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對研究結果做說明討論，當中包括現況分析以及假設驗證，以下

分節敘述之。 

 

第一節 受試者在各研究變項上的結果分析 

 

本節就施測樣本在各變項上之現況進行描述，當中包括了各學生別之性

別、依附風格、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類型、師徒經驗、希望與創新行為等變

項，以χ2 及變異數分析考驗各學生別在各變項上的差異性，並與過去研究者在

各變項上的研究結果做比較以供後續參考。 

 

(一) 關於性別 

 

此次抽樣各學生別所佔的百分比分別為數理生 27.2%、藝術生 12.2%、一般

生 60.6%，詳細統計量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性別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全體 

 N % N % N % N % 
男 113 49.6 23 22.5 273 53.6 409 48.7 
女 115 50.4 79 77.5 236 46.4 430 51.3 
總計 228 100 102 100 509 100 8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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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依附風格 
 

在依附風格上，各學生別學生的依附風格並無顯著差異(χ2=7.66，df=4，

p>.05)，當中皆以焦慮矛盾型所佔比例最高，如表 4-1-2 所示。 

 

對照過去黃于娟(1994)針對大學生所做依附風格研究，其各類型比例分別為

安全型 31.0%(N=240)，焦慮矛盾型 39.3(N=304)，逃避型 29.5%(N=228)，經χ2

考驗及比較發現，本研究中藝術生的焦慮矛盾型相較於過去的大學生來得多，思

考當中意涵，或許藉由焦慮矛盾的性格，更能激盪出藝術創作與發展，因而在藝

術生中，此類型的比例偏高。 

 

表 4-1-2 依附風格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全體 

 N % N % N % N % 
安全型 56 28.3 22 24.2 121 27.1 199 27.0 
焦慮矛盾 73 36.9 48 52.7 199 44.5 320 43.5 
逃避 69 34.8 21 23.1 127 28.4 217 29.5 
總計 198 100 91 100 447 100 736 100 
χ2 

(相較於黃

于娟研究) 

2.12 
(df=2) 

6.02** 
(df=2) 

3.48 
(df=2) 

3.65 
(df=2)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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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師徒類型 
 

1、 多元性 
 

全體學生的師父多元性平均數為 4.25，標準差為 1.40，當中以數理生最高

(M=4.28，SD=1.31)，其次一般生(M=4.26，SD=1.44)，藝術生最低(M=4.14，

SD=1.44)，如表 4-1-3 所示，但經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1-4

所示)，顯示不同學生別接觸到來自不同群體師父的情況是差不多的。 

 

此結果和原先所認知資優生有較高師父多元性的情況並不一致。探討當中

可能原因，一方面或許是此處一般生的樣本大多來自社會上所認知優秀的學校，

即使是一般生也同樣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因此師父多元的情況差異不會太大。

此外若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來看多元性，通常將其定義在兩個面向，一個是廣度

(range)，也就是不同社會系統的數目，另一個是密度(density)，意為該群體內

人與人之間相識的狀況(Brass, 1995)，本研究是從廣度的層面切入，界定的社

會系統數一到六，為較初步的歸類，因而不易突顯出各學生別之間的差異情形，

因此將來若要更深入瞭解不同學生別師父來源的差別情況，可將社會系統進一步

細分。 

 

表 4-1-3 多元性與連結程度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N=216 

藝術生 
N=100 

一般生 
N=491 

全體 
N=807 

 M SD M SD M SD M SD 
多元性 4.28 1.31 4.14 1.44 4.26 1.44 4.25 1.40 
連結程度 2.90 .44 2.99 .47 2.85 .54 2.8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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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學生別多元性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學生別 1.48 2 .74 .37 
誤差 1642.15 831 1.98  
全體 1643.62 833   

p>.05 
 
2、 連結程度 

 

在連結程度方面，全體平均數為 2.88，標準差為 0.51，表示學生與師父關

係的緊密程度介於「有點不同意」與「有點同意」之間，較傾向「有點同意」，

當中以藝術生最高(M=2.99，SD=.47)，其次數理生(M=2.90，SD=.44)，一般生最

低(M=2.85，SD=.54)，如表 4-1-3 所示。經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發現，藝術生

