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是針對問卷調查所得之資料進行統計考驗，以期瞭解：一、受試的

個人變項（性別、壓力源、壓力程度和依附型態）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二、本研究所建構之情緒經驗歷程模式與所

蒐集到的觀察資料是否適配。 

第一節  個人變項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之差異 

    本節主要在探討不同個人變項（性別、壓力源、壓力程度、依附型態）的

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茲分

以下四個部分加以說明： 

一、不同性別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經資料分析結果，在所有 783 位受試中，其中男性有 265 人，佔 33.8％， 

女性有 518 人，佔 66.2％。為進一步瞭解不同性別的受試，在依附、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乃進行獨立樣本 t考驗。不同性

別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t考驗結果摘要表詳見表 4-1。 

表 4-1  不同性別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t考驗結果摘要表 

男性 女性  

M SD M SD 

 

t 值 

 

df 

 

Sig 

男女

比較

逃避依附 19.722 4.307 18.422  4.718 3.695 758 .000*** 男>女

焦慮矛盾依附 21.439 4.929 21.002 5.019 1.145 761 .252  

 

依附 

 安全依附 21.515 3.822 21.602 4.160 -.282 766 .778  

情緒反應 50.540 8.380 50.579 8.093 -.057 746 .954  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 認知行為 53.082 8.362 53.470 7.213 -.664 758 .507  

積極問題焦點 30.278 5.720 29.751 5.813 1.191 760 .234  

消極問題焦點 23.719 5.608 22.504 5.080 3.006 753 .003** 男>女

積極情緒焦點 23.818 3.783 23.877 3.593 -.210 762 .834  

 

生涯抉擇 

壓力因應 

消極情緒焦點 3.182 1.498 3.384 1.534 -1.848 776 .065* 男<女

快樂 42.254 10.569 39.360 10.348 3.633 762 .000*** 男>女情緒經驗 

憂鬱 92.024 24.758 88.401 24.62.3 1.865 725 .06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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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1 的資料，可瞭解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茲分述如下： 

（一）在依附方面，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逃避依附」的得分上，有顯著差

異存在(t=3.695，p<.001)，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男性在逃避依附關係上顯著高

於女性；而男性和女性在「焦慮矛盾依附」和「安全依附」的得分上，並無顯著

差異。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情緒反應」和「認

知行為」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

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存在(t=3.006，p<.01)，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男性比女性

較常採取消極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消極情緒焦點因應」

的得分上，亦有顯著差異存在(t=-1.848，p<.05)，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女性比

男性較常採取消極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

應」和「積極情緒焦點因應」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快樂感受量表」的得分上，

有顯著差異存在(t=3.633，p<.001)，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男性在快樂感受方面

顯著高於女性。男性和女性的受試在「憂鬱量表」的得分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t=1.865，p>.05)。 

二、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從 783 位受試的主要壓力源來看，填答「服兵役」者有 37 人，佔 4.7％， 

填答「準備就業」者有 401 人，佔 51.2％，填答「準備繼續升學」者有 255 人，

佔 32.6％，填答「其他」者有 51 人，佔 6.6％。由上述結果可知，填答「準備

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的總人數佔了全部受試的 83.8％，故進一步以獨立

樣本 t考驗比較此二組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

應和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存在。兩組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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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及 t考驗結果摘要表詳見表 4-2。 

表 4-2  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 t考驗結果摘要表 

準備就業 準備繼續升學  

M SD M SD 

 

t 值 

 

df 

 

Sig 

兩組 

比較 

逃避依附 18.560 4.446 19.429 4.951 -2.300 634 .022* 就業<升學

焦慮矛盾依附 20.944 5.161 21.182 4.869 -.582 637 .561  

 

依附 

 安全依附 21.808 3.902 21.406 4.235 1.231 640 .219  

情緒反應 50.725 7.782 50.653 8.169 .111 625 .912  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 認知行為 53.822 7.117 53.879 7.723 -.095 636 .924  

積極問題焦點 29.000 5.543 31.260 5.582 -5.010 635 .000*** 就業<升學

消極問題焦點 23.407 5.163 21.673 5.061 4.146 631 .000*** 就業>升學

積極情緒焦點 23.759 3.526 24.068 3.715 -1.059 638 .290  

 

生涯抉擇 

壓力因應 

消極情緒焦點 3.183 1.505 3.320 1.510 -1.128 649 .260  

快樂 40.094 10.550 40.365 10.340 -.319 637 .750  情緒經驗 

憂鬱 89.248 25.000 87.866 24.210 .675 609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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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2 的資料，可瞭解「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不同壓力

源的受試，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茲

分述如下： 

（一）在依附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在「逃避依

附」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存在(t=-2.300，p<.05)，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準備

