷與實體問卷實施調查回收資料後，剔除無效問卷，再將數

據加以編碼輸入統計套裝軟體，本研究以 IBM SPSS 20.0 統計分析軟體進

行信度、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獨立樣本 t 檢定等統計分析，並運用 IBM 

SPSS Amos 20.0 結構方程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SEM），且透過檢

驗 SEM 各構念之關聯性，進而建構出一個模式架構圖，以探討各研究變

項與變項間的路徑關係。各項考驗水準最低標準訂為 .05，以驗證各研究

假設。以下就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壹、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是用以描述樣本特徵以及研究變項之分佈情形，本研究樣

本背景資料以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以及選擇就讀科系的方式等，

以人數分配及百分比方式呈現；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

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各題項與構面整體，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方式呈現。 

貳、推論性統計 

為瞭解技職校院媽寶學生的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

迷之關聯性，並且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技職校院學生是否有差異，研究者

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因素分析、違犯估計檢定、SEM 結構方程模型分

析、交叉效度評估、模型路徑係數、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等，針對不同的待答問題選用適合的統計方式來進行考驗，模型分析流程

圖請見圖 3-3，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相關分析 

利用 Pearson 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來進行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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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等各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 

若檢定 p-value 值小於.01，相關程度為中度以上的相關程度，相關

係數的正負代表的是構面間是正向或是負向的關係，若相關係數大於 0

時，就稱為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代表一個構面變數增加，而另

一構面變數也會增加，即兩構面變項間有正向關係；若相關係數小於 0

時，就稱為負相關（negative correlation），代表一個構面變數減少，而另

一構面變數也會減少，即兩構面變項間有負向關係（吳明隆、涂金堂，

2012）。 

二、違犯估計檢定 

Bollen（1989）提出的二階段準則可以順便檢查資料有沒有違犯估

計的問題，有時在 SEM 估計時會出現一些參數估計值違反統計所能接

受的範圍，統稱為「違犯估計」，Hair, Black, Babin 與 Anderson （2013）

提出違犯估計包含四項： 

(一) 負的誤差變異數（heywood case）：SEM 估計時有時會出現負的誤

差變異數時稱為 heywood case，這個結果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誤差變異數為一平方值，不可能為負數。在 CFA 分析中，

Heywood Case 是個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在小樣本及構面的測量題

目不到三題時容易發生。Hair 等人（2013）提出 SEM 模型樣本

數大於 300，每個潛在構面的測量題目大於等於 3題，heywood case

的情形就不太可能發生。 

(二) 誤差變異數不顯著：誤差變異數雖然為正但不顯著，代表該誤差

不存在。 

(三) 標準化迴歸係數接近或超過絕對值 1：發生的最主要原因通常來

自於樣本資料的問題，如變數之間高度相關、嚴重違反統計假設

或構面信度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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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大的標準誤：標準誤大小與估計值顯著性有關，標準誤太大

容易犯型 II 錯誤，該顯著而不顯著。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探索性因素分析是抽取變項間的共同因素，以比較少的構念代表原

來較複雜的資料結構，因素分析假定每個指標（問卷題項）是由共同因

素與與唯一因素瞭個部分組成。所謂共同性乃指問題可以貢獻到因素的

程度大小，其數值介於 0 至 1 之間，當共同性越高時，該問題與共同因

素的關係就越密切，獨特性就越低，則表示該問題對共同因素的貢獻就

越大，所以就應該將該問題保留。一般建議，共同性的數值最好在.5 以

上（魏勇剛、龍長權、宋武譯，2010）。經由因素分析法是希望能夠降低

變數的數目，轉換為新的彼此獨立不相關的新因素。除了簡化資料外，

還可探討變數間的基本結構。 

因素分析的基本假設是原始輸入的變數存在一些少量潛在的結構。

因此，因素分析的執行是否可行，需仰賴於變數之間是否具有充分的相

關，使得同一個因素下的變數具有高度的相關。以下之統計度量是測量

因素分析的執行是否適合（張偉豪、鄭時宜，2012）。 

(一) 巴特雷球形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當此檢定的顯著性 P 

值小，表示輸入的變數適合做因素分析，但其缺點是樣本愈大顯

著性（P 值）就愈小，所以即使變數間只有些微的相關，在大樣

本下，P 值也會變小。 

(二) KMO（Kaiser-Meyer-Olkin）值或 MSA（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值：這些測量值介於 0 至 1 之間，值愈大表示輸入

的變數愈適合做因素分析。值 為 .8 或以上表示極佳的、.7 或以

上表示還不錯、.6 或以上表示普通的、.5 或以上表示差勁的、.5 

以下表示不可接受的。另外，MSA 值也可用於個別變數的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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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別變數的 MSA 值低於 .5 應考慮將其刪除，再重做因素分

析。若有數個個別變數的 MSA 值低於 .5，若欲刪除的話，則一

次刪除一個變數，再重做因素分析，從 MSA 值最低變數先刪除

起。 

四、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 

SEM 的分析研究中潛在構面（ latent variable/factors/unobserved 

variables/constructs/dimentions）是非常重要的觀念，因此需要以觀察變

數（observed variables/indicators/manifest variables/measurement variables）

進行間接測量，如果分析的重點是因素間的相關，而不是因素間的因果

關係，這種分析就稱為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CFA）。驗證性因素分析的主要功能是確認潛在變項是否真的能被幾個觀

察變數所代表，所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的主要功能是決定一組觀察變數是

否真正屬於某一特定構面的統計分析技術（張偉豪，2011）。CFA 是結

構方程的次模型，一般而言 CFA 是進行整合性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的前置

步驟，當然也可以獨立運行。CFA 所檢驗的是測量變數與潛在變數的假

設關係可以說是結構方程模型最基礎測量的部分，不但是結構方程模型

中後續高階統計的檢驗基礎，更可獨立應用於信、效度的考驗及理論有

效性的確認（Bentler, 1980）。 

CFA 是 SEM 大家族的一部分，而且在 SEM 模型分析中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Brown, 2006; MacCallum & Austin, 2000）。當應用 SEM 分析

的時候，研究人員就要從測量模型（CFA）開始，由於 SEM 分析資料都

是從實際上調查而來，因此了解這些資料是否具有一定的信、效度就非

常重要。所以在執行 SEM 前，要先能證明測量指標是否能真正反映出

潛在變數的特性。Thompson（2004）表示在 SEM 模型分析中，測量模

型是結構模型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測量模型是值得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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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麼 SEM 就毫無意義。在許多的情況之下，SEM 模型出現問題，

大多是因為測量模型不佳的原因所導致（Brown, 2006）。Kenny（2006）

主張在社會及行為科學上我們從 CFA 學到的遠比 SEM 還要多。因此，

在 SEM 分析之前，CFA 一定要單獨分析，並提出報告。CFA 的分析以

表格呈現因素負荷量及測量模型因素變數的共同性，呈現的內容包括標

準化及非標準化負荷量、標準誤、顯著性、組成信度、平均變異數萃取

量、適當的適配度指標。因此本研究先針對每個構面先進行 CFA 分析，

確認構面信、效度沒問題後再進行 SEM 的模型分析。 

五、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人員應用 SEM 來建立研究模型，企圖了解變數

與變數之間潛在的意義，藉此建立估計及檢定假設關係，進而蒐集資料

加以驗證。SEM 可以評估假設模型與資料的配適程度，並從資料所重製

的共變異數矩陣中，分析觀察變數之間的相互關係。本研究方法主要是

結合了路徑分析（觀察變數之間的關係）及因素分析（變數之間的共同

因素），SEM 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假設模型與樣本之間配適的程度為何（張

偉豪，2011）。由於本研究屬於潛在心理變數之間相關的研究，因此採用

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是最適合不過了，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步驟

包括（圖 3-3）：信度與效度分析、違犯估計檢定、常態檢定與修正、配

適度報告與修正、交叉效度評估、模型路徑係數等。 

結構方程模型中的構面有「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本研究將利用結構方程模型來驗證分

析其路徑。應用 SEM 作為理論模型的驗證時，可接受的模型配適度

是 SEM 分析的必要條件（Byrne, 2010），配適度愈好即代表模型與樣本

愈接近。在 SEM 分析中所產生許多的配適度指標，提供了假設模型與

蒐集的資料配適差異大小的完整檢驗。在判斷模式配適度時，首先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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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模式作配適度的判斷，接著再作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的配適度判

斷。在整體模式提供了一些模型評鑑指標，這些指標可分為三種型態絕

對配適度指標、相對適配度指標以及精簡適配度指標，以下茲就各指標

概略說明： 

(一) 絕對配適度指標（absolute fit indexes） 

1. 卡方/自由度比（ 
 2
 /d.f.）： 

Carmines 與 McIver（1981）建議卡方自由度比應為 2:1 或 3:1，

Ullman（2001）認為 2 以內稱為模型配適良好，Kline（2005）建議 3 以

內是可以接受的，Schumacker 與 Lomax（2004）認定較為寬鬆，認

為小於 5 即可。 

2. 配適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表示理論模式所能解釋的變異與共變異的量，其值介於 0 至

1 之間，越接近 1 表示預測模式與樣本資料越能配合。一般建議理

想值為 .9 以上（Joreskog & Sorbom, 1984），表示有良好的配適度，

Doll、Xia 與 Torkzadeh（1994）建議可酌量放寬到 .8。 

3. 調整之配適度指標（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AGFI 主要是把 GFI 根據自由度加以調整，與 GFI 一樣值介

於 0 至 1 之間，越接近 1 表示模式配適度越佳，一般建議理想值

為 .9 以上（Bagozzi & Yi, 1990），表示有良好的配適度， MacCallum 

與 Hong（1997）建議可酌量放寬到.8。 

4.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SRMR 是模型中預測矩陣與樣本矩陣差異的平均值，依據標準

化殘差值計算。SRMR 越小，表模型配適度越好。SRMR=0 表示完

美配適，小於.05 稱為良好配適，小於.08 一般稱為可接受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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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eskog &Sorbom, 1984）。 

5. 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RMSEA 小於.05，表示有良好的模型配適度（Schumacker & 

Lomax, 2004）。Hu 與 Bentler（1999）則建議良好模型配適的 RMSEA

要小於等於.06。 

(二) 相對配適度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es） 

1. 非標準配適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又稱為 TLI（tucker lewis index）。Marsh, Balla 與 Hau （1996）

發現 NNFI 幾乎不受樣本數的影響，因此是 SEM 報告指標中經常被

引用的配適度指標。NNFI 不保證值介於 0~1 之間，接近 1 代表配適

度良好，有些學者用.8 作為標準，不過 Hu 與 Bentler（1999）建議

TLI 要大於.9 以上。 

2. 標準配適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 

Schumacker 與 Lomax（2004）認為 NFI 要大於.95，.9~.95 為

可接受，.9 以下的話可能要重新設定模型。 

3. 比較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Fan、Thompson 與 Wang（1999）指出 CFI 較不受到樣本數大

小的影響。CFI 值介於 0 至 1 之間，通常 CFI 在.9 以上為良好配

適（Bentler, 1995）。 

4. 漸增式配適指標（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Bentler（1995）認為 IFI 要大於或等於.9，表示模型為可接受。

IFI 的值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大於 1，IFI 較不受到樣本數的影響。 

(三) 精簡配適度指標（parsimony adjusted indexes） 

1. 精簡配適指標（parsimony goodness fit index, PG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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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FI 越接近 1，表示模型越簡單，Mulaik（2009）指出一個良

好的模型，PGFI 一般建議要.5 以上。 

2. 精簡規範配適指標（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PNFI）： 

Hu 與 Bentler（1999）指出一個良好的模型，PNFI 建議要.5 以

上。 

3. 精簡比較配適指標（parsimony comparativefit index, PCFI）： 

Mulaik（2009）指出一個良好的模型， PCFI 建議要.5 以上。 

六、交叉效度評估 

模型從CFA的估計開始，有些測驗題目並無法通過信、效度的檢驗，

因此會從模型中刪除，即使 SEM 模型分析，發現模型與原先假設的情

形並不適合，研究者會將模型加以修正，這個過程稱為模型設定搜索

（model specification searches）（MacCallum, 1986），而模型設定搜索是

屬於資料驅動（data-driven）的過程，並不是驗證性的過程，因此違反

了 SEM為驗證性分析的前提，所以Cliff（1983）、Cudeck與Browne（1983）

認為當模型執行過模型設定搜索後，要宣稱其研究模型與樣本資料是配

適的之前，一定要執行交叉效度的驗證。 

假設模型是否也可以在其它的樣本一樣適用？對最後的模型是否也

一樣有信心？為達此一目的，本研究採用交叉效度的分析，交叉效度的

主要型式有四種（Diamantopoulos & Siguaw, 2000）：第一種為模型穩定

度，目標是一個單一的假設模型在同一個母體但不同樣本之間是否一樣

配適良好，這是交叉效度分析的最基本模型。作法是將所調查的樣本，

隨機分成兩群（大約 50：50），一群稱為測定樣本，另一群稱為效標樣

本。利用研究的假設模型比較模型在兩群樣本的不變性，包括測量模型

的“因素負荷量”、“結構（路徑）係數”及“結構共變異數”之間沒有差異，

則表示模型具相當的穩定性（交叉效度）。此法分析樣本建議為 3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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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二種為效度延展性：如同模型穩定性分析一般，只是這一次分

析的兩組本來自不同的母體，結果的判定同上，Diamantopoulos 與 

Siguaw（2000）提出，模型延展性應在模型穩度性之後執行。第三種為

模型選擇，目標是從幾個競爭模型中選出一個模型，檢定是否可以適用

於同一組樣本，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第四種為效度一般化，目標

是從幾個競爭模型中選出一個模型，利用不同母體的樣本，檢定是否參

數是否具不變性。 

本研究採用第三種為模型選擇，以競爭適配指標（competitive model 

fit）為比較指標，以非巢狀模型比較用的配適指標，數值愈低者，其模

式愈佳，沒有明確的具體標準，包含期望複核效度指標（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ECVI）、赤池資料標準（AIC）、貝氏資訊標準（BIC）、

非集中性參數（NCP）；巢形比較以比較 ΔCFI 及 ΔTLI 均小於學者建議

的標準值，則能符合群組全等的要求，表示模型具有穩定性，符合交叉

效度的標準。 

七、模型路徑係數 

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會產生路徑係數，這些係數大小表示自變數對

應變數影響的大小，但這種解釋方式有可能產生誤解，因為多個變數的

結構模型，往往含有其它變數的影響，而非單一效果。因此，較好的解

釋應以總效果來顯示，較能說明模型變數的影響大小。SEM 分析可以讓

研究人員將變數的影響大小解構為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總效

果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張偉豪，2011）。 

八、獨立樣本 t 考驗 

以平均數作為考驗的依據，背景變項中以性別為類別變項，各構面

為連續變數，因此可採用 t 考驗（t-test）來瞭解不同性別在媽寶行為覺

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人際互動以及網路沉迷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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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考驗，探討不同年

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選擇目前科系方式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

覺知、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的差異情形。

若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 Scheffe’s Method 進行事後比

較，以考驗各組之間的差異情形。若分組對變項的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

不同質，則是利用 Brown-Forsythe 或 Welch 統計量法進行變異數分析考

驗，再進行 Games-Howell 事後比較（邱皓政，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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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本研究模型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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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是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問卷調查回收之樣本進行實

證資料分析，本章將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分為五節探討：第一節為受測者

基本資料之分析；第二節為測量工具驗證性因素分析；第三節為生活、校

務與人際三個媽寶行為覺知模型比較；第四節為路徑分析與假設驗證；第

五節為不同背景變項與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

機與網路沉迷的差異。 

第一節 受測者基本資料之分析 

本研究於 2014 年 11 月起實施問卷調查，並於 2015 年 1 月回收共計

393 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每日平均上網時間

與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的科系（詳列於表 4-1），分別敘述如下。 

壹、性別 

在本研究有效樣本 393，男性有 189 人，佔 48.1％；女性有 204 人，

佔 51.9％。 

貳、年齡 

研究樣本的年齡，18~24 歲有 148 人，佔 37.7％；25~29 歲有 106 人，

佔 27.0％；30~34 歲有 50 人，佔 12.7％；35~39 歲有 50 人，佔 12.7％，

40 歲以上有 39 人，佔 9.9％。 

參、如何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的科系 

研究樣本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的科系，完全自己作主的有 246 人，佔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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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自己與同儕討論的有 45 人，佔 11.4％；自己與家人討論的有

84 人，佔 21.4％；完全聽從父母決定的有 18 人，佔 4.6％。 

肆、每天上網的時間 

研究樣本每日上網的時間，大約 1 小時以下的有 78 人，佔 19.9％；

1~3 小時的有 165 人，佔 42.0％；3~5 小時的有 74 人，佔 18.8％；5~7 小

時的有 41 人，佔 10.4％；7~9 小時的有 15 人，佔 3.8％；9 小時以上的有

20 人，佔 5.1％。 

表 4-1 

研究樣本個人背景變項分析一覽表 

背景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89 48.1% 

女性 204 51.9% 

年齡 

18~24 歲 148 37.7% 

25~29 歲 106 27.0% 

30~34 歲 50 12.7% 

35~39 50 12.7% 

40 歲以上 39 9.9% 

選擇進入目前 

就讀的科系 

完全自己作主 246 62.6% 

自己與同儕討論 45 11.4% 

自己與家人討論 84 21.4% 

完全聽從父母決定 18 4.6% 

每天上網的時間 

1 小時以下 78 19.9% 

1~3 小時 165 42.0% 

3~5 小時 74 18.8% 

5~7 小時 41 10.4% 

7~9 小時 15 3.8% 

9 小時以上 2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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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測量工具因素分析 