的連結程度顯著高於一般生(見表 4-1-5)，思考當中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在藝術方

面的學習，通常有較多一對一的師徒互動，透由這樣的模式，比較容易建立起親

密的師徒關係。 

 
表 4-1-5 學生別連結程度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與 Tamhane 事後比較 

變異來源 離均差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學生別 1.703 2 .852 3.349 數理生 －   
誤差 204.754 805 .254  藝術生  － ＊ 
全體 206.458 807   一般生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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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種類型 
 

師徒類型是以多元性與連結程度的平均分數(M=4.25；M=2.88)為分界，分

成低多元性低連結程度的守株待兔型，低多元性高連結程度的從一而終型，高多

元性低連結程度的機會主義型，高多元性高連結程度的多元創業型。 

 

表 4-1-6 顯示分類的結果，各類人數的比例高低依序為從一而終型

30.5%(N=246)、機會主義型 25.9%(N=209)、守株待兔型 24.1%(N=194)、多元創

業型 19.6%(N=158)。在不同學生別當中，一般生四種師徒類型的分佈較為平均，

數理生與藝術生其從一而終的比例較高，如表 4-1-6 所示，然進行百分比同質性

考驗，結果顯示三者並無顯著差異(χ2 = 6.75，df=6，p>.05)，表示不管是數理生、

藝術生還是一般生，皆存在各類型的師徒關係。 

 
表 4-1-6 師徒類型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全體 

 N % N % N % N % 
守株待兔 51 23.6 18 18.0 125 25.5 194 24.1 
從一而終 66 30.6 40 40.0 140 28.5 246 30.5 
機會主義 54 25.8 22 22.0 133 27.1 209 25.9 
多元創業 45 20.8 20 20.0 93 18.9 158 19.6 
師徒類型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學生別% 
216 

26.8 
100 

12.4 
491 

60.8 
807 

100 

 
(四) 關於師徒經驗 
 

全體在師徒經驗總量表上平均數為 3.20，標準差 0.68，介於「有一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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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之間，較偏向「有一些」。不同學生別的總量表分數排序依次以藝術

生為最高(M=3.34，SD=.66)，其次數理生(M=3.32，SD=.59)，一般生最低(M=3.11，

SD=.72)。分量表上，角色楷模與諮詢贊助皆介於「有一些」與「相當多」之間，

較偏向「有一些」，引薦推介與保護協助皆介於「有一點點」與「有一些」之間，

較偏向「有一些」，表示全體的師徒經驗在中等程度，其多寡依序為角色楷模

(M=3.41，SD=.73)、其次諮詢贊助(M=3.24，SD=.82)、再其次引薦推介(M=2.85，

SD=.92)，最後是保護協助(M=2.83，SD=.89)，詳細統計量如表 4-1-7 所示。以多

變量變異數分析對三組學生進行考驗，結果發現不同的學生在師徒經驗獲得上有

顯著差異(見表 4-1-8)，在「諮詢贊助」與「角色楷模」上，數理生與藝術生皆顯

著高於一般生，在「引薦推介」方面，數理生顯著高於藝術生與一般生，如表

4-1-7 所示。 

從數理生與藝術生比一般生獲得更多諮詢贊助與角色楷模的經驗來看，顯

示資優生在社會環境中確實得到較多的協助，受到較多人的關注，尤其是數理生

被推薦參與科展或其他競賽的機會相對其他生來得大，因而他們獲得引薦推介的

經驗也比其他人來得豐富。 

 

