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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依所蒐集之相關文獻資料，對父母教養、青少年子女之自我控制、自

我韌性、自尊與壓力因應提出研究架構與模式，繼之以台北縣市公私立高中 653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對問卷收集之結果進行變項間關係的假設驗證，以下將說明

各項假設的檢驗情形，並針對結果做出討論、 結論與往後研究及親職教育上之

建議。 

 

第一節  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 

假設一、「父母教養的反應」與「青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H1-1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高，則子女會有越高的積極因應。 

H1-2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低，則子女會有越高的消極因應。 

 

    父反應與問題取向積極因應之相關為.15，父反應與情緒取向積極因應之

相關為.19，母反應與問題取向積極因應之相關為.19，母反應與情緒取向積極

因應之相關為.27，均達.01 之顯著水準。且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反

應向度對積極因應的直接效果值為.18，整體效果值為.27，均達.01 之顯著水

準，表示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可直接影響子女的積極因應，也可透過中介歷

程間接影響。當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高時，子女的積極因應也越高，H1-1

獲得支持。 

    父反應與問題取向消極因應之相關為-.03，父反應與情緒取向消極因應之

相關為-.04，母反應與問題取向消極因應之相關為-.06，母反應與情緒取向消

極因應之相關為-.02，雖為負相關但未達.05 之顯著水準。在結構方程模式中，

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對消極因應的直接效果值為.07，未達.05 之顯著水準且未

如預期為負的效果值，但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對子女的消極因應的間接效果

值為-.13，達到.01 之顯著水準，表示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是完全透過中介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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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來影響子女的消極因應。將模式中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對消極因應的直接

影響此一路徑(γ51)去除後重新做一次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得到的間接效果，也

就是整體效果值為-.13(t=-3.26)，達到.01 之顯著水準，故 H1-2 獲得支持，父

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低，則子女會有越高的消極因應，且是透過完全中介而

非直接影響。 

 

假設二、「父母教養的要求」與「青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H2-1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越高，則子女會有越高的積極因應。 

H2-2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越低，則子女會有越高的消極因應。 

 

    父要求與問題取向積極因應之相關為.14，父要求與情緒取向積極因應之

相關為.14，母要求與問題取向積極因應之相關為.15，母要求與情緒取向積極

因應之相關為.17，均達.01 之顯著水準。且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要

求向度對積極因應的直接效果值為.11，整體效果為.14，也達.01 之顯著水準，

表示當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越高時，子女的積極因應也越高，H2-1 獲得支持。 

    父要求與問題取向消極因應之相關為.00，父要求與情緒取向消極因應之

相關為-.04，母要求與問題取向消極因應之相關為.05，母要求與情緒取向消極

因應之相關為.01，未達.05 之顯著水準且相關並未完全如預期為負相關。在結

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對消極因應的直接效果值為.05，整體效

果值為.03，未達.05 之顯著水準且未如預期為負的效果值，故 H2-2 未獲支持。 

 

假設三、「父母教養的反應」、「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與「青少年子

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H3-1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H3-2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韌性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H3-3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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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自我控制到子女的積

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10×.10=.01，經子女的自我韌性到子女的積極因

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10×.54=.054，經子女的自尊到子女的積極因應此一

路徑的間接效果為.19×.16=.03，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對子女的積極因應的間接

效果總和為.01+.054+.03=.09(t=3.30, p<.01)，達到.01 的顯著水準，其中又以父

母教養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自我韌性到子女的積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最強。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間接影

響子女的積極因應，亦即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扮演著中介的角

色。 

    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自我控制到子女的消

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10×-.28=-.028，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

自我韌性到子女的消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10×-.52=-.052，父母教養

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自尊到子女的消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為.19×-.26=-.05，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對子女的消極因應的間接效果總和為

(-.028)+(-.052)+(-.05)=-.13(t=-3.22, p<.01)，達到.01 的顯著水準，其中又以父母

教養的反應向度經子女的自我韌性到子女的消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最

強。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扮演著中介的角色，且效果值為負值，

表示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高時，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

間接影響子女的消極因應，使子女採行越少的消極因應，反之亦然。 

    因此，H3-1、H3-2、H3-3 均得到支持，其中又以 H3-2 的路徑效果最強。 

 