繼續升學」組的受試在「逃避依附」的得分上顯著高於「準備就業」組的受試。

而「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在「焦慮矛盾依附」和「安全依附」

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

試在「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上的得分，均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

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存在(t=-5.010，p<.001)，由兩

組的平均數可知，「準備繼續升學」組比「準備就業」組的受試較常採取積極問

題焦點的因應方式。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上的得分，兩組受試亦有顯著差異

  63



存在(t=4.146，p<.001)，由兩組的平均數可知，「準備就業」組比「準備繼續升學」

組的受試較常採取消極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至於「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和「消

極情緒焦點因應」上的得分，兩組受試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在「快 

樂感受量表」和「憂鬱量表」上的得分，均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從 783 位受試對壓力程度的評估來看，填答「有一點壓力」者有 281 人，佔 

35.9％，填答「壓力大」者有 385 人，佔 49.2％，填答「壓力非常大」者有 117

人，佔 14.9％。為進一步瞭解三組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依附、負向情緒調

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壓

力程度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詳見表

4-3。 

表 4-3  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有一點壓力 壓力大 壓力非常大  

M SD M SD M SD 

 

F值 

 

Sig 

事後 

比較 

逃避依附 1 8.170 4.274 19.254 4.618 19.241 5.257 4.845 .oo8** 2>1 

焦慮矛盾依附 20.262 4.985 21.263 4.818 22.893 5.113 11.602 .000*** 3>2>1 

 

依附 

 安全依附 21.866 3.991 21.428 4.088 21.333 4.038 1.174 .310  

情緒反應 52.103 7.803 50.109 7.736 48.342 9.777 9.647 .000*** 1>2, 3  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 認知行為 52.952 8.009 53.766 7.077 52.866 8.319 1.158 .315  

積極問題焦點 29.334 5.676 30.088 5.840 30.858 5.749 3.070 .047*  

消極問題焦點 22.872 4.923 22.515 5.353 24.336 5.757 5.186 .006** 3>1, 2  

積極情緒焦點 23.683 3.327 23.764 3.676 24.573 4.246 .2.650 .071  

 

生涯抉擇 

壓力因應 

消極情緒焦點 3.229 1.468 3.255 1.474 3.456 1.756 .989 .372  

快樂 43.409 10.374 39.053 9.378 37.123 12.442 20.922 .000*** 1>2, 3 情緒經驗 

憂鬱 81.824 23.129 90.799 22.709 104.144 27.252 35.743 .000*** 3>2>1 

註：事後比較時，1代表有一點壓力，2代表壓力大，3代表壓力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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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3 的資料，可瞭解不同壓力程度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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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茲分述如下： 

（一）在依附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達顯著

差異水準(F=4.845，p<.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法進行事

後比較，結果發現「壓力大」者的「逃避依附」顯著高於「有一點壓力」者，其

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其次，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焦慮矛盾依附」上

的得分，亦達顯著差異(F=11.602，p<.001)，經進一步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比較，

結果發現「壓力非常大」者的「焦慮矛盾依附」顯著高於「壓力大」者，而「壓

力大」者又顯著高於「有一點壓力」者。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安全依附」

上的得分，則未達顯著差異水準(F=1.174，p>.05)。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情緒反應」上的

得分，達顯著差異水準(F=9.647，p<.0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有一點壓力」者的「情緒反應」顯著高於

「壓力大」者，而「壓力大」者顯著又高於「壓力非常大」者。至於不同壓力程

度的受試在「認知行為」上的得分，則未達顯著差異水準(F=1.158，p>.05)。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消極問題焦點因

應」上的得分，達顯著差異水準(F=5.186，p<.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

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壓力非常大」者的「消極問題焦點因

應」顯著高於「壓力大」者和「有一點壓力」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和「消

極情緒焦點因應」上的得分，均未達顯著差異水準。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快樂感受量表」上的得分，

達顯著差異水準(F=20.922，p<.0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有一點壓力」者在「快樂感受量表」上的得分顯著

高於「壓力大」者和「壓力非常大」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而且不同壓

力程度的受試在「憂鬱量表」上的得分，亦達顯著差異水準(F=35.743，p<.001)，

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壓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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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者在「憂鬱量表」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壓力大」者，而「壓力大」者又顯

著高於「有一點壓力」者。 

四、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經資料分析結果，在所有 783 位受試中，其中逃避依附型態者有 119 人，佔 

15.2％，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有 245 人，佔 31.3％，安全依附型態者有 285 人，

佔 36.4％，無法分類者有 81 人，佔 10.3％。為進一步瞭解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

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

要表詳見表 4-4。 

表 4-4  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逃避依附型態 焦慮矛盾依附型態 安全依附型態  

M SD M SD M SD 

 

F值 

 

Sig 

事後 

比較 

情緒反應 48.754 7.465 47.760 7.446 53.851 8.179 28.897 .000*** 3>1, 2 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 認知行為 52.739 7.840 51.500 7.069 55.286 7.640 11.623 .000*** 3>1, 2 