表 4-1-7 師徒經驗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N=217 

藝術生 
N=93 

一般生 
N=479 

全體 
N=789 

 排序 M SD 排序 M SD 排序 M SD 排序 M SD
諮詢贊助 2 3.31 .71 2 3.42 .81 2 3.17 .87 2 3.24 .82
角色楷模 1 3.55 .66 1 3.57 .71 1 3.32 .75 1 3.41 .73
引薦推介 3 3.19 .82 4 2.81 .95 4 2.70 .92 3 2.85 .92
保護協助 4 2.79 .87 3 2.83 .91 3 2.84 .90 4 2.83 .89
總量表  3.32 .59  3.34 .66  3.11 .72  3.2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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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各學生別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推薦引介 保護協助 

師徒類型 3 .92** 5.47** 10.88** 22.14** .20 
誤差 785      
全體 788      

**p<.01 
 

表4-1-9各學生別師徒經驗事後比較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  ＊ －  ＊＊ － ＊＊ ＊＊ －   
藝術  － ＊＊  － ＊＊  －   －  
一般   －   －   －   － 

*p<.05 **p<.01 
 

對照過去王萬里(1991)針對台灣企業員工所做師徒經驗研究發現，數理生與

藝術生的師徒經驗顯著高於過去台灣企業員工(見表 4-1-10)，當中主要在於獲得

更多諮詢贊助與角色楷模，但藝術生與一般生的引薦推介卻顯著低於企業員工。

誠如前文所述，資優生比之於一般生或其他人更容易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因而

經驗到更多師父幫助是可理解的。至於在職場上，就一個成熟獨立自主的個體而

言，不管事業發展或個人成長，他人的提攜顯得特別重要，因而對企業員工而言，

引薦推介的機會要比尚未進入職場的學生來得豐富，另外數理生由於參與科展與

相關競賽的機會相較於其他學生高，所受到的引薦推介較多，相當於企業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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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0 台灣高中生(本研究)與台灣企業員工(王萬里)師徒經驗比較 

 台灣企業員工 全體高中生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M SD t t t t 
諮詢贊助 3.06 .80 2.16* 2.88** 3.18** 1.21 

角色楷模 3.19 .79 2.93** 4.35** 3.58** 1.62 

引薦推介 3.10 .92 2.67** 0.90 2.20* 4.11** 

保護協助 2.60 .87 2.55* 1.87 1.84 2.54* 

總量表 3.07 .64 1.89 3.52** 2.95** 0.54 

*p<.05  **p<.01 
 
(五) 關於希望 

 

全體希望的平均數為 3.05，標準差.44，介於「大部分正確」與「完全正確」

之間，偏向「大部分正確」，表示基本上學生的認知是朝向有希望的。在不同學

生別中，希望高低依序以藝術生為最高(M=3.11，SD=.39)，其次數理生(M=3.07，

SD=.45)，最後是一般生(M=3.03，SD=.45)，如表 4-1-11 所示。以多變量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結果發現不同學生別的希望有顯著差異(見表 4-1-12)，藝術

生在尋求解決之道上顯著高於一般生(見表 4-1-13)，這樣的結果或許是藝術生從

小所屬成長環境，除了以校園為活動空間之外，校外各方面的學習培養更是他們

生活重心所在，在此氛圍薰習下，自然而然激發出許多靈感，也因此在面對目標

情境時，能有更多達成與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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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希望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N=224 

藝術生 
N=98 

一般生 
N=493 

全體 
N=815 

 M SD M SD M SD M SD 
成功的意志力 3.08 .48 3.10 .43 3.04 .48 3.06 .47 
尋求解決之道 3.05 .47 3.15 .43 3.00 .47 3.03 .47 

總量表 3.07 .45 3.11 .39 3.03 .45 3.05 .44 

 
表4-1-12 各學生別希望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成功的意志力 尋求解決之道 

學生別 2 .99* .62 3.70* 
誤差 812    
全體 814    

*p<.05 
 

表4-1-13 各學生別希望事後比較 

 成功的意志力 尋求解決之道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藝術 一般 
數理 －   －   
藝術  －   － ＊ 
一般   －   － 