假設四、「父母教養的要求」、「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與「青少年子

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H4-1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H4-2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韌性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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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3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壓力因應。 

 

    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經子女的自我控制到子女的積

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00×.10=.00，經子女的自我韌性到子女的積極因

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05×.54=.03，經子女的自尊到子女的積極因應此一路

徑的間接效果為-.02×.16=.00，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對子女的積極因應的間接

效果總和為.00+.03+.00=.03(t=.96, p>.05)，未達.05 的顯著水準，亦即父母教養

的要求程度未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積極因

應。 

    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經子女的自我控制到子女的消

極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00×-.28=.00，經子女的自我韌性到子女的消極

因應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05×-.52=-.03，經子女的自尊到子女的消極因應此

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02×-.26=.01，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對子女的消極因應的

間接效果總和為.00+(-.03)+.01=-.02(t=-.72, p>.05)，雖如預期效果值為負值，但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亦即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未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

韌性及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消極因應。 

    因此，H4-1、H4-2、H4-3 均未得到支持。 

    茲將本研究各項研究假設的檢驗結果整理列於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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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研究假設的檢驗結果 

假設 變項關係 結果 

一 「父母教養的反應」與「青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支持 

1-1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高，則子女會有越高的積極因應 支持 

1-2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越低，則子女會有越高的消極因應 支持 

二 「父母教養的要求」與「青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部分支持

2-1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越高，則子女會有越高的積極因應 支持 

2-2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越低，則子女會有越高的消極因應。 不支持 

三 「父母教養的反應」、「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與「青

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支持 

3-1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間接影響子女

的壓力因應。 

支持 

3-2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韌性間接影響子女

的壓力因應。 

支持 

3-3 父母教養的反應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壓

力因應。 

支持 

四 「父母教養的要求」、「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與「青

少年子女壓力因應」具有關聯。 

不支持 

4-1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間接影響子女

的壓力因應。 

不支持 

4-2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我韌性間接影響子女

的壓力因應。 

不支持 

4-3 父母教養的要求程度會透過子女的自尊間接影響子女的壓

力因應。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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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一、在本次研究的653位青少年樣本中，父母親的教養方式是以高反應高要求的

型態居多。當父母的反應向度高時，常伴隨著要求向度也高，形成一種對孩

子關懷接納但也同時設下適當規範的教養方式，這是最有利於孩子發展自我

控制、自我韌性、自尊以及積極因應的教養方式。但當父母的要求向度高時，

卻不一定伴隨反應向度也高，要求高反應卻低形成的是專制威權的教養方式，

將對子女的自尊有不利的影響。 

二、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方式有助於讓子女在面對壓力時採取積極因應的方

式來面對，且顯著高於採取消極因應的傾向。 

三、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可直接影響子女的積極因應，也可透過自我控制、自我

韌性、自尊為中介歷程而間接影響。 

四、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未直接影響子女的消極因應，而是完全透過自我控制、

自我韌性、自尊為中介歷程來間接影響。 

五、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可直接影響子女的積極因應，但透過自我控制、自我韌

性、自尊的中介歷程則未達顯著。 

六、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無法直接影響子女的消極因應，也無法透過自我控制、

自我韌性、自尊為中介歷程而間接影響。 

七、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均分別對積極因應、消極因應有直接效果，個體

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程度越高有助於讓個體使用越多的積極因應和

越少的消極因應，其中又以自我韌性的效果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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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討論 