積極問題焦點 29.210 5.208 29.197 5.535 31.014 5.982 5.756 .001*** 3>1, 2 

消極問題焦點 23.226 6.064 23.800 5.476 21.772 4.705 7.538 .000*** 2>3 

積極情緒焦點 23.155 3.586 23.659 3.584 24.297 3.524 3.309 .020* 3>1 

 

生涯抉擇 

壓力因應 

消極情緒焦點 3.288 1.558 3.260 1.511 3.217 1.536 .084 .969  

快樂 37.175 10.060 39.033 9.741 42.600 10.827 9.527 .000*** 3>1, 2 情緒經驗 

憂鬱 92.600 24.127 98.532 22.553 78.961 23.107 30.601 .000*** 3<1, 2 

註：事後比較時，1代表逃避依附型態，2代表焦慮矛盾依附型態，3代表安全依附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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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4 的資料，可瞭解不同依附型態的大四學生，在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茲分述如下： 

（一）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情緒反應」上的

得分，達顯著差異水準(F=28.897，p<.0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態」者的「情緒反應」顯著高

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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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認知行為」上的得分，亦達顯著差異水準(F=11.623，

p<.001)，經進一步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態」者的

「認知行為」亦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其餘

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

應」上的得分，達顯著差異水準(F=5.756，p<.0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

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態」者的「積極問題焦點

因應」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則

無顯著差異存在。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上的得分，亦達

顯著差異水準(F=7.538，p<.001)，經進一步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

現「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的「消極問題焦點因應」顯著高於「安全依附型態」

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至於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積極情緒焦點因應」

上的得分，亦達顯著差異水準(F=3.309，p<.05)，經進一步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

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態」者的「積極情緒焦點因應」顯著高於「逃避依

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至於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消極情緒

焦點因應」上的得分，則未達顯著差異水準(F=.084，p>.05)。 

（三）在情緒經驗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快樂感受量表」上的得分，

達顯著差異水準(F=9.527，p<.001)，為進一步瞭解實際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態」者在「快樂感受量表」上的得分顯

著高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

異。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憂鬱量表」上的得分，亦達顯著差異水準

(F=30.601，p<.001)，經進一步以 Scheffe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

型態」者在「憂鬱量表」上的得分顯著低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

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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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情緒經驗歷程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是從 783 位大四學生的研究樣本中，選取在壓力程度上填答「壓力大」

和「壓力非常大」的 502 位受試，進行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

緒經驗的歷程模式之考驗。在本研究中，LISREL 8.3(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 

Model 8.3)用以考驗情緒經驗歷程模式的適配度，同時，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可用

以估計觀察變項在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量以及潛在變項間的結構關係。本研究在

進行 LISREL的分析時，係以各觀察變項的相關矩陣(correlation matrix)為輸入資

料，並使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簡稱ML)作為參數估計與模式適配

度考驗的方法。 

壹、從初始模式到正式模式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所建構之初始模式如圖 3-1所示。在圖 3-1 的

模式中，是以依附作為潛在自變項，而以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

驗作為潛在依變項。依附的觀察變項有逃避依附、焦慮矛盾依附和安全依附；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觀察變項有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壓力因應的觀察變項有積

極問題焦點因應、消極問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

情緒經驗的觀察變項有快樂和憂鬱。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驗證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

之間的因果關係，故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將各變項間可能的因果路徑均列入初始

模式中，而初步考驗結果發現，初始建構的模式與所蒐集到的觀察資料無法適

配。此可能表示初始模式中之某些因果路徑是不適當的，故便嘗試將過去研究呈

現不一致結果之路徑予以刪除，再者，依附和壓力因應的觀察指標仍有調整的可

能。因此，便以刪除不適當的路徑與整併觀察指標的方向進行模式驗證。最後，

在刪除不適當的路徑【刪除的路徑有三：一是依附(ξ1)直接影響情緒經驗(η3)，

二是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直接影響情緒經驗(η3)，三是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

影響壓力因應(η2)】後，並將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二個不安全依附合併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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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而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和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合併計分更改為正向壓力因應；

而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合併計分更改為負向壓力因應，分別可

形成模式一和模式二。若刪除下列二條路徑：一是依附(ξ1)直接影響情緒經驗

(η3)，二是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直接影響情緒經驗(η3)，並將消極問題焦點因應