*p<.05 
 

對照吳振賢(1997)針對大學生的希望相關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希望顯著高於

高中生(見表 4-1-14)。根據 Snyder(1994)詮釋希望此概念時，是以目標導向的觀

點切入，包括：相信自己有達成目標的意志力，相信自己有達成目標的方法。因

此是否意味著大學生對於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更為明確，更知道自己要追求什

麼，因而擁有較多的希望？那麼在對高中生做生涯輔導時，引導他們多去思考自

 78



己到底想追求，提供多種可能的途徑，如此，他們會越來越有希望。 

 
表 4-1-14 台灣高中生(本研究)與台灣大學生(吳振賢)希望比較 

 大學生 全體高中生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M SD t t t t 
成功的意志力 3.24 .43 9.34** 5.12** 3.12** 8.72** 

尋求解決之道 3.15 .41 6.41** 3.34** 0.00 6.81** 

希望總量表 3.21 .39 9.04** 4.91** 2.46* 8.57** 

*p<.05  **p<.01 
 

(六) 關於創新行為 
 

整體在創新行為的平均數為 2.82，標準差 0.53，介於「不太符合」與「還

算符合」之間，較偏向「還算符合」，表示整體的創新行為表現還算可以。就不

同學生別的表現上，以藝術生為最高(M=2.87，SD=.52)，其次數理生(M=2.83，

SD=.51)，最後是一般生(M=2.80，SD=.55)，詳細統計量數見表 4-1-15。以多變

量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結果發現不同的學生在創新行為表現上並無顯著差

異(見表 4-1-16)。 

 

表 4-1-15 創新行為描述統計量 

 數理生 
N=225 

藝術生 
N=101 

一般生 
N=506 

全體 
N=832 

 M SD M SD M SD M SD 
創意產生 2.84 .62 2.85 .63 2.79 .63 2.81 .63 
創意實踐 2.83 .55 2.90 .56 2.82 .59 2.83 .57 
總量表 2.83 .51 2.87 .52 2.80 .55 2.8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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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6 各學生別創新行為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學生別 2 .99 .54 1.00 
誤差 829    
全體 831    

p>.05   
 

對照之前創新行為相關研究發現，新竹科學園區研發人員(蘇錦榮，1998)創

新行為顯著高於高中一般生(見表 4-1-17)，此外台灣地區研究生(曾敬梅，2002)

創新行為顯著高於所有高中生(見表 4-1-18)。思考當中原因，若從Csikszentmihalyi

系統理論來看，所謂的創造力奠基在學門知識領域，以及個人是否產生新概念新

模式新創意納入該領域，還有判定某理念或產品是否得以納入該領域的守門員三

要素，對研究生以及研發人員而言，他們在專業學門知識的涉入相對於高中生來

得多許多，因而在創新行為的表現上是較具潛力的。 

 
表 4-1-17 台灣高中生(本研究)與研發人員(蘇錦榮)創新行為比較 

 研發人員 全體高中生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M SD t t t t 
創新行為 2.91 3.90 2.18* 1.75 0.73 2.49* 

*p<.05 
 
表 4-1-18 台灣高中生(本研究)與台灣研究生(曾敬梅)創新行為比較 

 研究生 全體高中生 數理生 藝術生 一般生 

 M SD t t t t 
創新行為 2.98 0.45 6.31** 4.21** 2.25* 6.25**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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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本研究各學生別的創新行為量表進行因素分析，皆發現可得兩

因素：「創意產生」和「創意實踐」，這樣結果與其他業界人士與研究生(蘇錦榮，

1998；曾敬梅，2002)等受試對象分析僅得到一個因素的結果並不同，這或許顯

示高中生在評估自我的創新行為時，明顯地將創意產生和實踐看成有相關但是不

同的事情，因而所認知的概念和研究生或研發人員是有差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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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於師徒關係 

 