本節主要目的是在進行模型分析之前，需確認本研究測量工具之題項

與問卷信效度，本研究首先必需確認媽寶行為覺知三類型的內涵，再進行

各構面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確保在下一節能進行媽寶行為覺知三類型之

SEM 模型分析。 

壹、問卷題項分析 

為確認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式的穩定性，本研究問卷題項內容設計皆以

引用或修改自著名學者或相關研究之量表內容，再加以進行編修為主，無

自編的問卷構面。以下，就本研究測量工具因素分析，與確認問卷題項後

之樣本資料現況分析兩部分來進行說明。 

一、測量工具因素分析 

本研究問卷各構面與題項的統計分析，主要以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與多元常態檢定之分析結果作為刪題依據，以確立各構面的題項，並確

認各構面之個別項目的信度、潛在變項組成信度與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

萃取都符合標準後，再進行後續 SEM 的模型分析。 

本研究在媽寶行為覺知構面之測量工具，已參考 Hong 等人在 2015

年針對高職學生媽寶行為覺知量表進行問卷設計，但考量研究對象年齡

與學校學習階段有其落差，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必需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用來作為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前的統計分析。本研究問卷量表各構面

之題項分析，茲說明如下： 

（一）媽寶行為覺知量表 

根據文獻探討與測量工具設計，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表現在三個

範疇，分別在生活上、課業（或工作）上，以及人際關係上。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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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討媽寶行為覺知在不同分類上的表現對研究變項的影響，首先，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媽寶行為覺知之分類與命名，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來驗證。 

1. 探索性因素分析與因素命名 

探索性因素分析是在沒有任何限制之下，找出因素的結構；驗

證性因素分析是在已知可能的結構下，驗證是否仍適用（張偉豪，

2011）。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共有18題題項（表3-2），分為三個

子構面，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八題、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五題、人際媽

寶行為覺知五題，本研究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步縮減題項與因素

分析，再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子構面與題項。 

因此，本研究為初步確立媽寶行為覺知量表的建構效度，係使

用主成份法指定三個因子抽取，以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在分

析結果中顯示KMO值為.83，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表4-2），

題項初步判斷則是以反映像相關矩陣對角線之「抽樣適當值」（附錄

二）來看，所有取樣適切性量數（MSA）皆大於標準值.5，表示此

構面所有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張偉豪、鄭時宜，2012），再者，

以轉軸後因素負荷量來看，題項因素負荷量小於.4者，則予以刪除，

包括題項第2、7、9、17、18共五題，保留其餘13題，其解釋總變異

量為44.52%，未達Lattin, Carroll 與 Green（2003）主張至少應該大

於50%的變異量。 

表 4-2 

KMO 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32 

Bartlett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020.940 

df 153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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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刪題後其餘13題再進行第二次EFA，其結果KMO值為.78，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轉軸後因素負荷量第6題為負數，

與同一因素下其他題項差異過大，予以刪除，其解釋總變異量達

54.23%，大於標準值50%的變異量，其他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6。

將第6題刪除後，再以其餘12題進行第三次EFA，其結果KMO值為.77，

Bartlett 球形檢定顯著性為.000，其解釋總變異量達59.83%，轉軸後

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6，轉軸後的成份矩陣、共同性、特

徵值與解釋變異量等相關數值請見表4-3。 

因此，本研究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找出因素

結構，因素1是由第13、14、15、16題共同組成；因素2是由第1、3、

4、5、8題共同組成；因素3是由第10、11、12題共同組成，如表4-3

所示。在因素命名部分，考量本研究施測對象為技職校院學生，題

項內容設計已針對研究對象實際情況略作調整，像是父母對子女在

課業上的幫助（如，父母幫忙寫寒暑假作業），較不會出現在大專

校院學生身上。在因素命名上，本研究改以與人際相關，與生活相

關以及與校務相關的分類來檢視題項與命名，因此，本研究將萃取

出的三因素分別命名為：因素1是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因素2是生活

媽寶行為覺知，因素3是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表 4-3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共同性、特徵值與解釋變異量彙整表 

 題項內容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共同性 

13 父母曾對我說「xxx是壞人，不能跟他做朋

友」。 
.721 -.048 .308 0.532 

14 父母曾對我說「xxx成績太差，少接近他」。 .794 .274 .040 0.707 

15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日記、 

手機、電腦或訊息。 
.791 .152 .023 0.649 

16 父母會在我的FB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635 .281 .224 0.532 

1 我需要爸媽（或他人）叫我起床，防止睡過頭。 .199 .695 .015 0.523 

（續下頁） 

 



99 
 

 題項內容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共同性 

3 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保險、

燈泡），就讓父母（或其他人）處理就好。 
.173 .627 .287 0.505 

4 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

果，像是橘子、文旦之類的）。 
.370 .648 .157 0.581 

5 如果父母跟我去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

幫我提。 
.228 .609 .281 0.502 

8 學校請假、繳費等瑣事，父母都會幫我處理好。 .193 .668 .279 0.561 

10 我跟父母說學校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很不高

興，他們會支持我。 
-.004 .156 .793 0.653 

11 我跟父母說我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他們

會很生氣甚至想到學校抗議。 
.203 .174 .837 0.772 

12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

校施壓。 
.302 .186 .728 0.656 

 特徵值  2.61 2.38 2.19  

 解釋變異量（%） 21.75 19.08 19.00  

 解釋累積變異量（%） 21.75 40.83 59.83  

 信度（Cronbach’s ） .76 .68 .78  

註：KMO=.77。因素負荷量> .600，以粗體顯示。 

以上，是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在進行三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後，

所形成三因素（子構面）的命名經過，後續則先進行二階驗證性因

素分析，以確認構面與子構面之關聯性，再進行一階驗證性因素分

析，來確認各子構面題項之適切性。 

2. 驗證性因素分析 

首先進行媽寶行為覺知構面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其分析結果

為本構面與子構面（三因素）之間路徑皆顯著，在變異數與殘差項

惟第8題為負值，予以刪除，其餘11題再次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圖

4-1），其標準化係數值為.41到.87（小於.95），變異數與殘差項均為

正值且顯著，顯示未發生有違犯估計之現象。在解釋變異量部分，

生活媽寶與人際媽寶有中程度以上的解釋力（R
2
>33%），校務媽寶

有高程度以上的解釋力（R
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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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媽寶行為覺知二階驗證分析圖 

因此，本研究將媽寶行為覺知分為三類型，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保留四題題項，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保留三題題項，在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保留四題題項，此構面總共有11題題項。接著，再分別進行各子

構面之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檢定多元常態性、組成信度與平均變

異數抽取量，以確認各子構面題項之適切性。 

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因素負荷量介於.692與.730之間，偏態

係數絕對值介於.029與1.515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792與2.150之

間，符合所要求之常態分配。在組成信度的部分，根據公式所計算出

之組成信度為.81，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51，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

所示。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

此四題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因素負荷量介於.716與.836之間，偏態

係數絕對值介於.674與1.677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324與3.108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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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符合所要求之常態分配。在組成信度的部分，根據公式所計算出

之組成信度為.83，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62，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

所示。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

此三題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因素負荷量介於.642與.797之間，偏態

係數絕對值介於1.144與1.605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671與2.166

之間，符合所要求之常態分配。在組成信度的部分，根據公式所計算

出之組成信度為.83，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55，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

所示。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

此四題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二）人際互動量表 

人際互動構面共有10題題項（表3-3），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

在因素負荷量部分，第1題、第4題與第10題因素負荷量低於門檻，標

準化係數值部分，第6題超過.95，其餘6題再次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因素負荷量介於.685與.758之間，在常態性

檢定的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 .501與1.310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

於.004與1.587之間，符合所要求之常態分配。 

在組成信度部分，導入公式後所得之組成信度為.87，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為.52，皆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所示。因此，刪除上述四題之

後，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此6

題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三）情緒管理量表 

情緒管理共有5題題項（表3-4），刪除2題因素負荷量小於.5，並執

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因素負荷量介於.826與.933之間，在常態性檢定

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146與.357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於.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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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81之間，符合多元常態分配的要求。 

在組成信度部分，導入公式後所得之組成信度為.90，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為.76，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所示。因此，刪除上述兩題之後，

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此三題

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四）成就動機量表 

成就動機共有12題題項（表3-5），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5與太大標

準誤的8題，並再次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因素負荷量介於.643與.808

之間，在常態性檢定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270與.942之間，峰度

係數絕對值介於.261與1.858之間，符合多元常態分配的要求。 

在組成信度部分，導入公式後所得之組成信度為.82，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為.53，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所示。因此，刪除上述八題之後，

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此四題

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五）網路沉迷量表 

網路沉迷共有6題題項（表3-8），刪除兩題因素負荷量小於.5，並

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因素負荷量介於.621與.824之間，在常態性檢

定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582與.926之間，峰度係數絕對值介

於.013與.593之間，符合多元常態分配的要求。 

在組成信度部分，導入公式後所得之組成信度為.80，平均變異數

抽取量為.51，達到理想指標，如表4-6所示。因此，刪除上述兩題之後，

整體而言，本構面題項各項標準都在可接受範圍內，因此保留此四題

作為後續分析，如表4-5所示。 

二、樣本資料現況分析 

本研究測量工具經由以上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從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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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51題題項，經刪題後，保留28題題項。在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分類為

三個子構面，分別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有四題、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有三

題以及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有四題；在情緒管理有三題、人際互動有六題、

成就動機有四題、網路沉迷有四題，本研究已刪題之正式問卷請詳見附

錄一。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沉迷兩變項受到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之中介變項影響，所產生之關聯性研究。本研究先

依前述問卷題項分析之後結果，進行樣本在「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

沉迷」的現況分析。本研究問卷填答方式為Likert五點量表，填答說明為

5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首先，本研究以受

試者在各類型或構面填答若超過平均值2.5分（滿分5分），即表示受試者

同意自身為媽寶的高覺知族群或網路沉迷高危險族群。因此，我們可以

從表4-4發現，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部分，高覺知族群占總樣本的61.6%；

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部分，高覺知族群占總樣本數的83.7%；在人際媽

寶行為覺知部分，高覺知族群占總樣本數的84.0%；在網路沉迷部分，

高危險族群占總樣本數的72.3%。 

表 4-4 

樣本現況分析整理表 

研究變項 
覺知程度 

人數 
有效比例 累積比例 

生活媽寶 
低覺知 150 38.2 % 38.2 % 

高覺知 243 61.6 % 100 % 

校務媽寶 
低覺知 64 16.3 % 16.3 % 

高覺知 329 83.7 % 100 % 

人際媽寶 
低覺知 63 16.0 % 16.0 % 

高覺知 330 84.0 % 100 % 

網路沉迷 
低覺知 109 27.7 % 27.7 % 

高覺知 284 72.3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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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從構面平均數來看，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平均數為2.19，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平均數為1.73，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平均數為

1.67，情緒管理構面平均數3.48，人際互動構面平均數4.27，成就動機構

面平均數3.84，網路沉迷構面平均數1.98，如表4-5所示。由樣本資料現

況的表現，初步顯示出技職校院學生的媽寶行為覺知傾向與網路沉迷傾

向若從每筆樣本角度來看，超過五成的受試者是屬於高覺知與高危險族

群，但由構面平均數角度來看，媽寶行為覺知傾向與網路沉迷傾向平均

數偏低，因此，後續再繼續以相關分析、路徑分析與差異性比較來檢視

樣本與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與趨勢。 

表 4-5 

各構面題項分析彙整表 

構面 問卷題目 M SD 
構面 

平均數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1. 我會需要爸媽叫我起床，防止睡過頭。 2.45 1.28 

2.19 

2. 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保險絲、

燈泡），就讓父母處理就好。 
2.87 1.12 

3. 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

果，像是橘子、文旦之類的）。 
1.81 1.00 

4. 如果父母跟我去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幫

我提。 
1.62 .86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1. 我跟父母說學校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很不高

興，他們會支持我。 
2.12 1.07 

1.73 
2. 我跟父母說我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會

很生氣甚至想到學校抗議。 
1.68 .86 

3.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

施壓。 
1.38 .63 

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 

1. 父母曾對我說「xxx 是壞人，不能跟他做朋友」。 1.84 1.02 

1.67 

2. 父母曾對我說「xxx 成績太差，少接近他」。 1.56 .81 

3.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日記、

手機、電腦或訊息。 
1.74 1.03 

4. 父母會在我的 FB 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1.56 .8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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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問卷題目 M SD 
構面 

平均數 

情緒管理  

1. 遇到困境或挫折時，我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3.48 .89 

3.48 2. 我是很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3.43 .88 

3. 我能對自我的情緒有很好的調節能力。 3.52 .86 

人際互動 

1. 與同學約會遲到，我會先打電話告知對方自己的

狀況，請他等一下。 
4.39 .62 

4.27 

2. 同學考試成績不如預期而覺得沮喪，我 

鼓勵他不要氣餒。 
4.20 .73 

3. 看到師長或同學拿很重的物品，我會主動上前

幫忙。 
3.95 .83 

4. 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我會主動讓位給老弱婦孺。 4.37 .70 

5.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值得我感謝的人。 4.53 .67 

6. 若我不小心傷害到同學（言語或行為），我會

勇於承擔並主動向對方道歉。 
4.20 .72 

成就動機 

1. 我不怕任務困難，不怕失敗。 3.59 .91 

3.84 
2. 我願意接受改變和反對意見。 3.90 .67 

3. 碰到棘手的問題，我會因時因地來改變做法。 3.95 .66 

4. 我願意長時間付出更大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3.93 .75 

網路沉迷 

1. 我會因為上網而影響成績或工作進度。 1.80 .85 

1.98 
2. 我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 2.18 1.10 

3. 我會在離線後仍對網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 2.04 .95 

4. 我會因為沒有上網而心情鬱悶或感到不耐煩。 1.91 .97 

貳、信度與效度 

一、 信度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衡量標準（cronbach's α），在構念或層面上為信

度α係數在.50至.60之間時，是可以接受的，60至.70之間時，屬於尚佳，

α係數在.70以上是信度高（吳明隆，2008）。本研究問卷題項經刪題後，

共保留28題，由表4-6的結果顯示，其構面信度分別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信度為 .62 （ cronbach's α=.618），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信度為 .78 

（cronbach's α=.779），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信度為.76 （cronbach's α=.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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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信度為 .90 （ cronbach's α= .901），人際互動信度為 .80 

（cronbach's α=.795），成就動機信度為.79 （cronbach's α=.789），網路沉

迷信度為.80 （cronbach's α=.800），各構面α係數皆在0.6以上，信度屬

於尚佳，表示本研究問卷具有一定可信程度。 

二、 收斂效度 

Hair等人（2013）建議，收斂效度（convergence validity）是常用來

評鑑測量模式的指標，其必須考量個別項目的信度、潛在變項組成信度

與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等三項指標。首先，本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個

別項目的因素負荷量都在.5以上且具顯著性，28題的因素負荷量介於.621

與.933之間，皆高於.6數值，符合Hair等人（2013）的建議值；再者，組

成信度（CR）是一個介於0至1的比值，此數值越高代表「真實變異佔總

變異的比例越高」，亦即內部一致性也是越高，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

Fornell與Larcker （1981） 則是建議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能達到.6以上，

本研究各構面組成信度介於.802與.902之間，皆在.6以上，代表內部具有

一致性；最後，Fornell與Larcker （1981）及Bagozzi 與 Yi （1988） 建

議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萃取（AVE）最好能超過.5，本研究各構面介於.506

與.756之間，符合建議標準。 

因此，本研究測量工具在此三項指標均符合標準，表示本研究問卷

量表在各構面是具有收斂效度，相關數值請見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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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收斂效度彙整表 

構面 
因素 

負荷量 

組成信度

（CR） 

平均變異數

萃取量

（AVE） 

cronbach’s α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692 

.806 .510 .618 
.737 

.730 

.697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797 

.827 .616 .779 .836 

.716 

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 

.713 

.826 .545 .758 
.790 

.797 

.642 

情緒管理 

.826 

.902 .756 .901 .933 

.845 

人際互動 

.758 

.865 .517 .795 

.700 

.727 

.737 

.685 

.705 

成就動機 

.752 

.815 .525 .789 
.808 

.685 

.643 

網路沉迷 

網路沉迷 

.621 

.802 .506 .800 
.684 

.824 

.701 

三、 區別效度 

本研究利用平均變異量抽取量來判定區別效度，每一個構面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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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抽取量必須大於各成對變項間之相關係數平方值（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4-7所示，對角線為該構面之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其餘數值

則為兩構面之標準化相關係數平方值，若兩構面有區別效度的話，兩兩

構面的相關係數平方值均應小於該兩構面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由表4-4

的結果顯示，兩兩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平方值均小於該兩構面的平均變

異數抽取量，整體而言，構面與構面之間是具獨立性的，顯示本研究問

卷是具有區別效度。 

表 4-7 

區別效度彙整表 

 

  

 
生活 

媽寶 

校務 

媽寶 

人際 

媽寶 

情緒 

管理 

人際 

互動 

成就 

動機 

網路

沉迷 

生活媽寶 .510       

校務媽寶 .101 .616      

人際媽寶 .058 .147 .545     

情緒管理 .027 .023 .002 .756    

人際互動 .064 .018 .025 .073 .517   

成就動機 .092 .052 .004 .102 .197 .525  

網路沉迷 .059 .032 .037 .053 .110 .063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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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校務與人際三類媽寶行為覺知模型比較 