反向計分與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合併為問題焦點因應，消極情緒焦點因應反向計分

與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合併為情緒焦點因應。以問題焦點因應為壓力因應指標的模

式進行分析時，由於適合的相關矩陣不是正值(positive definite)，因而該模式的

結構關係無解，因此不呈現該模式的結果，而僅以情緒焦點因應為壓力因應的指

標進行分析，形成模式三。再者，研究者亦嘗試將負向壓力因應反向計分再與正

向壓力因應合併為壓力因應，但其結果並不理想，故不在此呈現。最後，根據初

始模式之參數估計與考驗結果之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ices，簡稱MI)所建議

之修改方式，在不影響理論完整性的原則下，將模式進行些微修正，亦即增加部

分觀察變項殘差間之關係。經修正後形成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之三個正式模

式，分別如圖 4-1、圖 4-2和圖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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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正式模式一 

 

圖 4-2  正式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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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正式模式三 

本研究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的觀察變項間的相關矩陣如表 4-5、表 4-6

和表 4-7所示。上述三個表格的相關矩陣顯示，大部分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均達顯

著水準(p< .01)，可見三個模式之變項間均有相關存在，值得進一步進行模式之

驗證。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的 SEM之 LISREL程式語法可參見附錄三、附

錄五和附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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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模式一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矩陣 

變 項名 稱 不安全 

依附 

安全依 附 情緒反 應 認知行 為 正向壓力

因應 

快樂 憂鬱 

不安全依附 

 

       

安全依附 

 

.159**       

情緒反應 

 

.409** .235**      

認知行為 

 

.179** .266** .575**     

正向壓力因應 

 

.065 .301** .317** .425**    

快樂 

 

.100** .233** .187** .271** .414**   

憂鬱 

 

-.307** -.176** -.557** -.366** -.250** -.253**  

*p<.05   **p<.01 

 

表 4-6  模式二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矩陣 

變 項名 稱 不安全 

依附 

安全依附 情緒反應 認知行為 負向壓力 

因應 

快樂 憂鬱    

不安全依附 

 

       

安全依附 

 

.159**       

情緒反應 

 

.409** .235**      

認知行為 

 

.179** .266** .575**     

負向壓力因應 

 

-.134** -.071 -.383** -.255**    

快樂 

 

.100** .233** .187** .271** -.071   

憂鬱 

 

-.307** -.176** -.557** -.366** .381** -.253**  

*p<.05   **p<.01 

 72



表 4-7  模式三觀察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矩陣 

變項名稱 逃避依附 焦慮矛盾

依附 

安全依附 情緒反應 認知行為 情緒焦點

因應 

快樂 憂鬱 

逃避依附 

 

        

焦慮矛盾依附 

 

.200**        

安全依附 

 

.350** -.099*       

情緒反應 

 

.331** .306** .235**      

認知行為 

 

.166** .122** .266** .575**     

情緒焦點因應 

 

.129** .003 .250** .328** .399**    

快樂 

 

.147** .011 .233** .187** .271** .301**   

憂鬱 

 

-.224** -.256** -.176** -.557** -.366** -.227** -.253**  

*p<.05   **p<.01 

貳、正式模式的驗證 

    本研究在評估模式適配度時，分別從基本適配度、整體模式適配度和內在結

構適配度等三個層面來分析三個模式的適配度，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模式一之適配度考驗 

（一）基本適配度考驗 

   根據文獻進行基本適配度考驗(Jöreskog & Sörbom, 1993)是從下列三個向度

來評估模式是否達到標準：一、沒有負的誤差變異；二、估計參數相關的絕對值

不能超過 1；三、因素負荷量不能太低。從上述三個標準來評估，模式一大致符

合基本適配度考驗的標準。 

（二）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 

    過去評量模式的整體適配度標準都以χ²值的顯著與否作為標準，然而，χ²

值常會隨樣本人數而波動，一旦樣本人數很大時，幾乎所有的模式都可能被拒

  73



絕，因此，除了以χ²值作為檢定的標準外，統計學者們發展了一系列評量模式

適配度的指標（陳正昌、程炳林，2001）。一般較常被用來評量模式整體適配度

的指數包括：漸進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

RMSEA)、殘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簡稱 RMR)、適配度指數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GFI)、調整後適配度指數(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簡稱 AGFI)、基準適配度指數(normed incremental fit index，簡稱 NFI)、

非基準適配度指數(non-normed incremental fit index，簡稱 NNFI)、比較適配指數

(Comparative Fit Index，簡稱 CFI)、增量適配指數(Incremental Fit Index，簡稱 IFI)、

相關適配指數(Relative Fit Index，簡稱 RFI)等。 

 

表 4-8  模式一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摘要表 

χ² χ²/df RMSEA RMR GFI AGFI NFI IFI CFI RFI NNFI

3.15 0.63 0.000 0.015 1.00 0.99 1.00 1.00 1.00 0.98 1.01

表 4-8 為模式一的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由該表結果可看出，本

研究修正後的模式一與觀察資料適配度之 χ²值為 3.15，df為 5， χ²/df =0.63，p 

=.67645 。若以 χ²值及 χ²/df 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水準，

且 χ²/df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然而，由於χ²值常會

隨樣本人數而波動，因此，若欲更確切地瞭解整體模式的適配度，則需參酌其他

各項適配度指標(Jöreskog & Sörbom, 1993)來進行評鑑。因此，本研究亦參酌其

他各項適配度指標來評鑑模式一的整體模式適配度。模式一在其他適配度指標上

之考驗結果如表 4-8 所示，在 RMSEA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達到<.05

