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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文化交流下的華人自我觀 

 

在這一小節的分析中，筆者將受試者在相依自我（11題）、自我表達

（7題）、以及追求獨立（6題）三個因素上的總分各自除以其題數，使得

每種自我的理論中點皆為 4，並求取所有受試者在三種自我上的平均數、

標準差，最後再計算各自我面向平均數的 95%信賴區間（見表 4-1）。 

 

根據表 4-1可以發現：受試者在三種自我上的平均數皆高於理論中點

（即 4分）。從 95%的信賴區間來看，三種自我皆顯著地大於 4；相依自我

與追求獨立更顯著地大於 5。 

 

表 4-1  受試者在三種自我層面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信賴區間 

 相依自我 自我表達 追求獨立 

平均數 5.21 4.14 5.67 

標準差 .73 1.01 .75 

95%信賴區間 5.14~5.28 4.04~4.24 5.60~5.74 

 

 

另外，本研究求取三種自我在理論中點上下的人數與百分比，得到表

4-2的資料。從表 4-2可以發現：受試者在三種自我面向上高於理論中點者

皆多過於低於理論中點者；其中，尤以相依自我和追求獨立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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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試者在三種自我層面理論中點上下的人數與百分比 

 相依自我 自我表達 追求獨立 

4分（含）以下 26 (6.6%) 195 (48.5%) 12 (3.0%) 

4分以上 370 (93.4%) 207 (51.5%) 392 (97.0%) 

人數 396 402 404 

 

從這一小節的分析可以發現：當今華人的自我，不但具有相依自我建

構的特色，同時亦兼具獨立自我的特色，特別是「追求獨立」的部分。而

自我表達雖然也有偏高的趨勢，但比起追求獨立則較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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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簡單相關分析 

 

筆者求取所有變項之間的兩兩簡單相關。「相依自我」由表 3-2中的第

一因素的題目總加而成，分數愈高者，表示該受試者相依自我強度愈強。

雖然在因素分析中「獨立自我」被分成兩個因素，整個獨立自我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尚可，筆者乃將其合併在一起作為獨立自我的分數，分數愈高，

表示該受試者獨立自我愈強。將自尊量表 9題總加在一起得到一整體自尊

的分數，分數愈高者，表示自尊愈高。相融和諧則由該量表六個題目總加

而成，分數愈高者，則表示該受試者與其重要他人、團體愈是相融和諧。

整體幸福感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相當高，筆者將其合併在一起分析成為一主

觀幸福感分數；亦即，將每個受試者在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

（反向計分）上的分數加起來再除以 3，以得到一整體主觀幸福感的分數，

分數愈高者，表示該受試者的主觀幸福感愈高。 

 

表 4-3中是本研究所有變項的兩兩簡單相關係數。相依自我與獨立自

我有顯著的正相關（r = .31, p<.01），這表示相依自我和獨立自我並非對立

的，而是可以並存的。相依自我和自我表達有正相關（r = .32, p<.01），相

依自我和追求獨立也有正相關（r = .14, p<.05）。 

 

獨立自我和自尊有顯著的正相關（r = .42, p<.01）。自尊和主觀幸福感

有顯著的正相關（r = .57, p<.01）。獨立自我和整體幸福感有顯著的正相關

（r = .34, p<.01），這可能是來自整體自尊的影響，也可能是來自獨立自我

直接的影響，需進一步分析。自我表達和自尊有正相關（r = .39, p<.01），

和主觀幸福感也有正相關（r = .35, p<.01）。追求獨立和自尊有正相關（r 

= .25, p<.01），和主觀幸福感也有正相關（r = .1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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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自我和相融和諧有顯著的正相關（r = .34, p<.01）。相融和諧和幸

福感也有顯著的正相關（r = .38, p<.01）。相依自我和整體幸福感有顯著的

正相關（r = .24, p<.01），這可能是來自相融和諧的影響，也可能是來自相

依自我本身直接的預測力，需要進一步分析。自尊和相融和諧也有顯著的

正相關（r = .36, p<.01），表示這兩者可能不是互相獨立的因素。人口變項

中，只有年齡和幸福感有顯著的相關（r = .11, p<.05）。 

 