本節主要目的在針對媽寶行為覺知一階結構方程模式的檢定，包含模

型估計與配適度分析，再進行三類型的 SEM 模型的比較與討論，茲說明

如下。 

壹、相關分析 

本研究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前，利用 Bollen（1989）提出的 SEM

分析的二階段準則，這一步驟主要是為了先了解 SEM 分析的可行性，如

果有外生潛在變數之間相關過高時（大於.85），則表示共線性可能存在，

在執行 SEM分析時可能得到係數方向相反的結果，進而導致錯誤的推論，

若外生潛在變項與內生潛在變項之間相關太低，可能造成模型沒有解釋能

力及路徑不顯著的結果。張偉豪、鄭時宜（2012）也提出變項之間相關性

的重要性，當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太高的時候，會導致多元共線性

（multi-collinearity）的產生，而完全相關會產生奇異點，因此，變項之間

相關不宜過高或太低。 

本研究先進行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茲將七個主要研究變項（構

面）與一個背景變項的相關係數列於表 4-8。七個構面間呈現中度相關，

表示本研究變項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關係，且無過高趨勢，因此可避免產生

多元共線性而影響模式解釋。惟人際媽寶行為覺知變項與情緒管理以及成

就動機無顯著相關性；其他構面之間，在生活、校務媽寶行為覺知部分皆

與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呈現負相關，表示生活與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若較低，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成就動機就愈高；而三類媽寶行為覺

知皆與網路沉迷呈現正相關，表示媽寶行為覺知愈低，網路沉迷傾向愈低，

若媽寶行為覺知愈高，網路沉迷傾向也愈高；在平均每日上網時間部分，

與網路沉迷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表示上網時間長與網路沉迷傾向愈高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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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係。 

表 4-8 

各變項之相關係數摘要表 

 
生活 

媽寶 

校務 

媽寶 

人際 

媽寶 

情緒 

管理 

人際 

互動 

成就 

動機 

網路 

沉迷 

上網

時間 

生活媽寶 —        

校務媽寶 .318** —       

人際媽寶 .241** .384** —      

情緒管理 -.164** -.150** -.049 —     

人際互動 -.253** -.328** -.157** .271** —    

成就動機 -.303** -.228** -.064 .319** .444** —   

網路沉迷 .243** .180** .191** -.230** -.332** -.250** —  

上網時間 .100* .067 .073 -.232** -.300** -.78** .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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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違犯估計檢定 

有時在 SEM估計時會出現一些參數估計值違反統計所能接受的範圍，

統稱為「違犯估計」，Hair 等人（2013）提出違犯估計包括以下四項：（1）

負的誤差變異數；（2）誤差變異數不顯著；（3）標準化迴歸係數絕對值接

近或超過 1；（4）有過大的標準誤。從違犯估計檢定表 4-9 果顯示，所有

的誤差變異數均為正值，也均達到顯著，表示每個誤差變異數存在，標準

化迴歸係數並沒有超過 1，也沒有過大的標準誤，因此本研究模型沒有違

犯估計的情況發生。 

表 4-9 

違犯估計檢定表 

誤差變異數

名稱 
估計值 標準誤（SE） C.R.（t-value） 顯著性（p-value） 

e1 .459 .123 10.524 *** 

e2 .363 .089 11.123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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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變異數

名稱 
估計值 標準誤（SE） C.R.（t-value） 顯著性（p-value） 

e3 .547 .082 9.656 *** 

e4 .589 .059 9.065 *** 

e5 .629 .046 10.151 *** 

e6 .823 .024 6.298 *** 

e7 .693 .013 9.388 *** 

e8 .737 .049 8.192 *** 

e9 .887 .032 3.579 *** 

e10 .482 .064 11.172 *** 

e11 .410 .051 11.422 *** 

e12 .652 .028 9.429 *** 

e13 .584 .026 10.166 *** 

e14 .634 .028 9.656 *** 

e15 .533 .025 10.574 *** 

e16 .578 .035 10.218 *** 

e17 .608 .039 9.935 *** 

e18 .836 .027 8.650 *** 

e19 .833 .026 4.104 *** 

e20 .823 .026 9.032 *** 

e21 .758 .046 7.599 *** 

e22 .736 .024 8.118 *** 

e23 .648 .026 9.631 *** 

e24 .523 .038 10.730 *** 

e25 .620 .045 10.260 *** 

e26 .703 .066 9.253 *** 

e27 .834 .045 5.970 *** 

e28 .694 .050 9.396 *** 

***p < .001. 

參、模型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以過去相關研究文獻做為模型建構基礎，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

出模型之適切性，將以 Amos20.0 來進行模式配適度考驗。本研究架構以

媽寶行為覺知一階模型為主，將媽寶行為覺知分類為三個子構面，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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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並以此三模

型進行一階驗證模型。 

因此，本小節主要目的是在分析媽寶行為覺知三類型之一階驗證模型，

並比較模型的適切性與穩定性，茲說明如下。 

一、 生活媽寶 SEM 模型 

在生活媽寶 SEM 模型（以下簡稱類型 1）部分，各構面的題項，其

因素負荷量介於.599 至.929 之間，符合建議指標 0.5 以上，在標準化迴

歸係數絕對值沒有接近或超過 1，且誤差變異數皆顯著，表示無違犯估

計。在多元常態檢定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029 至 1.515 之間 ，峰

度係數絕對值介於.004 至 2.155 之間，皆符合門檻，可視為常態。接著，

再進一步針對絕對配適度指數、相對配適度指數及精簡配適度指數進行

模型配適度之衡量，以瞭解模型的配適情形（王保進，2004；邱浩政，

2003），茲說明如下： 

(一) 模型配適度分析 

1. 絕對適配度指數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1.96（p > .05），模型契合度良

好，同時 RMSEA 指數為.05，低於.08 的門檻，RMR 與 SRMR 為

分別為.076 與.091，皆大於指標值 0.05，不符合良好配適值。AGFI、

GFI 需達到.8 以上，表示具有理想的契合度，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模

式 AGFI 為.90，GFI 為.921，皆符合標準值.8 以上。 

2. 相對適配度指數 

相對適配度指數可參考 NNFI、CFI、NFI、IFI 等數值，數值若

大於 0.9 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大於.8 則表示模式適配度可接

受（Hu & Bentler, 1999）。本研究之 NNFI 值為.926、CFI 值為.936、

IFI 值為.936，皆符合標準值.9 以上。惟 NFI 值為.878，略小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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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沒有符合達到大於.9 的標準。 

3. 精簡適配度指數 

在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PNFI、PGFI、PCFI 等數值，需達到.5

以上，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本研究 PNFI 值為.765、PGFI 值

為.729、PCFI 值為.815，皆符合標準值.5 以上。 

表 4-10 

類型 1 之統計檢定量整理表 

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2 /df 

（p 值） 

358.795/183=1.961

符合 

（p = 0.00） 符合 

2 /df<5 

（Schumacker & Lomax, 2004） 

p >.05 

良性適配度指標   （GFI） .921   符合 >.8（Doll, Xia & Torkzadeh, 1994） 

調整良性適配度指 （AGFI） .900   符合 >.8（MacCallum & Hong, 1997） 

均方根誤差       （RMR） .076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 .091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漸進誤差均方根  （RMSEA） .050   符合 
<.08（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相對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非規準適配指標   （NNFI） .926   符合 > .9 （Hu & Bentler,1999） 

比較適配指標     （CFI） .936   符合 > .9 （Bentler,1995） 

增值適配指標     （IFI） .936   符合 > .9 （Bentler,1995） 

規準適配指標     （NFI） .878 不符合 > .9 （Bentler,1995） 

精簡適配指標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簡效規範適配指標（PNFI） .765   符合 >.5 （Hu & Bentler,1999） 

簡效良性適配指標（PGFI） .729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簡效比較適配指標（PCFI） .815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在評估結構方程模式是否理論模式與資料結構是否契合，黃芳銘

（2004）建議以多數決為評判標準。Byrne（2010）提出應用 SEM 作

為理論模型的驗證時，不錯的模型配適度是 SEM 分析的必要條件。

本研究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模型大部分的配適度指標皆符合良好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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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表 4-10，僅在 SRMR 與 NFI 值為可接受數值，因此，生活媽寶

SEM 模型的配適指標幾乎可算是所有指標皆符合標準，即可認為模式

適合。綜合上述各指標的配適度檢驗結果顯示，此一模型具良好的配

適度，表示類型 1 與樣本資料的配適良好。 

(二) 類型 1 模型路徑分析 

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面，路徑係數大小表示自變數對應變數影

響的大小，SEM 分析將變數的影響大小解構為總效果是直接效果與間

接效果的加總。所以，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模型路徑係數較好的解釋應

以總效果來顯示，較能說明模型變數的影響大小。生活媽寶 SEM 模型

中的路徑係數均顯著，如圖 4-2 所示，除了媽寶行為覺知→成就動機

的路徑係數與總效果不一致，其他路徑係數均與總效果一致，亦即路

徑的兩構面之間均呈現顯著影響，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類型 1 之路徑係數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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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模型路徑方向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C.R. P 值 

情緒管理 <--- 生活媽寶覺知 -.228 .074 -3.268 ** 

人際互動 <--- 生活媽寶覺知 -.385 .056 -4.617 *** 

成就動機 <--- 生活媽寶覺知 -.244 .075 -3.152 ** 

成就動機 <--- 情緒管理 .224 .050 4.100 *** 

成就動機 <--- 人際互動 .405 .101 5.789 *** 

網路沉迷 <--- 成就動機 -.342 .053 -5.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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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類型 1 之路徑係數圖 

(三) 討論 

影響技職校院生活媽寶學生網路沉迷的模式如圖 4-2 所示，研究

結果顯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情緒管理的影

響情形，皆屬於負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低，

其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情緒管理的表現就愈好，其中又以對人際互

動的影響最大；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的影響，皆是正向預

測關係，也就是說，人際互動愈好或情緒管理愈好，其成就動機就愈

高，其中又以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的影響較大；技職校院校生活媽寶

學生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則是負向預測關係，表示成就動機愈高，

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類型 1 模型顯示出研究變項之間的關聯性，若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則其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成就動機就愈高，

而成就動機愈高，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現象就會愈低。因此，情緒管

理與人際互動的提升，可以幫助提升其成就動機，若成就動機愈高，則

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 

  

-.342*** -.244** 

.405*** 

.224*** -.228** 

-.385***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網路沉迷 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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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務媽寶 SEM 模型 

在校務媽寶 SEM 模型（以下簡稱類型 2）部分，各構面的題項，其

因素負荷量介於.606 至.929 之間，符合建議指標.5 以上，在標準化迴歸

係數絕對值沒有接近或超過 1，且誤差變異數皆顯著，表示無違犯估計。

在多元常態檢定方面，偏態係數絕對值介於.146 至 1.677 之間 ，峰度係

數絕對值介於.013 至 3.108 之間，皆符合門檻，可視為常態。接著，再

進一步針對絕對配適度指數、相對配適度指數及精簡配適度指數進行模

型配適度之衡量，以瞭解模型的配適情形（王保進，2004；邱浩政，2003），

茲說明如下： 

(一) 模型配適度分析 

1. 絕對適配度指數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2.049（p > .05），模型契合度

良好，同時 RMSEA 指數為.052，低於.08 的門檻，RMR 為.052，略

高於門檻.05，SRMR 為.078，雖良好配適需小於.05，但仍為可接受

配適。AGFI、GFI 需達到.8 以上，表示具有理想的契合度，校務媽

寶行為覺知模式 AGFI 為.899，GFI 為.941，皆符合標準值.8 以上。 

2. 相對適配度指數 

相對適配度指數可參考 NNFI、CFI、NFI、IFI 等數值，數值若

大於.9 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大於.8 則表示模式適配度可接受

（Hu & Bentler, 1999）。本研究之 NNFI 值為.932、CFI 值為.941、IFI

值為.942，皆符合標準值.9 以上。惟 NFI 值為.893，略小於標準值，

沒有符合達到大於.9 的標準。 

3. 精簡適配度指數 

在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PNFI、PGFI、PCFI 等數值，需達到.5

以上，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本研究 PNFI 值為.770、PGF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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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720、PCFI 值為.813，皆符合標準值.5 以上。 

表 4-12 

類型 2 之統計檢定量整理表 

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2 /df 

（p 值） 

336.001/164=2.049    

           符合 

 （p = 0.00）符合 

2 /df<5 

（Schumacker & Lomax, 2004） 

p >.05 

良性適配度指標   （GFI） .941   符合 >.8（Doll, Xia & Torkzadeh, 1994） 

調整良性適配度指 （AGFI） .899   符合 >.8（MacCallum & Hong, 1997） 

均方根誤差       （RMR） .052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 .078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漸進誤差均方根  （RMSEA） .052   符合 
<.08（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相對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非規準適配指標   （NNFI） .932   符合 > .9 （Hu & Bentler,1999） 

比較適配指標     （CFI） .941   符合 > .9 （Bentler,1995） 

增值適配指標     （IFI） .942   符合 > .9 （Bentler,1995） 

規準適配指標     （NFI） .893 不符合 > .9 （Bentler,1995） 

精簡適配指標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簡效規範適配指標（PNFI） .770   符合 >.5 （Hu & Bentler,1999） 

簡效良性適配指標（PGFI） .720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簡效比較適配指標（PCFI） .813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一，在評估結構方程模式是

否理論模式與資料結構是否契合，黃芳銘（2004）建議以多數決為評

判標準。Byrne（2010）提出應用 SEM 作為理論模型的驗證時，不錯

的模型配適度是 SEM 分析的必要條件。本研究校務媽寶 SEM 模型大

部分的配適度指標皆符合良好配適，請見表 4-12，僅在 SRMR 與 NFI

值為可接受數值，因此，校務媽寶 SEM 模型的配適指標幾乎可算是所

有指標皆符合標準，即可認為模式適合。綜合上述各指標的配適度檢

 



118 
 

驗結果顯示，此一模型具良好的配適度，表示類型 2 與樣本資料的配

適良好。 

(二) 類型 2 模型路徑分析 

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面，路徑係數大小表示自變數對應變數影

響的大小，SEM 分析將變數的影響大小解構為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

接效果，總效果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所以，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模型路徑係數較好的解釋應以總效果來顯示，較能說明模型變數

的影響大小。校務媽寶 SEM 模型如圖 4-3 所示，模型中在校務媽寶行

為覺知對成就動機的路徑係數是無顯著，其他路徑係數均顯示顯著，

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類型 2 之路徑係數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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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模型路徑方向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C.R. P 值 

情緒管理 <--- 校務媽寶覺知 -.186 .064 -3.169 ** 

人際互動 <--- 校務媽寶覺知 -.418 .048 -6.039 *** 

成就動機 <--- 校務媽寶覺知 -.048 .063 -.754 n.s. 

成就動機 <--- 情緒管理 .257 .050 4.690 *** 

成就動機 <--- 人際互動 .472 .104 6.418 *** 

網路沉迷 <--- 成就動機 -.332 .053 -5.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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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類型 2 之路徑係數圖 

(三) 討論 

影響技職校院校務媽寶學生網路沉迷的模式如圖 4-3 所示，研究

結果顯示，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的影響情形，是

負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其在人際互動與

情緒管理表現就愈好，又以對人際互動的影響較大；校務媽寶行為覺

知對成就動機無預測關係，而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的影響，

則是正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人際互動或是情緒管理愈好，則成就

動機就會愈高，又以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的影響較大；技職校院校校

務媽寶學生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是負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成就

動機愈高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類型 2 模型顯示出研究變項之間的關聯性，若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則其情緒管理、人際互動就愈高，對成就動機

則無直接影響，而成就動機愈高，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現象就愈低。

因此，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的提升，可以幫助提升其成就動機，若成就

動機愈高，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此結果與前述類型 1 相似。 

三、 人際媽寶 SEM 模型 

在人際媽寶 SEM 模型（以下簡稱類型 3）部分，各構面的題項，其

-.332*** -.048 

.472*** 

.257*** -.186** 

-.418***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網路沉迷 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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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負荷量介於.515 至.934 之間，符合建議指標.5 以上，在標準化迴歸

係數絕對值沒有接近或超過 1，且誤差變異數皆顯著，表示無違犯估計。

以下對模型適配度與路徑分析說明如下： 

(一) 模型配適度分析 

1.  絕對適配度指數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2.25（p > .05），模型契合度良

好，同時 RMSEA 指數為.066，低於.08 的門檻，RMR 為.063，略高

於門檻.05，SRMR 為.091 超過可接受配適值.08 的門檻。AGFI、GFI

需達到.8 以上，表示具有理想的契合度，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模式

AGFI 為.845，GFI 為.877，皆符合標準值.8 以上。 

2.  相對適配度指數 

相對適配度指數可參考 NNFI、CFI、NFI、IFI 等數值，數值若

大於.9 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大於.8 則表示模式配適度可接受

（Hu & Bentler, 1999）。本研究之 NNFI 值為.871、CFI 值為.888、IFI

值為.889、NFI 值為.817，雖沒有達到大於.9 以上的良好配適標準，

但符合可接受配適度.8 以上。 

3.  精簡適配度指數 

在精簡適配度指標部分，PNFI、PGFI、PCFI 等數值，需達到.5

以上，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配適度。本研究 PNFI 值為.712、PGFI 值

為.695、PCFI 值為.774，皆符合標準值.5 以上。 

表 4-14 

類型 3 之統計檢定量整理表 

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2 /df 

（p 值） 

411.078/183=2.25

符合 

（p = 0.00） 符合 

2 /df<5 

（Schumacker & Lomax, 2004） 

p >.05 

良性適配度指標   （GFI） .877   符合 >.8（Doll, Xia & Torkzadeh, 199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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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調整良性適配度指 （AGFI） .845   符合 >.8（MacCallum & Hong, 1997） 

均方根誤差       （RMR） .063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 .091 不符合 <.05（Joreskog & Sorbom, 1984） 

漸進誤差均方根  （RMSEA） .066   符合 
<.08（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 

相對適配指標 

（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非規準適配指標   （NNFI） .871 不符合 > .9 （Hu & Bentler,1999） 

比較適配指標     （CFI） .888 不符合 > .9 （Bentler,1995） 

增值適配指標     （IFI） .889 不符合 > .9 （Bentler,1995） 

規準適配指標     （NFI） .817 不符合 > .9 （Bentler,1995） 

精簡適配指標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統計結果 期望結果 

簡效規範適配指標（PNFI） .712   符合 >.5 （Hu & Bentler,1999） 

簡效良性適配指標（PGFI） .695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簡效比較適配指標（PCFI） .774   符合 >.5 （Mulaik et al., 1989） 

在評估結構方程模式是否理論模式與資料結構是否契合，黃芳銘

（2004）建議以多數決為評判標準。Byrne（2010）提出應用 SEM 作為

理論模型的驗證時，不錯的模型配適度是 SEM 分析的必要條件。人際

媽寶行為覺知模型的配適指標，請見表 4-14，在相對適配指標部分，估

計數值雖小於.9 的良好配適度指標，但大於.8 仍表示模式配適度是可接

受的（Hu & Bentler, 1999），因此，人際媽寶 SEM 模型的配適指標幾乎

可算是所有指標皆符合標準，即可認為模式適合。綜合上述各指標的配

適度檢驗結果顯示，此一模型具可接受的配適度，表示類型 3 與樣本資

料的配適度尚可。 

(二) 類型 3 模型路徑分析 

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方面，路徑係數大小表示自變數對應變數影

響的大小，SEM 分析將變數的影響大小解構為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

接效果，總效果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所以，人際媽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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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模型路徑係數較好的解釋應以總效果來顯示，較能說明模型變數

的影響大小。人際媽寶 SEM 模型如圖 4-4 所示，模型中在人際媽寶行

為覺知對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路徑係數是無顯著，其他路徑係數均

顯示顯著，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類型 3 之路徑係數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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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類型 3 之路徑係數圖 

分析模型路徑方向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C.R. P 值 

情緒管理 <--- 人際媽寶覺知 -.041 .071 -.600 n.s. 