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標上，此模

式均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結果。 

其次，附錄四顯示，模式一所得之非趨中參數估計值(estimated non-centrality 

parameter，簡稱 NCP)指數為 0.0，NCP 90%信賴區間= (0.0 ; 5.87)，其意義是當

NCP 數值愈小，則所估計的參數偏離情形愈小，亦即理論模式與實際觀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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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能適配，本研究模式一 NCP 90%信賴區間包含 0在內，顯示模式一與觀察資

料可以適配。          

第三，附錄四顯示，在交叉效度考驗(expected cross validation index，簡稱

ECVI )方面，「模式的 ECVI值=0.10」要比「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ECVI

值=1.60、飽和模式(saturated model)ECVI 值=0.11」來得小，這表示本模式的交

叉效度不錯。因此，本模式的結果是合理的。 

第四，附錄四顯示，模式一之 AIC指數為 49.15，比飽和模式(saturated model)

的 56.00和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的 802.60還小，符合「理論模式的 AIC

必須小於飽和模式和獨立模式的 AIC」(Jöreskog & Sörbom, 1993)之標準，這顯

示模式一是一個精簡的模式。 

綜合而言，模式一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標。因

此，本研究的模式一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三）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除了整體模式適配度外，本研究亦對模式一的內在品質（內在結構適配度）

加以評估。表 4-9 是模式一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此項指數是由潛在變項之

觀察指標的R2 來加以估計，其數值愈大表示測量觀察變項的誤差愈小。從表 4-9

可發現，認知行為和正向壓力因應的信度超過 0.5，是良好的指標，而情緒反應

和快樂的信度亦尚可，憂鬱、安全依附、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的信度較差，

顯示這三個指標的測量誤差不小。 

表 4-9  模式一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 

潛在依變項之觀察變項 

情緒反應     認知行為    正向壓力因應     快樂      憂鬱 

            0.44         0.75         0.63           0.42      0.17 

潛在自變項之觀察變項 

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     安全依附 

                           0.08                  0.19 

其次，就變項的解釋量來看，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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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而依附(ξ1)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77%，壓力因應(η2)對情緒反應(η3)

的解釋量為 63%。就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一的內在結構不錯。表 4-10

是模式一之參數估計的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所有參數估計值均達顯.01 的

顯著水準，此一結果符合「估計參數必須達顯著水準」的內在品質。 

表 4-10  模式一之參數估計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R2值 

λX11 

λX21 

λY11 

λY21 

λY32 

λY43 

λY53 

γ11 

γ21 

β32 

δ1

.29 

.44 

.66 

.87 

1.00 

.65 

-.41 

.70 

.70 

1.00 

.92 

.061 

.054 

.062 

.091 

--- 

.14 

.077 

.11 

.064 

.25 

.063 

4.72 

8.21 

10.69 

9.51 

--- 

4.73 

-5.34 

6.36 

10.98 

3.94 

14.56 

δ2

ε1 

ε2

ε3 

ε4 

ε5

.81 

.56 

.25 

.37 

.58 

.84 

.059 

.055 

.073 

.085 

.080 

.060 

 

13.73 

10.28 

3.35 

4.35 

7.28 

13.78 

R2(X1)=.082 

R2(X2)=.19 

R2(Y1) =.44 

R2(Y2) =.75 

R2(Y3) =.63 

R2(Y4) =.42 

R2(Y5) =.17 

R2(η1) =.49 

R2(η2) =.77 

R2(η3) =.63 

綜合而言，模式一在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方面，雖未若整體模式適配度理

想，但大致仍可接受。 

二、模式一變項間的效果                                                            

  本研究藉由各變項間的效果來闡述各主要變項間的關係，藉由變項間的總效

果、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可以瞭解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影響（直接

效果），以及透過其他潛在依變項中介的間接影響（間接效果），總效果即是直接

效果與間接效果的總和。透過效果的檢定，有助於瞭解變項間的線性結構關係。 

以下茲就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三方面加以說明： 

（一）模式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直接效果即是兩個潛在變項之間的路徑係數，亦即模式所要估計的γ或β 

係數，圖 4-4 所示即是模式一 LISREL以標準化解估計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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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模式一之結構方程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X1：不安全依附；X2：安全依附；Y1：情緒反應；Y2：認知行為；Y3：正向壓力因應 

   Y4：快樂；Y5：憂鬱；ξ：依附；η1：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2：壓力因應；η3：情緒經驗 