    回應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結合研究所得之結果，將研究發現討論如下： 

一、各變項在青少年樣本的得分現況 

(一)青少年的父母教養方式 

    在本次的研究樣本中，可以發現受試者知覺到父母親在要求向度上都

偏高，表示父母對子女的日常生活作息或行為表現呈現較多的規定與限制。

受試者知覺到父母在反應向度上則略高，父母對子女的生活作息或行為表

現呈現略多的關懷與支持，但父母要求仍多於父母反應，尤其多於父親的

反應。 

    在父母教養方式量表的得分上，母親的要求與反應大多高於父親的要

求與反應，尤其高於父親的反應，是否父親較疏於表達對子女的關愛與支

持，而是常以一個嚴父的形象出現，或甚至是根本較少參與子女的管教呢？

另外，在結構方程模式中，父要求與父反應兩個觀察變項的測量誤差間有

顯著相關，有可能可以抽取出另外一個新的潛在變項來反應舊有的潛在變

項沒有解釋到的部分，是不是父親的教養還有其他面向是無法由這個量表

的兩個向度來完全涵蓋的，未來或許可以分別針對父親與母親在教養方式

上的差異，以不同的量表來測量，以更彰顯出父親與母親間教養方式的差

異與特性。 

(二)青少年的壓力因應方式 

    在本次的研究中，受試者使用最多的因應策略是情緒取向積極因應，

次之為問題取向積極因應，再次之為問題取向消極因應，最少使用的是情

緒取向消極因應，整體而言，受試者在面對問題和壓力時較常採用積極的

態度來因應和面對，較少採用消極的因應方式，尤其是發脾氣、怨天尤人、

退縮封閉自己等等情緒取向的消極態度。 

(三)青少年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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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受試者的自我控制得分沒有得分很低或得分很高的極端值出

現，受試者較多偏向程度低的一方，表示有較多數受試的青少年是比較衝

動、容易分心、想立即滿足慾望、直接表露情感的，但所幸尚未達到極端

功能不良的程度。 

    受試者的自我韌性得分分佈較廣，有極為少數的受試者程度接近滿分，

他們在遭遇環境改變或偶發壓力事件時是有良好適應能力的。多數的受試

者得分略為偏低，也有極少數的受試者得分是相當低的，自我韌性低的個

體是比較無法靈活適應、無法對重大變動做出適當反應的。 

    受試者的自尊得分平均是略為偏向程度高的一方，表示受試者對自己

的整體評價是好的，是抱持著一種正面的態度看待自己。 

 

二、父母教養與青少年子女的壓力因應方式間的關聯 

    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他們使用的壓力因應型態以積

極因應為主，在使用問題取向積極因應以及情緒取向積極因應都比問題取向

消極因應和情緒取向消極因應為多，顯示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方式有助

於讓子女使用較多的積極適應的因應行為、較少的消極不適應的因應行為。

其他三種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則是會同時使用積極適應的因應行為和消

極不適應的因應行為。 

    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在使用問題取向積極因應策略顯

著多於其他三種教養型態下的子女，在使用情緒取向積極因應策略也顯著多

於低反應高要求和低反應低要求的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在問題取向消極

因應的得分和情緒取向消極因應的得分則是四種教養型態下沒有顯著差異，

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未顯著低於其他三組，可能是本次研

究對象中，情緒取向消極因應的得分原本就全部都偏低的關係以致於沒有顯

著差異，也可能是以受試者得分的中位數為切分點不適切，無法反映出組別

間的差異。但高反應高要求的父母教養型態下的子女除了消極因應之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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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更多的積極因應來面對壓力，他們仍是以積極因應為主要因應策略，其

他類型的子女則是積極因應未多於消極因應。 

 

三、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與自尊的中介角色 

    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對子女的積

極因應的間接效果達顯著，表示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都扮演著中介變

項的角色，當父母的反應程度越高，子女會有越高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和

自尊程度，再進而影響壓力因應的型態使子女使用越多的積極因應策略。其

中又以自我韌性是預測力最好的一個中介變項。 

    父母教養的反應向度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對子女的消

極因應的間接效果也達顯著，表示自我控制、自我韌性、自尊都扮演著中介

變項的角色。當父母的反應程度越高，子女會有越高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

和自尊程度，而當子女有越高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和自尊程度時，子女會

使用越少的消極因應策略。其中也以自我韌性為預測力最好的一個中介變

項。 

    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透過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對子女的積

極因應與消極因應的間接效果皆不達顯著。其中父母要求對自我控制的效果

值為.00，表示父母要求的程度高低幾乎沒有辦法用來解釋自我控制的高低；

父母要求對自我韌性的效果值為.05，有微弱的預測力但無法達到顯著水準；

父母要求對自尊的效果值為-.02，沒有達到顯著水準。 

    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對子女的自我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未達到理想的