人際互動 <--- 人際媽寶覺知 -.213 .048 -2.814 ** 

成就動機 <--- 人際媽寶覺知 -.027 .068 -.386 n.s. 

成就動機 <--- 情緒管理 .250 .062 3.723 *** 

成就動機 <--- 人際互動 .388 .125 4.729 *** 

網路沉迷 <--- 成就動機 -.239 .060 -3.136 ** 

-.239** -.027 

.388*** 

.250*** -.04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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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 

影響技職校院人際務媽寶學生網路沉迷的模式如圖 4-4 所示，研

究結果顯示，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的影響是負向預測關係，

也就是說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則人際互動表現就愈好，但人際媽

寶行為與情緒管理以及成就動機則無預測關係；再者，人際互動與情

緒管理對成就動機的影響，皆是非常顯著且正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

人際互動愈好或情緒管理愈好，成就動機就會愈高；校務媽寶學生之

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則是負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成就動機愈高，則

網路沉迷傾向就會愈低。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類型 3 中研究變項之間的關聯性，若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愈低，則其人際互動就愈高，但對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無直接

影響，而成就動機愈高，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現象就愈低。因此，情

緒管理與人際互動的提升，可以幫助提升其成就動機，若成就動機愈高，

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此結果與前述類型 1 以及類型 2 相似。 

肆、媽寶行為覺知模型比較 

以上分析過程為本研究三類型之模型配適情形，以下再分別探討模型

適切性與穩定性，茲說明如下： 

一、模型適切性 

(一) 配適度指標 

由以上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模型配適度分析發現（詳見表

4-16），類型 1 在絕對適配指標有兩項指標 RMR 與 SRMR 不符合門檻

標準，在相對指標的 NFI 指標為尚可，其他指標皆符合良好適配指標。

類型 2 在絕對適配指標有 RMR 不符合門檻標準，SRMR 數值為尚可，

在相對指標的 NFI 指標為尚可，其他指標皆符合良好適配指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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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絕對適配指標有兩項指標 RMR 與 SRMR 不符合門檻標準，在四

項相對指標皆為尚可。 

因此，若以配適度層面來評估三類模型，類型 1 與類型 2 屬於良

好配適模型，類型 3 屬於可接受配適模型。 

表 4-16 

本研究三類型之模型配適指標整理比較表 

絕對適配指標 
類型 1 類型 2 類型 3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2 /df 1.961   符合 2.049   符合  2.250   符合 

GFI .921   符合 .941   符合   .877   符合 

AGFI .900   符合 .899   符合 .845   符合 

RMR .076 不符合 .052 不符合  .063 不符合 

SRMR .091 不符合 .078   尚可 .091 不符合 

RMSEA .050   符合 .052   符合 .066   符合 

相對適配指標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NNFI .926   符合 .932   符合 .871   尚可 

CFI .936   符合 .941   符合 .888   尚可 

IFI .936   符合 .942   符合 .889   尚可 

NFI .878   尚可 .893   尚可 .817   尚可 

精簡適配指標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統計結果 

PNFI .765   符合 .770   符合 .712   符合 

PGFI .729   符合 .720   符合 .695   符合 

PCFI .815   符合 .813   符合 .774   符合 

(二) 樣本數 

在 SEM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裡，樣本數愈大，愈容易拒絕（p<.05），

愈易犯型Ⅱ錯誤，配適度指標的 GFI 與 SRMR 為重要指標，但 GFI

會隨著樣本數及估計參數的增加而增加，而 SRMR 則是會隨著樣本數

及估計參數的增加而愈小，在 CFI 與 RMSEA 相對較不受樣本數的影

響，然而良好的配適僅能說明樣本資料與模型的具良好配適而已

（Kline, 2011, p193）。因此，檢視本研究樣本數的合理性，在整體模

型與各模型的 CFI 與 RMSEA 指標中（表 4-17），三類型在相同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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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類型 1與類型 2顯示樣本數已經足以呈現樣本與模型的配適程度，

是較具參考價值的模型。 

表 4-17 

本研究三類型之模型 CFI 與 RMSEA 數值比較表 

絕對配適 

指標 
類型 1 類型 2 類型 3 期望結果 

CFI .936 .941 .888 數值> .9 

RMSEA .050 .052 .066 數值<.08 

二、模型穩定性 

(一) 巣形比較 

Cheung 與 Rensvold（2002）提出實務上的顯著性，經由不同情

境的假設下，執行不變性的比較，發現 CFI 指標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經過模擬後發現△CFI≦0.01，則稱兩巢形結構模型之間沒有差異；另

外，Little（1997）則是提出若是△TLI≦0.05 表示在巢形結構模型之

間是沒有差異的。 

本研究三個一階模型不變性比較發現，在△CFI 方面，類型 1 與

類型 2 相近（表 4-18）。在△TLI 方面，發現同樣結果，也就是類型 1

與類型 2 相近（表 4-19）。 

 

表 4-18 

CFI 指標值之巢形比較 

交叉效度 CFI △CFI △CFI 統計結果（△CFI ≤ .01*） 

類型 1 .936    

類型 2 .941  0.005*  類型 1 與類型 2 相近 

類型 3 .888 0.048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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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TLI 指標值之巢形比較 

交叉效度 TLI △TLI △TLI 統計結果（△TLI ≤ .05*） 

類型 1 .926    

類型 2 .932  0.006*  類型 1 與類型 2 相近 

類型 3 .871 0.055 0.061  

(二) 非巢形比較 

就非巢形競爭模型指標來看，表 4-20 所示，在四項指標當中，都

顯示類型 2 的指標數值相對是最小的，因此本研究宣稱比較結果為類

型 2 是較佳模式，也就是說，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一階模型為三個類型

中較穩定的模型。 

表 4-20 

三類型之競爭配適指標整理比較表 

競爭配適指標 

（Competitive model fit） 
類型 1 類型 2 類型 3 

比較結果 

（愈小愈好） 

赤池資料標準（AIC） 454.795 428.001 507.078 類型 2 

貝氏資訊標準（BIC） 645.538 610.796 682.060 類型 2 

非集中性參數（NCP） 175.795 172.001 228.078 類型 2 

期望交叉效度指標（ECVI） 1.160 1.092 1.798 類型 2 

競爭模型分成巢形比較與非巢形比較，由以上比較結果來看，雖然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一階模型相較之下較為穩定，而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一

階模型與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一階模型較相近，不過在△TLI 部分（巢形

比較），其實三類型之一階模型的差異極小。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媽

寶行為覺知模型是具有穩定性的，我們可以從類型 1、類型 2、類型 3

三種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面向去解釋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型，也就是說以不

同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去理解對其他構面的影響程度。因此，研究者可

宣稱其假設模型與樣本資料是配適的，並且此假設模型運用在其他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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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一樣適用的。 

綜合以上模型穩定性的比較，顯示本研究模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model stability），模型結構非隨機產生，是具有提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價值。最後，根據本研究問題三：比較技職校院學生不同類型媽寶行為

覺知模型之整體適配度，本研究發現，類型 1 與類型 2 相近，若以競爭

配適指標來看，類型 2 較佳，但由巢形比較來看，三類型的差異極小。

因此，本研究可以宣稱在校務媽寶 SEM 模型（類型 2）是最穩定的，若

以較高門檻來檢視，生活媽寶 SEM 模型（類型 1）與校務媽寶 SEM 模

型（類型 2）是較具參考價值，但若以較寬鬆的角度來看，三類型之模

型都有其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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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路徑分析與假設驗證 

本節主要目的是在探討本研究三類型之路徑係數其表現的意義，以及

分析在變項間相互影響的路徑效果值，最後，再針對本研究模型假設進行

驗證，茲說明如下。 

壹、路徑係數比較 

根據模型穩定性分析結果，我們可以比較技職校院媽寶學生網路沉迷

的三類型之路徑係數（表 4-21），在人際互動方面，都受到三類型的媽寶

行為覺知的顯著影響，尤其是校務媽寶的負向影響最大；在情緒管理方面，

不受人際媽寶影響，而生活媽寶的負向影響最大；在成就動機部分，成就

動機不受校務與人際媽寶影響，但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低，成就動機就愈

高；在網路沉迷部分，生活、校務、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皆與網路沉迷變項

間呈現正相關，在三類型中，可看出其成就動機都與網路沉迷呈現負向預

測關係，顯示若媽寶的成就動機愈高，網路沉迷表現就愈低；在人際互動

與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影響部分，無論哪一種媽寶覺知類型都具有非常顯

著的正向預測關係，也就是說人際互動愈好，成就動機愈高，而情緒管理

能力愈好，成就動機也愈高。 

經由研究結果分析發現，生活、校務與人際媽寶行為覺知都會影響學

生在人際互動的發展，生活與校務媽寶行為覺知還會影響學生的情緒管理

能力，而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甚至還影響學生的成就動機，此外，三類型媽

寶的成就動機都會直接影響網路沉迷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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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本研究三類型之路徑係數整理比較表 

路徑方向 類型 1 顯著性 類型 2 顯著性 類型 3 顯著性 

人際互動 <--- 媽寶行為覺知 -.385 *** -.418 *** -.213 ** 

情緒管理 <--- 媽寶行為覺知 -.228 ** -.186 ** -.041 n.s. 

成就動機 <--- 媽寶行為覺知 -.244 ** -.048 n.s. -.027 n.s. 

網路沉迷 <--- 成就動機 -.342 *** -.332 *** -.239 ** 

成就動機 <--- 人際互動 .405 *** .472 *** .388 *** 

成就動機 <--- 情緒管理 .244 *** .257 *** .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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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研究問題三：比較技職校院學生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模型其

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之相關為何？本研究在媽寶行

為覺知部分，分為生活媽寶、校務媽寶與人際媽寶，而生活媽寶與校務媽

寶在相關分析中皆與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具

有相關性，但經由技職校院媽寶學生網路沉迷模型關聯性分析之後發現，

生活媽寶在模型中對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仍具有影響力，但

校務媽寶在此模型中對成就動機失去影響力，而人際媽寶部分，原本對情

緒管理與成就動機就無相關性，自然在模型中也無顯著影響。 

因此，經由以上三類型之模型路徑分析，本研究發現媽寶行為覺知對

成就動機的影響只出現在類型 1 中，若生活媽寶覺知愈低，成就動機就會

愈高；在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的因果關係，三類型都是呈現成就動機愈高，

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再者，三類型媽寶對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的影響，

都是對人際互動的影響較大（路徑係數較大），同樣的，在三類型中，人

際互動對成就動機的影響也比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的影響大，可見得「人

際互動」在三類型之模型中最具重要性。最後，在三類型之研究變項間的

共同因果關係是，若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愈好，可以幫助提升其成就動機，

而成就動機愈高，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低。但是，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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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是沒有直接影響的，而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則是對成就

動機無直接影響，本研究後續必需再釐清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是否具有中

介影響效果。 

推論本研究結果，顯示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影響層面較廣，或許並非

是最具有影響力，但是卻會將問題帶入各層面，如同本研究技職校院媽寶

學生的網路沉迷模式與日前希臘以及韓國大學研究結果相似，父母的教養

方式決定孩子使用網路沉迷的程度，「直升機父母」容易教養出手機成癮

的孩子，因為孩子覺得缺乏家庭溫暖，令他們易產生負面情緒，不懂得與

他人溝通，寧願上網「自得其樂」。 

貳、路徑效果比較 

本研究共三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模型，具體而言，變項之間的關聯性

以路徑係數為各構面之間的直接效果，而變項路徑總效果等於直接效果加

上間接效果，若欲觀察變項間接效果是否存在，必需再以雙尾顯著性檢定

與信賴區間來做判定，若 p-value< .05 與 95%信賴區間未包含 0，表示間接

效果存在。茲就各類型之路徑關係說明如下。 

一、類型 1 中介效果分析 

在路徑分析部分，類型 1 路徑皆顯著成立，表示各變項之間路徑存

在直接效果，而路徑總效果為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若存在間接效果，

則表示變項到變項之間可能有中介變項產生影響。本研究為檢定研究模

型路徑間是否存在中介效果，先判讀各變項之間間接效果數值，發現生

活媽寶到成就動機為-.207、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為.154、情緒管理到網

路沉迷為-.077 以及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為-.139，因此使用 Bootstrap ML

執行 Bootstrap 估計法 1000 次，用以判定間接效果是否顯著，模型 1 間

接效果檢定表請見表 4-22。研究結果可知，生活媽寶到成就動機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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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 p=.003（p<.05）、情緒管理到網路沉

迷 p=.004（p<.05）以及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 p=.001（p<.05），再者，

95%信賴區間皆未包含 0，表示具有顯著間接效果的存在。 

表 4-22 

類型 1 間接效果標準化係數與 95%信賴區間檢定表 

間接效果 
生活媽寶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Β 95%CI β 95%CI β 95%CI 

成就動機 -.207* [-.34, -.11] ...  ...  

網路沉迷 .154* [.05, .23] -.077* [-.10, -.02] -.139* [-.28, -.09] 

註：CI=信賴區間。*p < .05.  

因此，在類型 1 的路徑分析裡，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探討哪些變項間

存在間接效果，茲說明如下： 

生活媽寶到成就動機總效果為-.451，是包含生活媽寶至成就動機的

直接效果（-.244），與生活媽寶→情緒管理→成就動機，以及生活媽寶

→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207。因此，本研究推論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可經由人際互動或情緒管理的中介效果，進而與成就

動機產生間接關係。 

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154，是包含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的

直接效果（0），與生活媽寶→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生活媽

寶→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沉迷，以及生活媽寶→成就動機→網路

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154。因此，本研究推論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可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以及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與網路沉迷

產生間接關係。 

再者，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077，是包含情緒管理到網路

沉迷的直接效果，與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

值為-.077。因此，本研究推論類型 1 中情緒管理經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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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139，

是包含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的直接效果，與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

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139。因此，本研究推論類型 1 中人際互動

經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 

最後，根據本研究問題四與問題五，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網路沉迷

模型（類型 1），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可經由情緒管理與人

際互動的中介效果對其產生間接影響。再者，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其情緒

管理、人際互動可以透過成就動機間接影響網路沉迷。 

二、類型 2 中介效果分析 

在路徑分析部分，類型 2 路徑係數除了媽寶行為覺知→成就動機未

達顯著，其餘皆成立，表示路徑顯著之各變項之間路徑存在直接效果，

而路徑總效果為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若存在間接效果，則表示變項到

變項之間可能有中介變項產生影響。類型2各變項之間的間接效果數值，

校務媽寶到成就動機為-.245、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為.097、情緒管理到

網路沉迷為-.085 以及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為-.156，因此使用 Bootstrap 

ML方法來判定間接效果是否顯著，模型 2間接效果檢定表請見表 4-23。

由研究結果可知，校務媽寶到成就動機 p=.001、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

p=.002、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 p=.002 以及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 p=.001

等皆小於.05，再者，95%信賴區間皆未包含 0，表示間接效果顯著存在。 

表 4-23 

類型 2 間接效果標準化係數與 95%信賴區間檢定表 

間接效果 
校務媽寶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Β 95%CI β 95%CI β 95%CI 

成就動機 -.245* [-.36, -.16] ...  ...  