δ1 、δ2：X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ε1～ε5：Y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 

由圖 4-4 可知，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直接效果為.70 (γ11)，依附對壓

力因應的直接效果為.88 (γ21)，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的直接效果為.79 (β32)，三者

皆達顯著水準(p<.05)。換言之，依附分別會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產生

直接影響，而壓力因應會對情緒經驗產生直接影響。 

（二）模式一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由圖 4-4 可知，依附會透過壓力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其間接效果為.69 

(γ21*β32 =.88 * .79 =.6952 )。 

（三）模式一變項間的總效果 

總效果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之和。表 4-11 為模式一潛在變項的總效果和

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四個潛在變項共四個總效果值均達顯著水準(t=3.94   

~ t=10.98，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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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由於依附對情緒經驗並無直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間接效果相同為.69。其次，依附對壓力因應並無間接效果，

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88。第三，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並無間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70。 

在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並無間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79。 

表 4-11  模式一之效果檢定 

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依附對壓力因應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70**        .70**              .70**        .88** 

間接效果        --           --                  --          -- 

總效果         .70**        .70**               .70**       .88** 

 依附對情緒經驗                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               --              1.00**       .79** 

間接效果      .70**           .69**             --           -- 

總效果        .70**           .69**            1.00**       .79** 

**p<.01 

  從上述模式一變項間的效果可獲得以下的發現：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

產生直接影響；依附會直接影響壓力因應，並透過壓力因應的中介變項而對情緒

經驗產生間接影響。 

 

三、模式二之適配度考驗 

（一）基本適配度考驗 

   模式二大致符合 Jöreskog和 Sörbom (1993)所提出的基本模式適配度考驗的

標準。 

（二）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 

表 4-12 為模式二的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由該表結果可看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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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修正後的模式二與觀察資料適配度之 χ²值為 14.62，df為 8， χ²/df =1.8275，

p =.06695 。若以 χ²值及 χ²/df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水準，

且 χ²/df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然而，由於χ²值常會

隨樣本人數而波動，因此，本研究亦參酌其他各項適配度指標來評鑑模式二的整

體模式適配度。模式二在其他適配度指標上之考驗結果如表 4-12 所示，在

RMSEA 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達到<.05 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

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

結果。 

表 4-12  模式二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摘要表 

χ² χ²/df RMSEA RMR GFI AGFI NFI IFI CFI RFI NNFI

14.62 1.8275 0.041 0.024 0.99 0.97 0.98 0.99 0.99 0.95 0.98

其次，附錄六顯示，模式二所得之非趨中參數估計值(estimated non-centrality 

parameter，簡稱 NCP)指數為 6.62，NCP 90%信賴區間= (0.0 ; 21.44)，由此可知，

模式二與觀察資料可以適配。          

第三，附錄六顯示，在交叉效度考驗(expected cross validation index，簡稱

ECVI )方面，「模式的 ECVI值=0.11」要比「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ECVI

值=1.45」來得小，這表示本模式的交叉效度不錯。因此，本模式的結果是合理

的。 

第四，附錄六顯示，模式二之 AIC指數為 54.62，比飽和模式(saturated model)

的 56.00和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的 726.01還小，符合「理論模式的 AIC

必須小於飽和模式和獨立模式的 AIC」之標準，此顯示模式二是一個精簡的模式。 

綜合而言，模式二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標。因

此，本研究的模式二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三）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除了整體模式適配度外，本研究亦對模式二的內在品質加以評估。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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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式二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從表 4-13 可發現，情緒反應和憂鬱的信度

超過 0.5，是良好的指標，而認知行為、負向壓力因應、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

附的信度次之，快樂和安全依附的信度最差，顯示此二指標的測量誤差不小。 

表 4-13  模式二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 

潛在依變項之觀察變項 

情緒反應     認知行為    負向壓力因應     快樂      憂鬱 

            0.95         0.35         0.25           0.075      0.80 

潛在自變項之觀察變項 

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     安全依附 

                           0.21                  0.071 

其次，就變項的解釋量來看，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82%，而依附(ξ1)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71%，壓力因應(η2)對情緒反應(η3)

的解釋量為 71%。就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二的內在結構很不錯。表 4-14

是模式二之參數估計的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只有 2 個參數估計值未達顯

著水準，依序為ε1和ε5，其餘參數都達.01 的顯著水準，此一結果大致符合「估計

參數必須達顯著水準」的內在品質。 

綜合而言，模式二在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方面，雖未若整體模式適配度理

想，但大致仍可接受。 

表 4-14  模式二之參數估計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R2值 

λX11 

λX21 

λY11 

λY21 

λY32 

λY43 

λY53 

γ11 

γ21 

β32 

δ1

.46 

.27 

.98 

.59 

1.00 

.27 

-.90 

.91 

-.42 

-1.68 

.79 

.048 

.049 

.28 

.15 

--- 

.072 

.031 

.30 

.050 

.63 

.054 

9.51. 