預測力，可能因為高中生的生活環境不再只有來自家庭的影響，而逐漸將重

心轉移至學校生活及同儕團體，可能受師長或同學的影響也越大，因此自我

控制、自我韌性及自尊的高低可能還受到其他變項的影響，如社會支持、同

儕支持等，未來可以更進一步探討尚有哪些足以產生影響的變項。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雖然在本研究模式中，子女有越高的自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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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會促使其使用越多的積極因應和越少的消極因應，但在 Block 理論中，當自

我控制過高時的極端是過度控制，系統形成一個固化、不可滲透的界限，表

現出過度克制衝動、延宕滿足、抑制情感和行動，事實上極端的行為是功能

不良的。不過在本研究模式中沒有呈現出功能不良的情形可能是有賴於自我

韌性的調節，在 Block 的理論中，自我韌性的定義原本便是個體在環境脈絡的

要求下，調節自我控制程度的動態能力，且在郭芳君(2003)的研究中發現，在

同是高或中或低自我控制的個體中，低自我韌性者皆比高自我韌性者有顯著

較多的內向性行為問題，自我控制與個體內向性行為問題的關係，其實是受

到個體自我韌性程度的影響；而在同是高自我韌性的個體中，中、低自我控

制者會比高自我控制者有較多的學業適應問題。由以上結果或許可解釋為，

當個體具備足夠的自我韌性程度時，則高自我控制仍比中低自我控制在適應

上更良好。然而若不考慮自我韌性，將來可嘗試將自我控制視為非線性的相

關，或是將自我控制分為高、中、低三組來加以比較，以便更能釐清自我控

制對個體適應的影響。 

 

四、結構方程模式的適配度探討 

    整體而言，模式的契合度指標大部份都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但模型不夠

簡約，無法完美描述觀察資料，未來可進一步對模式做精簡，例如將沒有達

顯著的路徑刪除。另外，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在模式中並非一個理想的預測

變項，可再考慮以其他潛在變項來代替。在潛在變項的測量上，因自我控制、

自我韌性和自尊都只有一個向度未區分分量表，指標(indicator)都只有一個，

在結構方程模式上一個潛在變項若沒有三個以上的指標將不利於估計。這三

個潛在變項的殘差都不小，表示測量沒有辦法完整反映潛在變項的構念，未

來或許可以多加上幾個指標或是就原有的量表加以修改、區分分量表以便更

完整表達所欲測量的構念。 

    在本研究模式中，自尊與自我韌性存在殘差相關，可能是測量無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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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構念，也可能是自尊與自我韌性這兩個構念原本就有所重疊所致。在曾

文志(2007)的大一學生復原力模式研究中，發現研究對象可能透過自尊引發更

堅毅不輕言放棄的態度，使他們在面對困境時能有良好的復原力，這個復原

力的概念相近於自我韌性，因此自我韌性與自尊間可能存在著高相關，這兩

個構念是否過於接近需要更進一步做出區辨。 

    在本研究模式的參數估計結果中，母反應此一觀察變項的測量誤差為負，

有違犯估計的現象。出現這個現象表示模式與資料存在差距，模式無法完整

解釋資料，將來可更進一步修改模式，使模式更精簡更能契合資料。 

 

 

 

 

 

 

 

 

 

 

 

 

 

 

 

 

 

 



88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樣本的蒐集上，未能達到隨機抽樣的方式來選取受試者，而是

以班級為單位來接受施測，可能受到班級特性的影響而使每個受試者並非完

全獨立。且本次的研究對象僅限於台北縣市的高中日間部學生，無法將研究

結果類推至其他縣市的高中學生。 

    結構方程模式的修正可使模式與資料更適配，但可能修正後之模式僅適

合本次研究對象而已，無法類推到更廣的族群，因此本研究中對模式所做出

的修正可能影響了模式的類推性。 

    本研究中凡是只要有一題以上漏答的問卷便予以刪除，單親家庭的小孩

也不予列入分析，可能因此喪失部分有效的資訊，以致收集到的樣本無法完

全真實反應母群的特性。 

 