網路沉迷 .097* [.04, .17] -.085* [-.15, -.04] -.156* [-.26, -.09] 

註：CI=信賴區間。*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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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類型 2 的路經分析裡，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探討哪些變項間

存在間接效果，茲說明如下： 

校務媽寶到成就動機總效果為-.293，是包含校務媽寶到成就動機的

直接效果（-.048），與校務媽寶→情緒管理→成就動機，以及校務媽寶

→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245。因此，雖然模型 2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到成就動機路徑不顯著，但經由中介效果分析，本研

究推論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可經由人際互動或情緒管理的中介效果，進而

對成就動機產生間接關係。 

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097，是包含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的

直接效果（0），與校務媽寶→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以及校

務媽寶→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097。

因此，本研究推論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可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以及成

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與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 

再者，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085，是包含情緒管理到網路

沉迷的總效果，與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

為-.085。因此，本研究推論類型 2 中情緒管理經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

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156，是

包含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的直接效果，與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沉

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156。因此，本研究推論類型 2 中人際互動經

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 

最後，根據本研究問題四與問題五，校務媽寶行為覺知的網路沉迷

模型（類型 2），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可經由情緒管理與人

際互動的中介效果對其產生間接影響。再者，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其情緒

管理、人際互動可以透過成就動機間接影響網路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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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型 3 中介效果分析 

在路徑分析部分，類型 3 路徑係數除了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以

及媽寶行為覺知→成就動機未達顯著，其餘皆顯著成立，表示路徑顯著

之各變項之間路徑存在直接效果，而路徑總效果為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

若存在間接效果，則表示變項到變項之間可能有中介變項產生影響。類

型 3 各變項之間的間接效果數值，人際媽寶到成就動機為-.093、人際媽

寶到網路沉迷為.029、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為-.060 以及人際互動到網路

沉迷為-.093，因此使用 Bootstrap ML 執行 Bootstrap 估計法 1000 次，用

以判定間接效果是否顯著，類型 3 間接效果檢定表請見表 4-24 研究結果

可知，人際媽寶到網路沉迷 p=.115（p>.05），95%信賴區間皆有包含 0，

表示人際媽寶到網路沉迷沒有顯著間接效果存在，而人際媽寶到成就動

機 p=.033（p<.05）、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 p=.004（p<.05）以及人際互

動到網路沉迷 p=.003（p<.05），再者，95%信賴區間皆未包含 0，表示

具有顯著間接效果的存在。 

表 4-24 

類型 3 間接效果標準化係數與 95%信賴區間檢定表 

間接效果 
人際媽寶 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 

β 95%CI β 95%CI β 95%CI 

成就動機 -.093* [-.21, -.01] ...  ...  

網路沉迷 .029 [-.005, .105] -.060* [-.13, -.02] -.093* [-.20, -.03] 

註：CI=信賴區間。*p < .05.  

因此，在類型 3 的路經分析裡，我們必須再進一步探討哪些變項間

存在間接效果，茲說明如下： 

人際媽寶到成就動機總效果為-.120，是包含人際媽寶到成就動機的

直接效果（-.027），與人際媽寶→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的間接效果，其

數值為-.093。因此，雖然模型 3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到情緒管理以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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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兩路徑皆不顯著，但經由中介效果分析，本研究推論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可經由人際互動的中介效果，進而與成就動機產生間接關係。 

再者，情緒管理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060，是包含情緒管理到網路

沉迷的總效果，與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

為-.060。因此，本研究推論模型 3 中情緒管理經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

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但類型 3 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

理之路徑係數是不顯著的，所以此路徑已無意義。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

總效果為-.093，是包含人際互動到網路沉迷的總效果，與人際互動→成

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093。因此，本研究推論類型

3中人際互動經由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對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

但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網路沉迷沒有顯著間接效果存在，因此，此路徑

也無存在之意義。 

最後，根據本研究問題四與問題五，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的網路沉迷

模型（類型 3），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皆無法

透過其他變項產生間接影響。 

參、假設驗證 

綜合上述模型配適度分析、模型穩定性分析、路徑係數分析與比較等

過程，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型各變項之間的研究假設共有七項，彙整表如表

4-25 所示，此階段共計四項研究假設獲得完全成立，三項研究假設為部分

成立。 

表 4-2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一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 

H2：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 

H3：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 

部分成立 

完全成立 

部分成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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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4：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5：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 

H6：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 

H7：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 

    等變項而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 

完全成立 

完全成立 

完全成立 

部分成立 

 

一、本研究假設一至假設七之假設驗證（H1~H7） 

根據表 4-2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一，茲將說明如下： 

（一）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H1，包含 H1a、H1b、

H1c）：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H1a）：生活媽寶行為

覺知對情緒管理的路徑係數為 -.228（p< .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情緒

管理能力就愈低，H1a 成立。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H1b）：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對情緒管理的路徑係數為 -.186（p< .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情緒

管理能力就愈低，H1b 成立。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有負向相關（H1c）：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對情緒管理的路徑係數為 -.041（p >.05），模式經驗證後，p 值未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能

力無預測能力，H1c 不成立。 

（二）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H2，包含 H2a、H2b、

H2c）：。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H2a）：生活媽寶行為

覺知對人際互動的路徑係數為 -.385（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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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互動就愈低，H2a 成立。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H2b）：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對人際互動的路徑係數為 -.418（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人

際互動就愈低，H2b 成立。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相關（H2c）：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對人際互動的路徑係數為 -.213（p< .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

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人際

互動就愈低，H2c 成立。 

（三）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H3，包含 H3a、H3b、

H3c）：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H3a）：生活媽寶行為

覺知對成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 -.244（p < .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高，其對成

就動機就愈低，H3a 成立。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H3b）：校務媽寶行為

覺知對成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 -.048（p > .05），模式經驗證後，p 值

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能

力無預測能力，H3b 不成立。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有負向相關（H3c）：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對成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 -.027（p > .05），模式經驗證後，p 值

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技職校院學生之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

能力無預測能力，H3c 不成立。 

（四）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4，包含 H4a、H4b、H4c）： 

類型 1 的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4a）：情緒管理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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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244（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生活媽寶學生之情緒管理能力愈高，其對成就動機

也就愈高，H4a 成立。 

類型 2 的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4b）：情緒管理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257（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校務媽寶學生之情緒管理能力愈高，其對成就動機

也就愈高，H4b 成立。 

類型 3 的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4c）：情緒管理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250（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人際媽寶學生之情緒管理能力愈高，其對成就動機

也就愈高，H4c 成立。 

（五）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5，包含 H5a、H5b、H5c）：  

類型 1 的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5a）：人際互動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405（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生活媽寶學生之人際互動愈好，其對成就動機也就

愈高，H5a 成立。 

類型 2 的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5b）：人際互動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472（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校務媽寶學生之人際互動愈好，其對成就動機也就

愈高，H5b 成立。 

類型 3 的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有正向相關（H5c）：人際互動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388（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人際媽寶學生之人際互動愈好，其對成就動機也就

愈高，H5c 成立。 

（六）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H6，包含 H6a、H6b、H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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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1 的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H6a）：成就動機對網

路沉迷的路徑係數為-.342（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

水準，表示技職校院生活媽寶學生之成就動機愈高，其對網路沉迷就

愈低，H6a 成立。 

類型 2 的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H6b）：人際互動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332（p < .0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

水準，表示技職校院校務媽寶學生之成就動機愈高，其對網路沉迷就

愈低，H6b 成立。 

類型 3 的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負向相關（H6c）：人際互動對成

就動機的路徑係數為-.239（p <.01），模式經驗證後，p 值達到顯著水

準，表示技職校院人際媽寶學生之成就動機愈高，其對網路沉迷就愈

低，H6c 成立。 

（七）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而對

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H7，包含 H7a、H7b、H7c）：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而

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H7a）：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間接效果雙尾檢

定顯著 p=.003（p<.05），生活媽寶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154，是包含

生媽寶到網路沉迷的直接效果（0），與生活媽寶→情緒管理→成就動

機→網路沉迷，生活媽寶→成就動機→網路沉迷，以及生活媽寶→人

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其數值為.154。表示生活

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以及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

而與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H7a 成立。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而

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H7b）：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間接效果雙尾檢

定顯著，p=.002（p<.05），校務媽寶到網路沉迷總效果為.097，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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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媽寶到網路沉迷的直接效果（0），與校務媽寶→情緒管理→成就

動機→網路沉迷，以及校務媽寶→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網路沉迷的

間接效果，其數值為.097。表示校務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

緒管理以及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進而與網路沉迷產生間接關係，H7b

成立。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經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而

對網路沉迷有間接關係（H7c）：人際媽寶到網路沉迷間接效果雙尾檢

定顯著，p=.115（p>.05），表示人際媽寶到網路沉迷沒有顯著間接效

果存在，H7c 不成立。 

二、討論 

在本節的分析中可知，影響技職校院媽寶學生網路沉迷的模式，是

與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等變項建構而成。研究結果顯示，無

論何種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其對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影

響情形，以「人際互動」的影響最大；而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對成就動

機的影響，也是以「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的影響最大。因此，本研究

可以合理的推論，三種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都對人際互動皆有直接影響

效果，人際互動又對成就動機有較高的直接影響效果，而技職校院校學

生之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有直接影響效果。綜合三類型之路徑分析結果，

本研究發現在技職校院媽寶學生網路沉迷的模式中，以「人際互動」是

影響技職校院學生是否會產生網路沉迷現象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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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同背景變項、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情緒管理、人

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的差異 

本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

沉迷的差異，使用方法為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在使用這二個方法之前，必須考慮樣本的前提假設有：獨立性

（independence）、常態性（normality）與變異數同質性（homogeneity of 

variance）。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時，若分組對變項的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

具有同質性，則可利用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若分組對

變項的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不同質，則是利用 Brown-Forsythe 或者 Welch

統計量法進行變異數分析考驗，再進行 Games-Howell 事後比較（邱皓政，

2010）。 

依據常態分配下，前後的一個標準差大約落在 27%與 73%的位置，本

研究欲將媽寶行為覺知分為三種程度來進行比較。首先，加總媽寶行為覺

知所有題項，依轉換分數 73% 以上為高分組（高程度），分數 72% ~28% 

間為中分組（中程度），分數 27% 以下為低分組（低程度），將媽寶行為

覺知分為三個覺知程度。因此，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背景

變項與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的

的差異及討論結果分別詳述如下。 

壹、性別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

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將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茲將七個變項的人數統計、平均數、標準差等，如表 4-26 所示。男

性 189 人，女性 204 人，總共 3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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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各變項以性別分組之次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變項 分組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男性 189 2.1706 .73045 

女性 204 2.2022 .73309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男性 189 1.7125 .68951 

女性 204 1.7435 .72343 

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 

男性 189 1.6720 .70630 

女性 204 1.6777 .71013 

情緒管理 
男性 189 3.4427 .80617 

女性 204 3.5082 .79918 

人際互動 
男性 189 4.2584 .50070 

女性 204 4.2884 .50234 

成就動機 
男性 189 3.8690 .58093 

女性 204 3.8162 .59028 

網路沉迷 
男性 189 2.0450 .77440 

女性 204 1.9277 .75388 

再者，本研究先以性別為分組變數，分別以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

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為檢定變數，進行獨立性樣本 t 檢定。在

同質性考驗方面，檢定變數 F 值皆不顯著，表示符合變異數相等的假設，

再進行 t 檢定結果發現，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p=.669（p> .05），校務媽寶行

為覺知 p=.665（p> .05），人際媽寶行為覺知 p=.936（p> .05），情緒管理

p=.419 （p> .05），人際互動 p=.554（p> .05），成就動機 p=.372 （p> .05），

網路沉迷 p=.129（p> .05），以上 7 個變項的平均數 t 檢定皆未達到顯著水

準。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後發現，性別不同，在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皆無顯著差異。 

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不同性別在各變項上的差異及

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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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研究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

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上沒有差異，因此，此

階段（H8）七項研究假設均不成立，茲整理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二 

研究假設 
研究 

結果 

H8a：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b：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c：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8d：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8e：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8f：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8g：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二、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校務媽

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

路沉迷等變項都無差異。其假設驗證結果，討論說明如下： 

媽寶原文為 mummy’s boy，過去早期表現出媽寶行為特徵是以男性

比例較高，原因可能是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造成之外，還加上由於過去

醫療不發達，在生物演化的過程中，胚胎與新生兒的早夭比率以男嬰較

高，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對男新生兒的寵愛常常是多於女新生兒，

也因為如此，過去對媽寶的印象多是以成年男性為多，尤其是經常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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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說…」放在嘴邊，讓周遭的人覺得像是長不大的媽媽寶寶。在前述文

獻探討中提到的媽寶世代，目前年齡大約是 13 歲至 33 歲，但到了媽寶

世代的後十年，大約是 13 歲至 23 歲的年輕人，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出

現少子化現象，再者，國家也積極推動性別平等的環境，男孩與女孩都

是父母的寶貝。因此在本研究結果中發現，不同性別在生活媽寶行為覺

知、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是無顯著差異的。 

雖然早期研究指出，男性較易網路沉迷，陳淑惠（2000）以臺灣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在網路沉迷高危險組群中，無論女性或男性在人

際關係與健康問題都嚴重受到影響，而在網路沉迷的性別差異上，因男

性使用網路時間遠超過女性，所以網路沉迷的傾向是男性高於女性。但

在近期的研究報告則指出，網路沉迷無性別上的差異，陳瑛琪（2012）

以臺灣 14 所高中職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青少年人際依附關係與網路

成癮之探索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網路成癮在性別上無顯著差異。本研究

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網路沉迷上是無顯著差異的。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六，以及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情

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均沒有差異。 

貳、年齡 

為瞭解不同年齡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

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將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茲將七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人數統計如表所示 4-26。18~24

歲有 148 人， 25~29 歲有 106 人， 30~34 歲有 50 人， 35~39 歲有 50 人， 

40 歲以上有 39 人，總共 3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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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為瞭解不同組變項之間的變異數是否具有同質性，本研究先執

行變異同質性檢定，檢定結果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p=.616（p> .05），情緒管

理 p=.069（p> .05），人際互動 p=.257（p> .05），成就動機 p=.14（p> .05），

以及網路沉迷 p=.989（p> .05）皆為不顯著，表示以上五個變項在年齡各

組的樣本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繼續進行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未通過同質性

檢定的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與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則再進行均等平均數檢定

（robust tests of equality of means），檢定結果顯示，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p=.655（p> .05），人際媽寶行為覺知 p=.202（p> .05）皆不顯著，兩變項

不再進行事後比較。 

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

=1.962（p>.05），情緒管理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1.437（p>.05），表示年

齡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是無差異的，而年齡在人際互動、成就

動機與網路沉迷是有差異的，將利用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

析。在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在人際互動方面，18~24歲族群小於 35~39

歲族群，也小於 40 歲以上族群，40 歲以上族群大於 25~29 歲族群，也大

於 30~31 歲族群；在成就動機方面，18~24 歲族群小於 40 歲以上族群；在

網路沉迷方面，18~24 歲族群與 25~29 歲族群皆大於 40 歲以上族群。 

表 4-28 

研究變項在不同年齡之差異性比較整理表 

研究變項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人際互動 (1) 18~24 歲 148 4.0687 .48325 17.328*** 1<5 

1<4 

5>2 

5>3 

(2) 25~29 歲 106 4.1795 .47355  

(3) 30~34 歲 50 4.2533 .40580 

(4) 35~39 歲 50 4.4233 .53262 

(5) 40 歲以上 39 4.5346 .42209 

成就動機 (1) 18~24 歲 148 3.7297 .57330 3.203** 1<5 

(2) 25~29 歲 106 3.7821 .60202  

（續下頁） 

 



146 
 

研究變項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3) 30~34 歲 50 3.8550 .51033 

(4) 35~39 歲 50 3.9100 .68467 

(5) 40 歲以上 39 3.9811 .55495 

網路沉迷 (1) 18~24 歲 148 2.1824 .72527 8.268*** 1>5 

2>5 (2) 25~29 歲 106 2.1923 .77260  

(3) 30~34 歲 50 1.9350 .73853 

(4) 35~39 歲 50 1.9450 .82265 

(5) 40 歲以上 39 1.6722 .70065  

***p < .001.  

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不同年齡在各變項上的差異及

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不同年齡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表 4-28 的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在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

迷變項上的差異，而在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上沒有差異，因此，此

階段（H9）共計三項研究假設獲得成立，整理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三 

研究假設 
研究 

結果 

H9a：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b：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c：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9d：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9e：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9f：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9g：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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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29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三，茲說明如下： 

(一)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9a）：

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1.962 （p>.05），表示年齡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是無差異的，

H9a 不成立。 

(二)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9b）：

未通過同質性檢定的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再進行均等平均數檢定，

檢定結果顯示，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p=.655（p>.05）不顯著，表示

年齡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是無差異的，H9b 不成立。 

(三)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9c）：

未通過同質性檢定的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則再進行均等平均數檢定，

檢定結果顯示，人際媽寶行為覺知 p=.202（p>.05）不顯著，表

示年齡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是無差異的，H9c 不成立。 

(四)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H9d）：在變異數

分析檢定結果顯示，情緒管理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1.437 （p>.05），

表示年齡在情緒管理是無差異的，H9d 不成立。 

(五)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H9e）：在變異同

質性檢定部分，人際互動 p=.257（p>.05）為不顯著，表示在年齡

各組的樣本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方

可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人

際互動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17.328 （p<.001），表示年齡在人

際互動是有差異的，H9e 成立。 

(六)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H9f）：在變異同

質性檢定部分，成就動機 p=.147（p>.05）為不顯著，表示在年齡

各組的樣本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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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成