5.46 

3.46 

3.88 

--- 

3.79 

-2.90 

3.06 

-8.38  

-2.64 

14.50 

δ2

ε1 

ε2

ε3 

ε4 

ε5

.93 

.05 

.65 

.75 

.92 

.20 

.060 

.069 

.048 

.054 

.060 

.15 

 

15.54 

.70 

13.50 

13.95 

15.35 

1.26 

R2(X1)=.21 

R2(X2)=.071 

R2(Y1) =.95 

R2(Y2) =.35 

R2(Y3) =.25 

R2(Y4) =.075

R2(Y5) =.80 

R2(η1) =.82 

R2(η2) =.71 

R2(η3)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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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式二變項間的效果                                                             

  以下茲就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三方面加以說明： 

（一）模式二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圖 4-5 是模式二LISREL以標準化解估計所得的結果。由圖 4-5 可知，依附

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直接效果為.91 (γ11)，依附對壓力因應的直接效果為-.84 

(γ21)，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的直接效果為-.84 (β32)，三者皆達顯著水準(p<.05)。

換言之，依附分別會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產生直接影響，而壓力因應

會對情緒經驗產生直接影響。 

 

圖 4-5  模式二之結構方程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X1：不安全依附；X2：安全依附；Y1：情緒反應；Y2：認知行為；Y3：負向壓力因應 

   Y4：快樂；Y5：憂鬱；ξ：依附；η1：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2：壓力因應；η3：情緒經驗 

δ1 、δ2：X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ε1～ε5：Y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 

（二）模式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由圖 4-5 可知，依附會透過壓力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其間接效果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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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21×β32 = -.84×-.84 =.7036)。 

（三）模式二變項間的總效果 

表 4-15 為模式二潛在變項的總效果和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四個潛在

變項共 4個總效果值都達顯著水準(t=-2.64 ~ t=-8.38，p< .01)。 

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由於依附對情緒經驗並無直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間接效果相同為.70。其次，依附對壓力因應並無間接效果，

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84。第三，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並無間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91。 

在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並無間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84。 

 

表 4-15  模式二之效果檢定 

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依附對壓力因應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91**        .91**            -.42**         -.84** 

間接效果       --           --               --             -- 

總效果         .91**        .91**            -.42**         -.84** 

 依附對情緒經驗                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               --              -1.68**    -.84** 

間接效果      .70**            .70**             --         -- 

總效果        .70**            .70**            -1.68**     -.84** 

**p<.01 

五、模式三之適配度考驗 

（一）基本適配度考驗 

     模式三大致符合 Jöreskog和 Sörbom (1993)所提出的基本模式適配度考驗

的標準。 

（二）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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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模式三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摘要表 

χ² χ²/df RMSEA RMR GFI AGFI NFI IFI CFI RFI NNFI

11.92 1.70 0.037 0.024 0.99 0.97 0.99 0.99 0.99 0.94 0.98

表 4-16 為模式三的整體模式各項適配度考驗指數。由該表結果可看出，本

研究修正後的模式三與觀察資料適配度之 χ²值為 11.92，df 為 7， χ² / df =1.70，

p=.10330。若以 χ²值及 χ²/df 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水準，

且 χ²/df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然而，由於χ²值常會

隨樣本人數而波動，因此，本研究亦參酌其他各項適配度指標來評鑑模式三的整

體模式適配度。模式三在其他適配度指標上之考驗結果如表 4-16 所示，在

RMSEA 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達到<.05 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

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

結果。 

其次，附錄八顯示，模式三所得之非趨中參數估計值(estimated non-centrality 

parameter，簡稱 NCP)指數為 4.92，NCP 90%信賴區間= (0.0 ; 18.59)，由此可知，

模式三與觀察資料可以適配。          

第三，附錄八顯示，在交叉效度考驗(expected cross validation index，簡稱

ECVI )方面，「模式的 ECVI值=0.14」要比「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ECVI

值=1.69」來得小，這表示模式三的交叉效度不錯。因此，模式三的結果是合理

的。 

第四，附錄八顯示，模式三之 AIC指數為 69.92，比飽和模式(saturated model)

的 72.00和獨立模式(independence model)的 845.98還小，符合「理論模式的 AIC

必須小於飽和模式和獨立模式的 AIC」之標準，此顯示模式三是一個精簡的模式。 

綜合而言，模式三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標。因

此，本研究的模式三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三）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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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整體模式適配度外，本研究亦對模式三的內在品質加以評估。表 4-17

是模式三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從表 4-17 可發現，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的