二、研究方法上的建議 

    本次研究結果可發現，父親與母親所採取的教養方式有所不同，未來可

針對父親的教養特性與母親的教養特性使用不同的量表來測量，並以不同的

模式來分析父母親各別對子女的影響。 

    自我控制與自我韌性兩個量表未區分向度及分量表，將來可進一步對這

兩個構念做更深入的探討，看是否有不同的向度存在，並對自我韌性和自尊

做區辨效度的檢驗。 

    模式與資料有不夠適配的問題，如父母教養的要求對積極因應、消極因

應的直接間接效果未達理想，將來可能需要更多的文獻探討與理論支持來提

出更有預測力的獨變項及更適配的模式。也可嘗試對高中學生的自我控制、

自我韌性及自尊作縱貫性的研究，以更清楚這些變項的長程發展以及受到哪

些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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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務上的建議 

    本次研究的結果雖然未完全符合預期，但研究者首次嘗試將自我控制、自我

韌性和自尊納入父母教養和壓力因應間做為中介歷程，並將自我控制和自我韌性

的研究樣本拓展至高中，希望能以本次研究所獲得的結果給予父母親親職教育上

的建議。 

1.父母教養應要求與反應並重 

    在本次的研究結果中，父母教養的要求向度並未達到理想的預測力，可

能因為高要求並未伴隨高反應所致，低反應高要求的教養態度是無法對子女

的自我控制及自我韌性有顯著的正面影響的。父母親有時為了求好心切，不

停要求子女達到自己所設立的標準且不准子女挑戰自己的威嚴，當子女無法

達到時甚至會受到處罰，但是當子女盡力做到父母的要求時，卻沒有得到相

對的鼓勵與讚美，甚至父母親可能表現出這是理所當然的冷漠態度，讓子女

有被拒絕的感受，對自己的能力無法建立信心而自尊低落。 

    本次研究中尤其又以父親的反應程度為低，可能在受試者的父親心中普

遍存在著一個嚴父的既定形象，為了維持自己的威嚴而不會輕易對子女表露

出讚許和溫暖回應的態度，以為這樣高標準的要求是為了讓子女更成材，卻

忽略了子女對溫暖關愛、情緒支持的渴求。這種高壓政策下的養育方式反而

造成了子女對自己抱持一種負面的態度，無法在面對壓力時以有效的方式調

整自己、以積極的態度面對壓力。 

    在東方文化中，愛是比較難說出口的，父母常期待望子成龍、望女成鳳，

卻疏於將關愛和支持也透露給子女知道，雖然心中是對子女的要求有回應的，

但是不表達出來子女將感受不到。因此，父母親在養育孩子時，應秉持著要

求與反應並重的教養方式，對子女設下適當的規範，同時接納關懷子女，對

子女的需求做出回應，如此才是最理想的親子互動方式，也最能幫助孩子達

到成功的適應。 

2.培養子女的自我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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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發現，自我韌性是影響壓力因應最重要的變項，當個體的自我

韌性越強，越有可能使用積極因應而越少使用消極因應，來成功地適應環境。

在 Block 的理論中，具有自我韌性的個體對環境的改變或偶發事件有良好的

適應能力，能分析環境的要求和行為之間的適配程度，彈性地選用適當的問

題解決策略，本研究的結果正是如此。同時，自我韌性也是個體在環境脈絡

的要求下，調節自我控制程度的動態能力(Block & Block, 1980)，可見自我控

制的程度高低還是有賴於自我韌性的調控，自我韌性的重要性不言可喻，也

因此培養青少年子女的自我韌性成為父母親的一個重要課題。 

    但是除了父母親以外，高中學生每天花最多的時間在學校生活上，與老

師、同儕的接觸相當緊密頻繁，若是老師也能以溫和堅定的方式為學生樹立

規範，並同時給予學生溫暖支持的回應，來幫助學生培養自我韌性的發展，

將有助於學生未來在面對壓力時的調適。當學生普遍具有高度自我韌性時，

同儕之間又可形成一種良性的示範，互相鼓勵支持對方也以積極正向的態度

來面對生活中的壓力、挫折，便可減少不適應的情形而能夠以更加彈性、靈

活的方式成功地面對生活中的艱難與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