就動機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 3.203 （p<.01），表示年齡在人際

互動是有差異的，H9f 成立。 

(七)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H9g）：在變異同

質性檢定部分，網路沉迷 p=.989（p>.05）為不顯著，表示在年齡

各組的樣本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方

可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網路

沉迷的變異數分析 F（4, 388）=8.268 （p<.001），表示年齡在人際互

動是有差異的，H9g 成立。 

二、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

沉迷等變項有差異；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

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等變項都無差異。其假設驗證結果，討論說明如

下： 

根據研究假設驗證的結果，本研究發現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

人際互動上有差異（H9e），在人際互動方面，年紀愈輕，人際互動情形

愈差，尤其表現在 18 歲至 29 歲的年輕人。換句話說，18~29 歲的年輕

人較不懂得關懷與尊重他人，個人自我意識較明顯，40 歲以上的人際互

動表現是較懂得關懷與尊重他人的。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成

就動機上有差異（H9f），在成就動機方面，18~24 歲正值大專院校求學

期間，其成就動機比 40 歲以上的中壯年低。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

網路沉迷上有差異（H9g），在網路沉迷的部分，18 歲至 29 歲的年輕人

明顯比 40 歲以上的族群表現的嚴重。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七，以及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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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年齡在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在人

際互動上，年齡愈輕，人際互動關係能力愈差，多以自我為中心，

因此可能也較容易造成人際衝突，而 40 歲以上的學生，或許是非

媽寶世代的範圍，也可能是人際互動經驗較豐富，比較懂得尊重

與關懷他人，人際互動能力較佳；在成就動機上，年紀較輕的學

生其成就動機竟比 40 歲以上中壯年的學生低，這可能與年輕學子

對未來大環境的不確定感有關，而 40 歲以上的中壯年屬於再回流

進修的心態，更珍惜學習的機會，本身會再進修也是屬於較願意

接受挑戰的性格；在網路沉迷方面，年輕人的網路沉迷傾向也是

比較高的。 

(二) 不同年齡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

知、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變項上沒有差異。 

參、每天平均上網時間 

為瞭解每天不同平均上網時間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將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茲將七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人數統計如表 4-30

所示。1 小時以下的有 78 人， 1~3 小時的有 165 人，3~5 小時的有 74 人，

5~7 小時的有 41 人，7~9 小時的有 15 人，9 小時以上的有 20 人，總共 393

人。 

接著，為瞭解不同組變項之間的變異數是否具有同質性，本研究先執

行變異同質性檢定，檢定結果生活媽寶 p=.437（p>.05），校務媽寶 p=.058

（p>.05），人際媽寶 p=.117（p>.05），情緒管理 p=.094（p>.05） ，人際

互動 p=.919（p>.05），成就動機 p=.686（p>.05），及網路沉迷 p=.883（p>.05）

皆為不顯著，表示以上七個依變項在每日平均上網時間各組的樣本取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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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與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5, 387）

=1.428 （p>.05），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5, 387）=.820 （p>.05），

成就動機的變異數分析 F（5, 387）=.962 （p>.05），表示每日上網時間在生活

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無差異，而每日上網時間在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是有差異的，將利用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在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平均每日上網 1~3

小時者小於平均每日上網 5~7 小時者；在情緒管理，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大於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在人際互動，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時者以及 3~5 小時者皆大於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

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小時者與1~3小時者也大於平均每日上網 5~7小時者；

在網路沉迷，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時者以及 3~5 小時者皆

小於平均每日上網 5~7 小時者，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時者

也小於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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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研究變項在不同每日上網時間之差異性比較整理表 

研究變項 
每天平均 

上網時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校務媽寶 

行為覺知 

(1) 1 小時以下 78 1.7863 .70245 3.185** 2<4 

(2) 1~3 小時 165 1.6485 .61072  

(3) 3~5 小時 74 1.6622 .74330 

(4) 5~7 小時 41 2.0650 .89200 

(5) 7~9 小時 15 1.4889 .62826 

(6) 9 小時以上 20 1.9000 .76548 

情緒管理 (1) 1 小時以下 78 3.7479 .80077 4.815*** 1>6 

 (2) 1~3 小時 165 3.5293 .68569  

(3) 3~5 小時 74 3.3559 .76318 

(4) 5~7 小時 41 3.2764 .97725 

(5) 7~9 小時 15 3.3333 .84515 

(6) 9 小時以上 20 2.9500 1.03322 

人際互動 (1) 1 小時以下 78 4.3953 .46996 9.814*** 1>4 

1>6 

2>4 

2>6 

3>6 

(2) 1~3 小時 165 4.3717 .47982  

(3) 3~5 小時 74 4.2095 .44744 

(4) 5~7 小時 41 4.0244 .48671 

(5) 7~9 小時 15 4.2667 .47476 

(6) 9 小時以上 20 3.7500 .53119 

網路沉迷 (1) 1 小時以下 78 1.6795 .64830 10.872*** 1<4 

1<6 

2<4 

2<6 

3<4 

(2) 1~3 小時 165 1.8939 .70232  

(3) 3~5 小時 74 2.0338 .79416 

(4) 5~7 小時 41 2.5427 .77842 

(5) 7~9 小時 15 2.0167 .79320 

(6) 9 小時以上 20 2.5625 .6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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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每日平均上網時間在各變項上

的差異及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每日平均上網時間不同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情緒

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152 
 

根據表 4-30 的結果顯示，每日平均上網時間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人際互動和網路沉迷等變項上有差異，而在生活媽寶行為覺

知、人際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等變項上則沒有差異。因此，此階段

（H10）共計四項研究假設獲得成立，茲整理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四 

研究假設 
研究 

結果 

H10a：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b：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c：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0d：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0e：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0f：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0g：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不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不成立 

成立 

根據表 4-3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四，茲說明如下： 

(一)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10a）：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1.428 （p>.05），未達到顯著差異，H10a 不成立。 

(二)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10b）：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 3.185 （p<.01），已達顯著差異，根據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方面，平均每日上網 1~3 小時者小於平均每日

上網 5~7 小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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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10c）：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820 （p>.05），未達到顯著差異，H10c 不成立。 

(四)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H10d）：每日上

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情緒管理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 9.814 

（p<.001），已達顯著差異，根據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平均每日上

網少於 1 小時者在情緒管理能力高於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

者。 

(五)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H10e）：每日上

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人際互動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 4.815 

（p<.001），已達顯著差異，根據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平均每日上

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時者以及 3~5 小時者的人際互動皆高於

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與 1~3

小時者也高於平均每日上網 5~7 小時者。 

(六)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H10f）：每日上網

時間不同的學生在成就動機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 .962  

（p>.05），未達到顯著差異，H10f 不成立。 

(七)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H10g）：每日上

網時間不同的學生在網路沉迷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F（5, 387）= 10.872 

（p<.001），已達顯著差異，根據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平均每日上

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時者以及 3~5 小時者的網路沉迷皆小於

平均每日上網 5~7 小時者，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1~3 小

時者的網路沉迷也小於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 

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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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情緒管理、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等變項有差異；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等變項都無差異。其假設驗證結果，討論

說明如下： 

根據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本研究發現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

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是有差異的（H10b），平均每日上網 1~3

小時者小於平均每日上網 5~7 小時者，表示父母對於子女校務干預愈多，

子女上網時間會增加；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上

是有差異的（H10d），平均每日上網少於 1 小時者在情緒管理能力高於

平均每日上網 9 小時以上者，顯示出上網時間太長會影響使用者情緒管

理的能力；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是有差異的

（H10e），平均每日使用時間超過 5 小時以上，就有可能會影響實際的

人際互動能力；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在網路沉迷上有差

異（H10g），平均每日使用時間超過 5 小時以上，就有可能會有網路沉

迷的傾向。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八，以及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現： 

(一)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情緒管

理、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等變項有差異。根據網路沉迷操作型定

義，每周上網時間超過 40 小時，就很有可能有網路沉迷的傾向，

換句話說，若每日上網時間超過 5.71 小時，則容易成為網路沉迷

高危險族群，本研究發現，技職校院學生若每日上網超過 5 小時

以上，則在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皆可能產生不良的影響，而超過

9 小時以上幾乎是網路成癮症狀，沒有時間與他人產生實際人際

互動，在情緒管理上的能力也會較差。而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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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父母干預與幫忙的太多，讓子女變得毫不關心自己在學校的表

現與該負的責任，反而讓子女花更多的時間在網路使用上。 

(二) 每日上網時間不同的技職校院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

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等變項都無差異。 

肆、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 

為瞭解不同方式選擇決定目前就讀科系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

行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

本研究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茲將七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人數

統計如表 4-32 所示。完全自己作主的有 246 人，大多是自己與同儕討論的

有 45 人，自己與家人討論的有 84 人，完全聽從父母決定的有 18 人，總

共 393 人。 

接著，為瞭解不同組變項之間的變異數是否具有同質性，本研究先執

行變異同質性檢定，檢定結果生活媽寶 p=.092（p>.05），校務媽寶 p=.393

（p>.05），人際媽寶 p=.811（p>.05），情緒管理 p=.959（p>.05） ，成就

動機 p=.072（p>.05），及網路沉迷 p=.275（p>.05）皆為不顯著，表示以上

六個依變項在如何選擇進入讀科系各組的樣本取自變異數相等的母體，符

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Scheffe 事後比較

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未通過同質性檢定的校務媽寶人際互動再進行均等

平均數檢定，檢定結果顯示，人際互動 p=.171（p>.05） 不顯著，表示此

依變項不再進行事後比較。 

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校務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3, 389）

=1.296 （p>.05），人際媽寶行為覺知的變異數分析 F（3, 389）=1.013 （p>.05），

人際互動的變異數分析 F（3, 389）=1.534 （p>.05），成就動機的變異數分析 F

（3, 389）=1.849 （p>.05），網路沉迷的變異數分析 F（3, 389）=1..31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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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選擇決定目前就讀科系的方式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行為覺

知、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是無差異，而選擇決定目前就讀科系

的方式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是有差異的，將利用 Scheffe 事後

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在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方面，完全自己做

主的族群小於自己與同儕討論的族群，也小於是自己與家人討論的族群；

在情緒管理方面，完全自己做主的族群大於完全聽從父母決定的族群。 

表 4-32 

研究變項在不同選擇進入就讀科系方式之差異性比較整理表 

研究變項 
選擇進入目前 

就讀科系方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 

比較 

生活媽寶 

行為覺知 

(1) 完全自己做主 246 2.0772 .67811 5.230** 1<2 

1<3 (2) 是自己與同儕討論 45 2.4000 .67924  

(3) 是自己與家人討論 84 2.3750 .83459 

(4) 完全聽從父母決定 18 2.2778 .79005 

情緒管理 (1) 完全自己做主 246 3.5217 .80149 2.794** 1>4 

(2) 是自己與同儕討論 45 3.5333 .80214  

(3) 是自己與家人討論 84 3.4206 .77290 

(4) 完全聽從父母決定 18 2.9815 .82820 

**p < .01. 

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方式在

各變項上的差異及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

為覺知、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表 4-32 的結果顯示，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在生

活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管理兩變項上有差異，而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

人際媽寶行為覺知、成就動機、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則沒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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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因此，此階段（H11）共計兩項研究假設獲得成立，茲整理如表 4-33

所示。 

表 4-33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五 

研究假設 
研究 

結果 

H11a：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b：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c：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d：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1e：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1f：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1g：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不成立 

根據表 4-33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四，茲說明如下： 

(一)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a）：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

異，F（3, 389）= 5.230（p < .01），達到顯著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

發現，「完全自己做主」的族群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表現，比起

「自己與同儕討論」的族群以及「是自己與家人討論」的族群都

來的獨立。 

(二)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b）：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無差

異，F（3, 389）=1.296（p>.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進入就讀科系

的決定方式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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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

（H11c）：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無差

異，F（3, 389）=1.013（p>.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進入就讀科系

的決定方式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上沒有差異。 

(四)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的學生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H11d）：

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F（3, 389）= 2.794（p 

< .01），達到顯著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發現，「完全自己做主」

的族群比起「完全聽從父母決定」在情緒管理能力上表現較好。 

(五)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人際互動上有差異（H11e）：

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人際互動上無差異，F（3, 389）=1.534，

p>.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人際互動

上沒有差異。 

(六)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成就動機上有差異（H11f）：

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成就動機上無差異，F（3, 389）=1.849，

p>.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成就動機

上沒有差異。 

(七) 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學生在網路沉迷上有差異（H11g）：

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網路沉迷上無差異，F（3, 389）=1.313，

p>.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進入就讀科系的決定方式在網路沉迷

上沒有差異。 

二、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方式決定進入就讀科系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在生活媽

寶行為覺知、情緒管理等變項有差異；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人際媽寶

行為覺知、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都無差異。其假設驗證結果，

討論說明如下： 

 



159 
 

根據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本研究發現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

讀科系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有差異（H11a），是「完全自己做主」的

族群其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表現，比「自己與同儕討論」的族群以及

「是自己與家人討論」的族群都來的獨立；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

就讀科系在情緒管理上有差異（H11d），是「完全自己做主」的族群比

起「完全聽從父母決定」在情緒管理能力上表現較好。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九，以及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現： 

(一) 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與情緒

管理兩變項上有差異。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的方式，在生活媽

寶行為覺知方面，「完全自己做主」的學生在生活上也是最獨立的；

在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的方式，「完全自己做主」的學生在情緒

管理的能力上，比起「完全聽從父母決定」也是較好的。 

(二) 不同方式決定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科系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人際

媽寶行為覺知、成就動機、人際互動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沒有差

異。 

伍、媽寶行為覺知 

為瞭解媽寶行為覺知程度不同之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人際

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的差異，本研究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茲將四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人數統計如表 4-34 所示。本研究

分析資料顯示媽寶行為覺知程度範圍從最低 11至最高 39，平均數為 20.64，

眾數為 17，標準差為 5.82，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有 110 人，媽寶行為覺知

中程度有 172 人，媽寶行為覺知高程度有 111 人，總共 3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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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為瞭解不同組變項之間的變異數是否具有同質性，本研究先執

行變異同質性檢定，檢定結果顯示情緒管理 p=.294（p>.05），人際互動

p=.420（p>.05），成就動機 p=.393（p>.05），及網路沉迷 p=.422（p>.05）

皆為不顯著，表示以上四個依變項在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各組的樣本取自變

異數相等的母體，符合同質性的假定。後續繼續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與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在變異數分析檢定結果顯示，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

沉迷是有差異的（p<.001），將利用 Scheffe 事後比較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

在進行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在情緒管理方面，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群組

大於媽寶行為覺知中程度群組與高程度者群組；在成就動機方面，媽寶行

為覺知低程度群組大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大於高程度群

組，媽寶行為覺知中程度群組大於高程度群組；在人際互動方面，媽寶行

為覺知低程度群組大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大於高程度群

組，媽寶行為覺知中程度群組大於高程度群組；在網路沉迷方面，媽寶行

為覺知低程度群組小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小於高程度群

組，媽寶行為覺知中程度群組小於高程度群組。 

表 4-34 

研究變項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程度之差異性比較整理表 

研究變項 
媽寶行為 

覺知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情緒管理 (1) 低程度 110 3.73 .810 8.102*** 2<1 

3<1 (2) 中程度 172 3.38 .816  

(3) 高程度 111 3.38 .718 

成就動機 (1) 低程度 110 4.08 .585 16.875*** 1>2>3 

(2) 中程度 172 3.82 .537  

(3) 高程度 111 3.64 .581 

人際互動 (1) 低程度 110 4.49 .445 18.921*** 1>2>3 

(2) 中程度 172 4.25 .474  

(3) 高程度 111 4.10 .519 

（續下頁） 

 



161 
 

研究變項 
媽寶行為 

覺知程度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差異比較 

網路沉迷 (1) 低程度 110 1.69 .672 17.157*** 1<2<3 

(2) 中程度 172 1.99 .794  

(3) 高程度 111 2.27 .699 

***p < .001. 

根據資料處理與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將媽寶行為覺知不同程度在各變

項上的差異及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不同媽寶行為覺知程度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的差異 

根據表 4-34 的結果顯示，不同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情緒管理、人

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等變項上有差異，因此，此階段（H12）

共計四項研究假設均獲得成立，茲整理如表 4-35 所示。 

表 4-3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六 

研究假設 
研究 

結果 

H12d：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情緒管理上有差異。 

H12e：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人際互動上有差異。 

H12f：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成就動機上有差異。 

H12g：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上有差異。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根據表 4-3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六，茲將說明如下： 

(一) 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情緒管理上有差異（H12d）：

媽寶行為覺知在情緒管理上的差異，F（2, 390）= 8.102（p < .001），

達到顯著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發現，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群

組情緒管理高於媽寶行為覺知中程度群組與高程度者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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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人際互動上有差異（H12e）：

學門在利社會行為變項上的差異，F（2, 390）= 18.921（p < .001），達

到顯著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發現，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群組

人際互動好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人際互動也好

於媽寶高程度群組，媽寶中程度群組人際互動好於媽寶高程度群

組。 

(三) 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成就動機上有差異（H12f）：學

門在價值變項上的差異，F（2, 390）= 16.875（p < .001），達到顯著

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發現，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群組成就動