簡單相關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到研究架構的模型。一項額外的發現

是，獨立自我和相融和諧有顯著的正相關（r = .26, p<.01）。這個部分並未

在筆者的預期之內。透過相關矩陣我們知道獨立自我和相依自我有正相

關，因此至少有兩種可能性：（1）獨立自我也可以與他人相融和諧；（2）

某些人兼含獨立自我與相依自我的性格特色，獨立自我與他人的相融和諧

是來自其相依自我層面與他人相融和諧。然而，此處的獨立自我是以自我

表達和追求獨立的分數總加得來的，而自我表達與追求獨立也分別和相融

和諧有正相關；因此，獨立自我與他人的相融和諧可能是來自於自我表達

與追求獨立二者，也有可能是來自於其中之一者，或者皆是來自於相依自

我。在此無法斷定，需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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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所有變項的兩兩簡單相關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01相依 1.00              

02自表 .32** 1.00             

03獨立 .14* .27** 1.00            

04獨我 .31** .89** .69** 1.00           

05自尊 .09 .39** .25** .42** 1.00          

06和諧 .34** .26** .14* .26** .36** 1.00         

07性別 -.04 -.03 .01 -.02 .11 -.03 1.00        

08年齡 .19** .27** -.23** .09 .16** .09 .04 1.00       

09教育 -.24** -.16** .25** .00 .02 -.15** -.04 -.45** 1.00      

10職業 .14* .24** -.18** .09 .13* .07 .01 .68** -.44** 1.00     

11生活 .23** .38** .12* .34** .50** .32** -.05 .18** -.08 .05 1.00    

12正向 .24** .27** .22** .31** .46** .34** -.01 .02 .01 -.02 .56** 1.00   

13負向 .10 .18** .04 .15** .40** .24** .09 .05 .07 -.05 .37** .46** 1.00  

14幸福 .24** .35** .15** .34** .57** .38** .01 .11* -.01 -.00 .84** .83** .74** 1.00 

註：相依=相依自我；自表=自我表達；獨立=追求獨立；獨我=獨立自我；自尊=整體自尊；和諧=相融和諧；教育=教育

程度；職業=職業類別1；生活=生活滿意；正向=正向情緒；負向=負向情緒；幸福=整體幸福感。 

*p<.05; **p<.01; N=317 

 

 

 

 

 

                                                 
1 在正式施測問卷中，職業類別包括了 11個類別。此處的職業類別分為學生和非學生兩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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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階層迴歸分析 

 

在上一節中發現到，獨立自我和相融和諧有顯著的正相關。然而，獨

立自我與他人的相融和諧是來自於自我表達，追求獨立，或是二者皆可與

人相融和諧？或者是某些人兼含自我表達（或追求獨立）與相依自我的性

格特色，因此，自我表達（或追求獨立）與他人的相融和諧是來自其相依

自我層面與他人相融和諧？ 

 

筆者在此以自我表達、追求獨立、與相依自我等為預測變項，相融和

諧為效標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第一步先同時投入自我表達與追求獨

立，第二步投入相依自我，來預測相融和諧。其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4  階層迴歸分析 
模式 β值 R R2 df F ΔR2 F change
模式一  .25 .06 2, 340 11.23*** .06 11.23***
自我表達 .22***       
追求獨立 .08       
模式二  .37 .14 3, 339 17.92*** .08 29.437***
自我表達 .12*       
追求獨立 .07       
相依自我 .29***       

 

 

在階層迴歸的第一步（模式一），以自我表達和追求獨立預測相融和

諧。模式一的綜合考驗達顯著（R = .25, F = 11.23, p<.001）。自我表達對相

融和諧有顯著的預測力（β= .22, p<.001），但追求獨立對相融和諧的預測力未

達顯著水準（β= .08, p= .14）。從模式一可以發現：一個能自我表達的人和其

是否能與人相融和諧有關係，而追求獨立則和相融和諧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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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階層迴歸的第二步（模式二），除了以自我表達和追求獨立外，並

加入相依自我來預測相融和諧。模式二的綜合考驗達顯著（R = .37, F = 

17.92, p<.001）；而加入相依自我可以比模式一增加約 8%的解釋力（ΔR2 

= .08, F change = 29.44, p<.001）。在模式二中，自我表達對相融和諧仍有顯

著的預測力（β= .12, p<.05），追求獨立對相融和諧的預測力仍未達顯著水準（β

= .07, p= .18），相依自我對相融和諧有顯著的解釋力（β= .29, p<.001）。從模式

二可以發現：相依自我愈高的人愈能與人相融和諧；具自我表達性格特色

者也能與人相融和諧（即使排除掉相依自我的變異量後）。 

 