信度高達 0.5 以上，是良好的指標，而逃避依附、情緒焦點壓力因應、快樂、安

全依附和憂鬱的信度次之，焦慮矛盾依附的信度最差，顯示此一指標的測量誤差

不小。 

表 4-17  模式三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度 

潛在依變項之觀察變項 

情緒反應     認知行為    情緒焦點壓力因應     快樂      憂鬱 

          .50            .67          .42             .29       -.25 

潛在自變項之觀察變項 

逃避依附     焦慮矛盾依附     安全依附 

                    .44            .068              .28       

 

表 4-18  模式三之參數估計摘要表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參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R2值 

λX11 

λX21 

λX31 

λY11 

λY21 

λY32 

λY43 

λY53 

γ11 

γ21 

β21  

β32  

.66 

.26 

.53 

.71 

.82 

1.00 

.54 

-.50 

.63 

.28 

 .31 

1.18 

.068 

.056 

.058 

.064 

.073 

--- 

.11 

.090 

.10 

.10 

.091 

.028 

9.74 

4.65 

9.12 

11.12 

11.21 

 --- 

5.09 

-5.57 

6.27 

2.78 

3.40 

4.19 

δ1

δ2 

δ3 

ε1 

ε2

ε3 

ε4 

ε5

.56 

.93 

.72 

.50 

.33 

.58 

.71 

.75 

.079 

.062 

.062 

.053 

.063 

.073 

.068 

.066 

7.01 

15.06 

11.54 

9.34 

5.21 

7.92 

10.34 

11.48 

R2(X1)=.44 

R2(X2)=.068 

R2(X3)=.28 

R2(Y1) =.50 

R2(Y2) =.67 

R2(Y3) =.42 

R2(Y4) =.29 

R2(Y5) =.25 

R2(η1) =.40 

R2(η2) =.67 

R2(η3) =.59 

其次，就變項的解釋量來看，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40%，而依附(ξ1)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67%，壓力

因應(η2)對情緒反應(η3)的解釋量為 59%。就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三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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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不錯。表 4-18 是模式三之參數估計的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所有參

數估計值均達.01 的顯著水準，此一結果符合「估計參數必須達顯著水準」的內

在品質。綜合而言，模式三在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方面，雖未若整體模式適配度

理想，但大致上仍可接受。 

六、模式三變項間的效果                                                             

  以下茲就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三方面加以說明： 

（一）模式三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圖 4-6 是模式三LISREL以標準化解估計所得的結果。由圖 4-6 可知，依附

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直接效果為.63 (γ11)，依附對壓力因應的直接效果為.43 

(γ21)，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壓力因應的直接效果為.48 (β21)，壓力因應對情緒經

驗的直接效果為.77(β32)，四者皆達顯著水準(p<.05)。換言之，依附分別會對負向

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產生直接影響，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壓力因應產生直接

的影響，壓力因應會對情緒經驗產生直接影響。 

（二）模式三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由圖 4-6 可知，依附會透過兩條路徑對情緒經驗產生間接影響，第一條路徑

是透過壓力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其間接效果為 .33(γ21×β32=.43×.77 

=.3311)；第二條路徑是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

其間接效果為.23 (γ11×β21×β32=.63×.48×.77=.2328)。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透過壓力

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其間接效果為.37 (β21× β32=.48×.77 =.3696)。依附會透

過負向情緒調適預而影響壓力因應，其間接效果為.30 (γ11×β21=.63×.48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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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模式三之結構方程模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X1：逃避依附；X2：焦慮矛盾依附；X3：安全依附；Y1：情緒反應；Y2：認知行為 

Y3：情緒焦點因應；Y4：快樂；Y5：憂鬱；ξ：依附；η1：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η2：壓力因應；η3：情緒經驗；δ1 ~δ3：X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 

ε1～ε5：Y變項的測量誤差變異量 

（三）模式三變項間的總效果 

表 4-19 為模式三潛在變項的總效果和顯著性考驗。由表中得知，四個潛在

變項共 4個總效果值都達顯著水準(t=2.78 ~ t=6.27，p< .01)。 

在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依附對情緒經驗並無直接效果，

但依附對情緒經驗的間接效果來源有二：一是γ21×β32=.33；二是γ11× β21×β32=.23，

故其總效果為兩個間接效果之和為.56。其次，依附對壓力因應的直接效果為.43，

間接效果為.30，故其總效果為.73。第三，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並無間接效

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63。 

在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總效果方面，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並無間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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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故其總效果與直接效果相同為.77。 

表 4-19  模式三之效果檢定 

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依附對壓力因應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63**          .63**            .28**         .43** 

間接效果       --             --              .19**         .30**            

總效果         .63**          .63**            .47**         .73** 

 依附對情緒經驗                壓力因應對情緒經驗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效果估計值   標準化效果值 

直接效果      --               --              1.18**      .77** 

間接效果      .56**           .56**              --         -- 

總效果        .56**           .56**            1.18**      .77**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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