機高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成就動機也高於媽寶

高程度群組，媽寶中程度群組成就動機高於媽寶高程度群組。 

(四) 媽寶行為覺知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上有差異（H12g）：

學門在主觀規範變項上的差異，F（2, 390）= 17.157（p < .001），達

到顯著差異，根據事後考驗結果發現，媽寶行為覺知低程度群組

網路沉迷少於中程度群組，媽寶行為覺低程度群組網路沉迷少於

高程度群組，媽寶中程度群組也小於高程度群組。 

二、討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之技職校院學生在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都有差異。其假設驗證結果，討論說明

如下： 

根據 H12d 的驗證結果，技職校院學生情緒管理能力在低程度媽寶

群組是表現最好的，比中程度群組與高程度者群組都較佳，但中程度與

高程度之間比較不出差異。根據 H12e 的驗證結果，技職校院學生人際

互動情形在低程度媽寶群組是表現最好的，中程度媽寶的人際互動情形

表現比高程度媽寶的好，高程度媽寶的人際互動情形最糟，顯示媽寶行

 



163 
 

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明顯的影響，高程度媽寶的人際互動缺乏對他人的

尊重與關壞，研究結果與媽寶多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相符合。根據 H12f

的驗證結果，技職校院學生成就動機在低程度媽寶群組是表現最好的，

中程度媽寶的成就動機表現比高程度媽寶的好，高程度媽寶的成就動機

表現最差，顯示出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機有負向關係。根據 H12g 的

驗證結果，技職校院學生網路沉迷在高程度媽寶群組是最嚴重的，中程

度媽寶的網路沉迷情形也比低程度媽寶的嚴重。顯示媽寶行為覺知對網

路沉迷有明顯的影響，而且與媽寶行為覺知程度有正向關係，這與希臘

與韓國大學日前發表的直升機父母容易養成網路沉迷的孩子的論點相

似。 

最後，根據本研究所設立之研究問題十，以及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

本研究發現： 

(一) 不同媽寶行為覺知程度的北區技職校院學生在情緒管理、人際互

動、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變項上是有差異的。媽寶行為覺知的不

同程度在技職校院學生的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網路

沉迷都是具有影響的，若為低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者，在情緒管

理能力、人際互動關係以及成就動機表現上都是最好的，且網路

沉迷傾向最低；而屬於高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者，情緒管理較差，

人際互動關係與成就動機表現都是最差的，且網路沉迷傾向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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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乃基於近年來媽寶現象與網路沉迷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有其重

要性與急迫性，期由瞭解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之技職校院學生對網路沉

迷的影響因素，以及不同背景變項的技職校院學生在媽寶行為覺知、人際

關係、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之差異，來加速親職教育推廣與豐

富大學通識教育之內涵，讓學生將健康的媒體使用素養與尊重、關懷的態

度融入日常生活表現中，進而讓社會風氣逐步改善。 

為達前揭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釐清媽寶行為覺知、

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之意義與相關性，同時探究相

關理論與研究成果，完成技職校院學生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迷

模式。其次，運用問卷調查法，回收 393 位技職校院學生有效問卷進行統

計分析，利用模式配適度考驗、Pearson 積差相關、因素分析、SEM 結構

模型徑路分析、交叉效度評估、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

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選用適合的統計方式來進行考驗，據以資料分析結果

與研究發現。 

本章旨在歸納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之主要研究發現與討論，彙整成為

本研究之結論，並據以提出建議，俾供親職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以及後續

研究者之參考。本章共分為兩小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之研究結果，歸

納為本研究結論，再以本研究結論延伸討論本研究之發現，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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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構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 

本研究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McClelland 的三需求理論為基礎，認

為「情緒管理」、「人際互動」、「成就動機」與 McClelland 提到的「權力需

求」、「親和需求」、「成就需求」三需求，同樣是能由這三種需求來影響其

行為，並以目前日益嚴重的網路沉迷傾向為依變項，建構與理解技職校院

學生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下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對網路

沉迷之相關性。經由問卷調查與研究分析後發現，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

之配適度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迷模型以及校務媽寶行為覺知之

網路沉迷模式皆有良好適配，為良好模型，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

迷模型則為可接受模型。因此，顯示本研究不同類型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

沉迷因果模式是穩定且良好的模型，可由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

預測網路沉迷的傾向。 

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中，共有六項因果關係，

分別為①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管理、②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③媽寶

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④情緒管理對成就動機、⑤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

⑥成就動機對網路沉迷等六項因果關係。此六項因果關係中，④與⑤為正

向因果關係，其餘為負向因果關係。在生活媽寶類型中，六項因果關係皆

成立；在校務媽寶類型中，③不成立，其餘五項因果關係皆成立；在人際

媽寶類型中，①與③不成立，其餘四項因果關係皆成立，惟人際媽寶行為

覺知對網路沉迷的間接效果是不存在的。 

所以，本研究在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中，尤其

需要父母在生活自理上的協助的生活媽寶，其影響層面最廣，而校務與人

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成就動機則無直接影響效果，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情緒

管理也無直接影響效果。也就是說，若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則情緒管

理、人際互動與成就動機就愈高，而成就動機愈高，則網路沉迷傾向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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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近年，在學界也提出同樣概念，認為學習動機是決定學習成敗的關鍵，

並將「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直接道出與學習動機是有直接且高度相

關的，認為人際互動能啟動動機，使孩子保持好奇心與自信，而學習是需

要耐性的，此時情緒管理扮演著重要角色。 

因此，本研究以 McClelland 的三需求理論為基礎，建構出不同媽寶行

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無論是在學術上、實務應用上都是相當

具有參考價值的。 

貳、技職校院學生之父母親愈是能培養子女的生活自理能力，愈能幫助他

（她）們成就動機的養成 

McClelland 三需求理論認為「成就動機」是人類高層次的心理需求，

成就需求愈高的人，愈是希望能夠獲得成功的，而成就需求愈強者就會愈

讓自己是能掌控局面的。所以，在情緒管理上愈能夠轉化負面情緒為正向

能量者，才可能有勝算。若以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

角度來看，生活媽寶類型所影響的層面最廣，因此，生活媽寶行為是所有

媽寶類型中最需要被關注的。本研究結果發現，在媽寶行為覺知與成就動

機之因果關係，僅在生活媽寶類型中成立，也就是說，生活媽寶行為覺知

愈低，則其成就動機就會愈高。 

本研究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的題項內容，多屬於生活自理部分，像是

需要被爸媽叫起床，防止睡過頭；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

保險絲、燈泡），就讓父母（或其他人）處理就好；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

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果，像是橘子、文旦之類的）；如果父母跟我去

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幫我提等。在成就動機的題項內容，像是不

怕任務困難，不怕失敗；願意接受改變和反對意見；願意長時間付出更大

的努力來達成目標等。 

 



167 
 

的確，過去許多相關研究都指出，父母對子女的獨立訓練是能幫助子

女提升個我取向之動機發展，若是父母對子女過度保護，除了會讓子女無

法學習自立，還會使孩子動機踩剎車，對學習動機是負面影響的。本研究

在比較不同媽寶類型中，僅生活媽寶類型與成就動機之因果關係成立，其

結論與 McClelland 在早期五、六十年代研究出子女獨立訓練與成就動機是

有正向關係的結果一致。本研究在探討學生選擇就讀科系方式時發現，若

是自己做主者，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上也較低，顯示其在生活自理上是較

獨立的。因此，子女在早期的獨立訓練，最重要的就是生活自理的訓練，

因為培養孩子獨立思考，一定要從小做起，更要從小事做起。 

參、在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迷因果模式最重要

的影響因素是「人際互動」 

本研究由模型路徑分析來看，三種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都對人際互動

皆有直接影響效果，再者，無論何種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其對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影響情形，都是以「人際互動」的影響最大，本研

究結果也發現，人際互動對成就動機的直接影響效果比情緒管理對成就動

機大。因此，本研究在建構技職校院學生不同媽寶行為覺知類型之網路沉

迷因果模式，發現「人際互動」是影響技職校院學生是否會產生網路沉迷

現象的最重要因素。 

在生活媽寶行為模型中，可以透過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

關係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在校務媽寶行為覺知模型中，亦可透過人際互

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關係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在人際媽寶行為模

型中，僅在人際媽寶行為覺知對人際互動有負向影響，但卻無法透過任何

變項的中介效果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換句話說，在生活媽寶類型中，媽

寶行為覺知愈低，其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表現就愈高，進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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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網路沉迷傾向愈低；在校務媽寶類型中，媽寶行為覺知愈低，其人際互

動與情緒管理愈高，也能進而影響網路沉迷傾向愈低；在人際媽寶類型中，

媽寶行為覺知愈低，人際互動能力愈好，而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能力愈好，

則成就動機愈高。 

另外，本研究結果從背景變項看人際互動的表現情形，發現年齡愈輕

（18~24 歲）比年齡稍長（40 歲以上）者的表現差，每日平均上網時間超

過 5 小時者，在人際互動上的表現也較差。因此，在大學通識教育或學生

輔導中心在執行人際關係的相關議題時，可以將視角擴展至媽寶行為的表

現來進行。 

肆、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

迷上確實存在差異 

本研究以媽寶行為覺知為主軸，在不同程度的媽寶行為覺知上，其

在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確實都有差異。本研究結

果發現，在情緒管理上，低程度媽寶行為覺知表現最好，在中程度與高

程度之間沒有差異，顯示影響技職校院學生情緒管理的原因應該是更為

複雜的。在人際互動、成就動機的表現上，媽寶程度愈高，就表現的愈

差；在網路沉迷傾向上，媽寶程度愈高，則愈容易網路沉迷。因此，本

研究經過研究分析發現，媽寶行為覺知愈高的人，對於人際互動、情緒

管理與成就動機的發展都較不利，且網路沉迷傾向愈高。 

本研究結果發現，即使技職學生媽寶行為覺知的總表現傾向不高，

但在樣本現況分析中發現，每一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大於 2.5（滿分 5）

都超過 50%，且在經過研究分析之後，仍可發現樣本資料在模型上是具

有配適度的，且能引發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在三類型的媽寶行為覺知

平均分數，技職學生在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表現仍明顯是高於校務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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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寶行為覺知，即使技職學生媽寶行為覺知的總表現傾向不高，但仍需

注意生活媽寶學生的行為表現，可能是影響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

動機與網路沉迷的因素之一。 

伍、生活與校務媽寶行為覺知都會影響學生網路沉迷 

本研究分析資料顯示，在本研究模型中對網路沉迷的影響，主要在

生活媽寶類型與校務媽寶類型，生活媽寶類型是對所有變項都會產生影

響，在模型中也可以透過其他變項的中介效果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校

務媽寶類型則是對成就動機無直接影響外，對其他變項也都會產生影響，

在模型中也是能透過其他變項的中介效果對網路沉迷產生影響。本研究

在探討網路沉迷變項時，發現每日上網時間與網路沉迷之間為正向關係，

也就是說上網時間愈長，網路沉迷傾向愈高；而每日上網時間若超過 5

小時以上，容易成為網路沉迷的高危險族群；而每日上網時間若為 5-7

小時者，校務媽寶行為覺知傾向愈高。本研究認為，父母對於子女在生

活自理上的照顧太過於周到，以及對於子女校務過於參與或干預，都會

造成子女成為網路沉迷的高危險族群。 

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模型對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的影響，與之前研究

背景中提到沉迷網絡世界的青少年，其家庭多是直升機父母，家庭壓力

令他們易產生負面情緒，不懂得如何與他人溝通，寧願上網「自得其樂」

的情形相符。而校務媽寶行為覺知與每日上網時間有正向關係，換句話

說，父母愈干預子女的校務，像是沒有釐清事情的狀況下，以各種管道

向師長或校方施壓，無條件支持學生，反而讓子女對學校的態度顯得無

所謂，而花更多時間沉迷於網路世界，或許，這與逃避面對現實衝突有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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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乃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發現以及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分別針對親

職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以及後續研究者提出建議，以作為相關單位及人員

的參考，並且在對未來的研究提供進一步之研究建議，以提供未來更好的

研究方向。 

壹、推廣親職教育之建議 

一、生活自理能力對人格養成的重要性 

本研究以不同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迷模型進行模型建構與比較，

發現在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出「生活媽寶行為覺知」是對於模型中所有變

項都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可見得生活上的媽寶對於人際互動、情緒管

理、成就動機與網路沉迷皆有不利的影響，影響層面最廣，因此，生活

自理能力是子女面對自己負責的第一步，對於後來的人格養成有相當重

要性。 

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曾提到「教育即生活」，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韋朗特曾經長期追蹤一組青少年，發現童年時期

較常參與家務工作的孩子，日後人際關係較佳，性格也較樂觀，成年後

獲得高薪工作機會的可能性高四倍，失業可能性則少了十五倍 （謝水乾，

2012） 。本研究對象為技職校院學生，生活媽寶行為覺知表現在平日需

要父母叫起床，以防睡過頭；家中若有故障的家電都是父母在處理；在

家裡從來不用為自己剝殼或有皮水果；父母會幫忙拿東西等。但正如美

國華盛頓家庭與學校協會（Home and School Institute）創辦人暨會長

Dorothy Rich 博士所建議的，小孩子如要學會責任感，就必須從「學會

照顧自己」的身體和衣服開始，而這些最具體的方式，就是從建立良好

生活習慣開始。現代父母給孩子更多的選擇自由，更少的工作指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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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殊不知子女在適合年齡時能夠做一些體力和肢體技巧可以負荷的家事

是必需的，從小經歷這些探索與成功的手作經驗，能夠讓孩子更有自信

（Starkova, 2016）。 

二、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沉迷的關係 

張春興與黃淑芬（1982）探討大學教育環境與青年期自我認同形成

的關係，發現大學階段能達到自我定向的大學生僅達四分之一，顯示國

內社會中在 80年代就已經出現「青少年期延長」的現象。Kandell （1998）

指出大學生之所以容易網路成癮，乃是因為無法發展獨立自主的自我認

同；也有相關研究指出青少年可能藉由網路遊戲的晉級來獲得心理回饋、

自我滿足以提升自尊（Suler, 1999, 2010）。因此，媽寶現象將青少年期

延長，在親職教育推廣方面，應當鼓勵家長適時放手才是讓子女學會獨

立自主的方法。教育部在 2016 年委託臺灣師範大學家庭研究與發展中心

進行全國性調查，公布「數位科技及社群媒體使用與家人關係」報告書，

內容提到國內逾 7 成父母是從臉書獲得教養資訊，而臺灣父母相較於美

國父母，更認同數位科技有助教養孩子，但也更擔心子女數位使用問題 

（「不再照書養」，2016）。 

再者，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在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迷模型中，生

活媽寶與校務媽寶皆會透過人際互動、情緒管理與成就動機的中介效果

影響網路沉迷，換句話說，媽寶行為覺知與網路沉迷是具有同方向的相

關性，因此若是媽寶程度愈低，網路沉迷傾向亦愈低。在親職教育推廣

上，應該讓家長明白過度關愛孩子，竟也會讓孩子沉迷於網路世界中。

這與近日的韓國與希臘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直升機父母的管教方式，

會讓子女使用網路時間增加，這可能也與孩子在電玩遊戲裡或者網路人

際互動中較能得到紓解來自家庭壓力的緣故。因此，在網路世界的快速

發展下，更應該幫助滑世代建立自我概念，別當一個為孩子做太多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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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也別用智慧型產品做為褓母，因為我們只是讓孩子安靜的沉溺在數

位世界裡，卻沒有給他們機會去瞭解與鍛鍊他將來成為獨立個體需要的

能力。 

三、親職教育相關單位的重視 

媽寶行為的表現一般來說，就是獨立性較低、較無責任感、凡事以

自我中心、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本研究對象雖然僅限於技職校院學

生，但媽寶行為是從小養成的，因此，在親職教育的推廣上，必需擴大

對象，從家有學齡前與學齡兒童，以及國、高中生與大專校院學生的所

有家長，都能接收到媽寶的養成對子女未來人際互動、情緒管理、成就

動機與網沉迷的影響。 

除了各年齡層的學校利用親職講座或家長座談會的機會推廣正確的

教養觀念之外，中央與地方教育單位，可利用家庭教育中心進行相關研

究與活動推廣等，提升與增加國內家長對子女教養的觀念與新知，縮短

媽寶這個名詞出現在時代變遷時所造成的社會過渡現象。再者，坊間有

許多單位，像是相關親職教育協會、關注教育的雜誌社或基金會等，都

是可供考慮幫助推廣媽寶議題之親職教育的相關管道。 

貳、對大學通識教育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際互動」是媽寶行為覺知之網路沉迷模型中最

重要的因素，在大專院校求學階段，學生們對於人際關係的維持與和諧常

常成為他們的生活課題，甚至與老師的溝通也是，但若是產生人際互動間

的摩擦跟誤解，卻未再更進一步去溝通協調，衝突也是有可能發生。無論

原因為何，在大學求學環境裡，團體中的人際關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伴

隨著人際互動而產生的人際衝突亦在所難免，需要師長的關心與開導，避

免學生因此動搖了自我認同、陷入負面情緒，甚至影響課業學習與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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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再者，本研究結果發現，人際互動影響學生成就動機，人際互動與成