從這一小節的分析中發現：一個能自我表達者（而非追求獨立）可以

與人相融和諧，這並未在研究的預期之中。雖然自我表達和追求獨立都是

預定的獨立自我項目，但從相關係數表來看（表 4-3），自我表達和相依自

我的相關（r = .32）並不比自我表達和追求獨立的相關（r = .27）來得低。

另外，從自我表達的項目來看，其測量的是一個人能否會在人前說出自己

的內在看法、表現出直來直往的傾向；照理說，這樣的傾向不但不會促進、

反而有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因此，雖然自我表達與追求獨立的題目原先

都設定為獨立自我的項目，但是在華人社會脈絡之下，自我表達的意涵可

能有所不同。故以下的分析中，以「追求獨立」來代表一個人的獨立自我，

而捨去自我表達的部分。 

 

 

 

 

 

 



 41

第四節、徑路分析與模式考驗 

 

在這一小節中，筆者進一步運用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更清楚地架

構本研究之中所有變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將進行兩次徑路分析，分析的

程序如下：第一次的分析以本研究一開始提出的架構（見第二章第四節）

來進行徑路分析。如前所述，以「追求獨立」來代表一個人的獨立自我。

第一次徑路分析的結果如下： 

 

獨立自我 

.22***           -.02 

整體自尊  .51*** 

.14*                     .33***               主觀幸福感 

相融和諧    .15**  

             .35***           .15** 

相依自我    

 

圖 4-1  第一次徑路分析 

*p<.05 

**p<.01 

***p<.001 

 

 

從第一次徑路分析的結果，刪去模式中未達顯著的路徑，再進行第二

次路徑分析，結果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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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我      .22***       

整體自尊     .50*** 

                                 主觀幸福感 

.14*                        .33***  .15** 

相融和諧 

             .35***           .14** 

 

相依自我 

 

圖 4-2  第二次徑路分析 

*p<.05 

**p<.01 

***p<.001 

 

 

根據圖 4-2的因果路徑，筆者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對其進行模式檢驗。由於相依自我、獨立自我、整體自尊、與相

融和諧等潛在變項只用單一指標來估計，因此將其誤差設為零；主觀幸福

感則由生活滿意、正向情緒、負向情緒三個指標來估計之。結果如圖 4-3

與表 4-5所示。表 4-5中所列的是評估模式適合度與品質的常用指標；除

了卡方值2達顯著不符合標準外，其餘的指標符合標準，表示此處的因果模

式屬理想。 

 

                                                 
2 由於χ2值容易隨樣本數而波動，因此在判斷模式的適合度時仍須參考其它指標（陳正昌、程

炳林，1998，415頁），如表 4-5所列者，均為常用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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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inde                                  .00 

1.00                                  esteem 

                獨立自我                   1.00 

                   .20       整體自尊 

                     .56                 satisfaction       .45 

                          .35                 .74 

.14   .00         harmony  1.00   相融和諧   .17   主觀幸福感    .76 positive     .43 

                                                                           .57 

.33     .18 negative        . 68 

相依自我                                               

       1.00 

.00        interde 

 

註：inde：追求獨立；interde：相依自我；esteem：自尊；harmony：相融和諧；satisfaction：生活滿意；positive：正向

情緒；negative：負向情緒 

Chi-square = 21.70 (p = .02678), df = 11; χ2/ df = 1.97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98;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95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 .04 

Normed Fit Index (NFI) = .95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 .98 

圖 4-3  研究模式的參數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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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模式指標符合情況 

指標 χ2值 χ2/ df GFI AGFI RMR NFI IFI 

標準 n.s. < 5 >.9 >.9 <.05 >.9 >.9 

符合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從這一小節的分析來看，本研究的假設與模式獲得了支持。獨立自我

對幸福感沒有直接的影響途徑，必須藉由整體自尊來影響主觀幸福感；相

依自我可以透過相融和諧獲得幸福感之外，也有直接的影響力。相融和諧

對幸福感有直接的影響力，也可以透過自尊影響到幸福感。整體而言，個

人的自我評價對幸福感有最直接、最強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