就動機在年齡層上，又屬於 18~24 歲的學生表現最差，此階段就是一般人

在大專院校求學的時期，另外，研究結果也發現成就動機是直接負向影響

網路沉迷，所以若是成就動機愈高，網路沉迷傾向就會愈低，這與前述

18~24 歲學生在成就動機上表現最差相連結，18~24 歲是網路沉迷的高危

險組群。也就是說技職校院媽寶行為覺知學生的人際互動是最重要的，因

為人際互動與成就動機為正向影響，人際互動愈好，成就動機表現也愈好，

進而使得網路沉迷傾向愈低。 

因此，在技職校院通識教育課程方面，可加強有關於人際互動與關係

以及媒體素養教育之推廣，配合學校的學習輔導中心與就業輔導中心等相

關單位，讓學生多由實際經驗去理解到人際互動與媒體素養的重要性。在

加強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方面，多接觸人群有益於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之道，且應從正常的交友管道結交朋友，從實體的人際互動中學會如何傾

聽他人想法與適當表達自我意見，並學習如何維繫人際關係與處理衝突和

挫折，當人際關係良好且溝通技巧純熟時，自然能夠避免當在現實的人際

互動中受到挫折或傷害時，轉而躲藏於網路世界的逃避行為發生。再者，

本研究結果發現，網路使用時間若每日超過 5 小時以上，是網路沈迷傾向

的高危險群，教育單位應加強網路沈迷現象的宣導，協助學生提升自我監

控能力，並能拓展其他不同面向活動，學習正確網路使用態度。 

參、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嘗試釐清問題並解決問題，然而仍有研究者未能

解答之遺珠，謹提供以下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希提供未來有意進行媽寶行

為覺知相關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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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範圍 

(一) 擴大國內樣本： 

本研究以三個模型同時進行分析與討論，雖然模型穩定度尚可，

是屬於可參考之模型架構，但研究對象僅限北區技職校院，在樣本代

表性上略顯不足，未來欲進行此方向的研究者，可以再擴展至臺灣其

他地區，增加樣本數量與減少取樣的偏誤，可提升模型的參考價值。 

(二) 跨國比較： 

本研究發現，因國情的不同，認定是否為媽寶的條件也不盡相同，

未來研究者可以多去比較不同的國內與國外研究。媽寶與網路沉迷為

全球的共同議題，建議未來欲進行相關研究者，可以擴展他國資料蒐

集與跨國比較，像是亞洲地區國家與美國比較，應會因民情風俗不同，

發現對媽寶行為的表現或認知等等的差異，可擴大樣本多元性，並增

加模型的穩定性，亦可增加累積更多的觀點，未來可運用於研究設計

上。 

二、研究對象 

(一) 擴展研究對象類別： 

大專校院生源多元，但大致可以分為中等職業學校與一般高中兩

類學生來源，未來有興趣探討媽寶行為覺知的研究者，可將研究對象

擴展至一般大學的學生，或區分從高中或高職升上來的資料來做比較，

甚至可以比較不同科系與不同年級的差異性等。 

(二) 研究對象年齡向下延伸： 

若以本研究對媽寶世代的定義，認為媽寶目前的年齡分布為 13

歲至 33 歲左右，未來研究者除了可以針對此年齡層再多加著墨與媽寶

相關研究之外，對於新世代父母的教養在 13 歲以下者（滑世代），也

可以多加探討媽寶世代之後的教養方式產生了哪些不同的變化。 

 



175 
 

再者，大專生可能因自主性增加，在填答問卷時，認為目前已不

是孩子心態，但可能過去國、高中時期時，父母是對他（她）們無微

不至的照顧與關懷。因此，樣本選取可以考慮向下延伸至國、高中生，

在媽寶行為覺知上會更具有意義。 

三、研究方法 

(一) 問卷內容依年齡的修正： 

本研究在媽寶行為覺知構面分為三類型，在問卷題項分析時，先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再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去確認題項適切性，題項內容

是以符合技職校院學生樣本為前提。未來有興趣進行媽寶行為覺知的

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年齡層學生去設計不同的問卷內容，像是在國

中階段時，父母可能會幫忙子女完成寒暑假作業，或者平日課業，但

當子女升上高中以後，學習內容的困難度或複雜度增加，父母可能較

不易幫孩子完成學校功課。 

(二) 差異性比較： 

如同前述問卷內容可以依年齡層來做調正，本研究在媽寶行為覺

知的性別差異性比較雖是不顯著的，但現代教養氛圍與過去不同，像

是鼓勵父親的參與，以及提倡教養男生與女生不同的觀念等等，未來

有興趣進行媽寶行為覺知研究者，可以從寶媽與寶爸的角度切入，比

較媽寶與爸寶的差異性。 

由於對於媽寶行為覺知的相關文獻，在我國的學術研究上較少，

主要都出現在專書、新聞報導或雜誌的討論及敘述，因此，在論述中

的理論與實證基礎或許不夠，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朝此方向前進，

透過持續探討與研究，增加我國學術上在媽寶行為覺知的研究能量，

提供國人對於此議題有更多最新與科學的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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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成年獨立─成年人性格與行為之關聯性 

(紙本問卷_未刪題)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女 

2. 年齡：□18~24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 40 歲以上 

3. 我是如何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的科系：□完全自己做主；□ 大多是自己與

同儕討論；□ 自己與家人討論；□ 完全聽從父母的決定 

4. 我每天上網的時間大約有：□1 小時以下；□ 1~3 小時；□ 3~5 小時；

□ 5~7 小時；□ 7~9 小時；□ 9 小時以上 

第二部分： 成年人性格與行為表現 

     請仔細閱讀以下題目，然後在答案欄裡勾選符合您的數字。您所勾選的答案沒有

對錯之分，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但也請不要漏答任何一題。謝謝！ 

填答說明：5 非常同意、4 同意、3 普通、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一、請試著回想父母對你(妳）的照顧情形                 答 案 欄 

1. 我會需要爸媽叫我起床，防止睡過頭。 □5 □4 □3 □2 □1 

2. 我通常不會被要求需要分擔家裡的家事。 □5 □4 □3 □2 □1 

3. 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保險絲、燈泡)，

就讓父母(或其他人)處理就好。 

□5 □4 □3 □2 □1 

4. 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果，像是橘

子、文旦之類的)。 

□5 □4 □3 □2 □1 

5. 如果父母跟我去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幫我提。 □5 □4 □3 □2 □1 

6. 我能幫忙家裡準備一餐飯(無論是買現成的或是親自下

廚)。 

□5 □4 □3 □2 □1 

7. 父母會用電話、訊息或者簡訊等，提醒我該做的事情。 □5 □4 □3 □2 □1 

8. 學校請假、繳費等等瑣事，父母都會幫我處理好。 □5 □4 □3 □2 □1 

9. 學校有趕不完的作業，父母會幫忙我做。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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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跟父母說學校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很不爽，他們會支

持我。 

□5 □4 □3 □2 □1 

11. 我跟父母說我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會很生氣

甚至想到學校抗議。 

□5 □4 □3 □2 □1 

12.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施壓。 □5 □4 □3 □2 □1 

13. 父母曾對我說「xxx 是壞人，不能跟他做朋友」。 □5 □4 □3 □2 □1 

14. 父母曾對我說「xxx 成績太差，少接近他」。 □5 □4 □3 □2 □1 

15.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日記、手機、

電腦或訊息。 

□5 □4 □3 □2 □1 

16. 父母會在我的 FB 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5 □4 □3 □2 □1 

17. 到目前為止，父母還是會幫我打理生活或學校的事情。 □5 □4 □3 □2 □1 

18. 和朋友聊天談話時，我常喜歡與大家分享自己媽媽說過

的話。 

□5 □4 □3 □2 □1 

二、人際互動量表                                   答 案 欄 

1. 小組報告分工合作，若同組夥伴做不完的部分，如果我

有空，我會幫忙。 
□5 □4 □3 □2 □1 

2. 與同學約會遲到，我會先打電話告知對方自己的狀況，

請他等一下。 

□5 □4 □3 □2 □1 

3. 同學考試成績不如預期而覺得沮喪，我會鼓勵他不要氣

餒。 

□5 □4 □3 □2 □1 

4. 同學看起來悶悶不樂，我會主動去關心他。 □5 □4 □3 □2 □1 

5. 看到師長或同學拿很重的物品，我會主動上前幫忙。 □5 □4 □3 □2 □1 

6. 有團體作業或團體活動時，我希望大家都聽我的。 

7. 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我會主動讓位給老弱婦孺。 
□5 □4 □3 □2 □1 

8.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值得我感謝的人。 □5 □4 □3 □2 □1 

9. 若我不小心傷害到同學(言語或行為)，我會勇於承擔並主

動向對方道歉。 

□5 □4 □3 □2 □1 

10. 收到親朋好友的簡訊(或 email)，我都會簡單回覆，讓對

方知道我收到訊息了。 

□5 □4 □3 □2 □1 

三、成就動機量表      答 案 欄 

1. 我渴望學習，願意花時間增加知識吸收。 □5 □4 □3 □2 □1 

2. 別人常說我比其他人投入學習活動。 □5 □4 □3 □2 □1 

3. 我不怕任務困難，不怕失敗。 □5 □4 □3 □2 □1 

4. 我願意接受改變和反對意見。 □5 □4 □3 □2 □1 

5. 碰到棘手的問題，我會因時因地來改變做法。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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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束。煩請再次確認是否有遺漏，謝謝您的協助！ 

  

6. 當我投入作業(工作)時，我會覺得世界遺忘了我。 □5 □4 □3 □2 □1 

7. 我傾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喜歡求人不如求己。 □5 □4 □3 □2 □1 

8. 我不喜歡有事就找人來幫忙。 □5 □4 □3 □2 □1 

9. 我相信事情的成效操之在己，而非別人或環境影響。 □5 □4 □3 □2 □1 

10. 我相信事情的成功，在努力而非運氣。 □5 □4 □3 □2 □1 

11. 我願意長時間付出更大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5 □4 □3 □2 □1 

12. 我傾向不斷提升更好成績，而感到光榮。 □5 □4 □3 □2 □1 

四、情緒管理量表                                    答 案 欄 

 

1. 當我感到憤怒時，我通常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冷靜下來。 

2. 遇到困境或挫折時，我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3. 我是很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4. 我能對自我的情緒有很好的調節能力。 

5. 我經常鼓勵自己把事情做到最好。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五、網路沉迷量表                                     答 案 欄 

1. 我會因為上網而上學(或上班)遲到早退或缺席。 

2. 我會因為上網而影響成績或工作進度。 

3. 若在我上網時有人打擾我，我會生氣。 

4. 我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 

5. 我會在離線後仍對網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 

6. 我會因為沒有上網而心情鬱悶或感到不耐煩。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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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成年人性格與行為之關聯性 

(正式問卷_已刪題）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女 

2. 年齡：□18~24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 40 歲以上 

3. 我是如何選擇進入目前就讀的科系：□完全自己做主；□ 大多是自己與

同儕討論；□ 自己與家人討論；□ 完全聽從父母的決定 

4. 我每天上網的時間大約有：□1 小時以下；□ 1~3 小時；□ 3~5 小時；

□ 5~7 小時；□ 7~9 小時；□ 9 小時以上 

第二部分： 成年人性格與行為表現 

     請仔細閱讀以下題目，然後在答案欄裡勾選符合您的數字。您所勾選的答案沒有

對錯之分，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但也請不要漏答任何一題。謝謝！ 

填答說明：5 非常同意、4 同意、3 普通、2 不同意、1 非常不同意 

一、請試著回想父母對你(妳）的照顧情形                     答 案 欄 

1. 我會需要爸媽叫我起床，防止睡過頭。  □5 □4 □3 □2 □1 

2. 在家裡若是遇到家電產品故障(像是換保險絲、燈泡)，就讓

父母(或其他人)處理就好。 

 □5 □4 □3 □2 □1 

3. 在家裡我從來不用為自己剝蝦殼(或剝有皮水果，像是橘

子、文旦之類的)。 

 □5 □4 □3 □2 □1 

4. 如果父母跟我去上學時，會擔心我書包太重而幫我提。  □5 □4 □3 □2 □1 

5. 我跟父母說學校老師對我的態度讓我很不爽，他們會支持

我。 

 □5 □4 □3 □2 □1 

6. 我跟父母說我在學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會很生氣甚

至想到學校抗議。 

 □5 □4 □3 □2 □1 

7. 當我被老師處罰後，父母會利用各種管道向學校施壓。  □5 □4 □3 □2 □1 

8. 父母曾對我說「xxx 是壞人，不能跟他做朋友」。  □5 □4 □3 □2 □1 

9. 父母曾對我說「xxx 成績太差，少接近他」。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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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束。煩請再次確認是否有遺漏，謝謝您的協助！ 

 

 

10. 父母會用「交友狀況」為理由，檢查我的日記、手機、電

腦或訊息。 

 □5 □4 □3 □2 □1 

11. 父母會在我的 FB 留言回應我朋友的意見。  □5 □4 □3 □2 □1 

二、人際互動量表                                       答 案 欄 

1. 與同學約會遲到，我會先打電話告知對方自己的狀況，請他等

一下。 

□5 □4 □3 □2 □1 

2. 同學考試成績不如預期而覺得沮喪，我會鼓勵他不要氣餒。 □5 □4 □3 □2 □1 

3. 看到師長或同學拿很重的物品，我會主動上前幫忙。 □5 □4 □3 □2 □1 

4. 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我會主動讓位給老弱婦孺。 □5 □4 □3 □2 □1 

5.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值得我感謝的人。 □5 □4 □3 □2 □1 

6. 若我不小心傷害到同學(言語或行為)，我會勇於承擔並主動向

對方道歉。 

□5 □4 □3 □2 □1 

三、成就動機量表      答 案 欄 

1. 我不怕任務困難，不怕失敗。 □5 □4 □3 □2 □1 

2. 我願意接受改變和反對意見。 □5 □4 □3 □2 □1 

3. 碰到棘手的問題，我會因時因地來改變做法。 □5 □4 □3 □2 □1 

4. 我願意長時間付出更大的努力來達成目標。 □5 □4 □3 □2 □1 

四、情緒管理量表                                       答 案 欄 

 

1. 遇到困境或挫折時，我能控制自己的脾氣。 

2. 我是很能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3. 我能對自我的情緒有很好的調節能力。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五、網路沉迷量表                                        答 案 欄 

1. 我會因為上網而影響成績或工作進度。 

2. 我會因為上網而犧牲晚上的睡眠。 

3. 我會在離線後仍對網路活動的內容念念不忘。 

4. 我會因為沒有上網而心情鬱悶或感到不耐煩。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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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反映像相關矩陣 

題項 1 3 4 5 8 10 11 12 13 14 15 16 2 6 7 9 17 18 

1 .862
a
 -.100 -.150 -.075 -.216 .027 .014 -.053 .012 .008 -.048 .031 -.044 -.020 -.162 .043 .062 .061 

3 -.100 .836
a
 -.154 .032 -.161 -.045 .046 -.089 .016 .074 -.073 .050 -.078 .098 -.034 -.041 .080 .001 

4 -.150 -.154 .805
a
 -.181 -.019 .034 -.105 .117 .087 -.180 .147 -.070 -.105 .151 .015 -.028 -.104 -.060 

5 -.075 .032 -.181 .885
a
 -.059 .043 -.005 -.095 -.033 .085 -.098 -.025 -.168 .111 -.208 -.147 -.035 -.013 

8 -.216 -.161 -.019 -.059 .899
a
 -.064 -.027 -.027 .000 .011 -.032 -.057 -.077 .128 -.196 -.185 -.094 -.085 

10 .027 -.045 .034 .043 -.064 .819
a
 -.401 -.061 -.104 .115 .093 -.102 -.132 .003 -.083 -.016 -.033 -.091 

11 .014 .046 -.105 -.005 -.027 -.401 .820
a
 -.417 -.036 -.014 -.121 .114 .028 -.034 -.037 -.075 -.095 -.008 

12 -.053 -.089 .117 -.095 -.027 -.061 -.417 .847
a
 .025 -.232 .074 -.057 .014 .018 .072 -.099 -.163 -.029 

13 .012 .016 .087 -.033 .000 -.104 -.036 .025 .756
a
 -.584 -.137 .111 .000 .008 -.042 .003 -.022 -.010 

14 .008 .074 -.180 .085 .011 .115 -.014 -.232 -.584 .749
a
 -.205 -.118 .002 .027 .011 -.096 -.015 .079 

15 -.048 -.073 .147 -.098 -.032 .093 -.121 .074 -.137 -.205 .801
a
 -.382 .073 .014 -.081 .051 -.016 -.055 

16 .031 .050 -.070 -.025 -.057 -.102 .114 -.057 .111 -.118 -.382 .795
a
 .083 -.026 -.093 -.066 -.061 -.024 

2 -.044 -.078 -.105 -.168 -.077 -.132 .028 .014 .000 .002 .073 .083 .781
a
 .055 .167 -.082 -.098 -.021 

6 -.020 .098 .151 .111 .128 .003 -.034 .018 .008 .027 .014 -.026 .055 .778
a
 .027 .004 -.026 -.271 

7 -.162 -.034 .015 -.208 -.196 -.083 -.037 .072 -.042 .011 -.081 -.093 .167 .027 .871
a
 -.042 -.124 -.129 

9 .043 -.041 -.028 -.147 -.185 -.016 -.075 -.099 .003 -.096 .051 -.066 -.082 .004 -.042 .928
a
 -.008 .018 

17 .062 .080 -.104 -.035 -.094 -.033 -.095 -.163 -.022 -.015 -.016 -.061 -.098 -.026 -.124 -.008 .922
a
 .023 

18 .061 .001 -.060 -.013 -.085 -.091 -.008 -.029 -.010 .079 -.055 -.024 -.021 -.271 -.129 .018 .023 .622
a
 

註： a. 取樣適切性量數(M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