本節主要想瞭解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的關係，當中師

徒經驗包含「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分別以皮爾

森積差相關，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進行考驗。 

 
(一) 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各師徒經驗之相關 

 
(1) 全體 

以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各師徒經驗求相關，結果發現皆達顯著水準(見表

4-2-1)，當中「諮詢贊助」、「角色楷模」、「保護協助」與連結程度的相關高於多

元性，而在「引薦推介」上，兩者則是差不多。若從 Kram 所歸納的功能包含事

業與心理社會兩方面來看，可透由不同形式來獲得滿足，在四種不同的師徒經驗

中，諮詢贊助、角色楷模、保護協助比較是同時涵蓋兩種功能，至於引薦推介則

偏向事業功能，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經驗涉及心理社會層面時，師徒間連結的影

響性會大過於師父的多元性。 

 

再者多元性與連結程度的相關甚小(r=-.03，p>.05)，表示這兩個因素可以成

為獨立向度，驗證了 Kram(2001)指出「以往認為連結程度強必然多元性弱與事

實不符」的概念，因而同時以多元性與連結程度來看待師徒關係的發展建立不失

為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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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全體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經驗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3 1.00      
諮詢贊助 .28** .37** 1.00     
角色楷模 .28** .41** .80** 1.00    
引薦推介 .25** .25** .46** .56** 1.00   
保護協助 .20** .25** .49** .46** .33** 1.00  
總經驗 .32** .42** .91** .93** .69** .61** 1.00 

**p<.01 
 
(2) 數理生 

數理生的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皆達顯著正相關(見表 4-2-2)，當中

不管是「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與連結程度的相

關皆高過於多元性。和全體狀況相比，數理生不管在參展、競賽、入學推薦方面

的機會平均要比他人為多，整體來說有較高的引薦推介經驗，且這些推薦的途徑

主要藉由校園的管道，因此師父多元與否影響較小，若想在當中獲得更多的機

會，能否和師父有良好緊密互動，能否讓師父多瞭解你實為關鍵所在。 

 

表4-2-2 數理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經驗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6 1.00      
諮詢贊助 .29** .32** 1.00     
角色楷模 .28** .42** .75** 1.00    
引薦推介 .15* .22** .38** .46** 1.00   
保護協助 .19** .25** .46** .38** .20** 1.00  
總經驗 .32** .41** .90** .91** .62** 57** 1.0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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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從藝術生的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相關發現，「諮詢贊助」、「角色楷

模」與多元性、連結程度皆達顯著水準，當中又以連結程度的相關較高，此外，

「引薦推介」與多元性，「保護協助」與連結程度相關達顯著(見表 4-2-3)。從這

樣的結果我們去對比數理生獲得引薦推介的情況，或許是藝術生整體皆有較高的

連結程度，因而師徒連結的影響性較小，反倒是多元的社會群體支援有助於引薦

推介機會的獲得。 

 

表4-2-3 藝術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推薦引介 保護協助 總經驗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13 1.00      
諮詢贊助 .29** .41** 1.00     
角色楷模 .36** .41** .79** 1.00    
推薦引介 .25* .16 .42** .60** 1.00   
保護協助 .09 .25* .40** .43** .28** 1.00  
總經驗 .36** .42** .90** .94** .67** .54** 1.00 

*p<.05 **p<.01 
 
(4) 一般生 

一般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的相關發現，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各

師徒經驗皆達顯著相關，當中對「諮詢贊助」、「角色楷模」而言，與連結程度的

相關較高，至於「引薦推介」與「保護協助」方面則是差不多(見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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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一般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師徒經驗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經驗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0 1.00      
諮詢贊助 .28** .37** 1.00     
角色楷模 .27** .39** .81** 1.00    
引薦推介 .29** .28** .49** .57** 1.00   
保護協助 .23** .25** .52** .52** .42** 1.00  
總經驗 .33** .41** .92** .93** .71** .66** 1.00 

*p<.05 **p<.01 
 

(二) 師徒類型與各師徒經驗 
 
(1) 全體 

以全體學生各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

類型的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存在(Wilk’s λ=.81，p<.01，見表 4-2-5)，

經比較發現多元創業型、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不管是在「諮詢贊助」、「角色

楷模」、「引薦推介」或是「保護協助」皆比守株待兔型豐富，且多元創業型又優

於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此外從一而終型的「角色楷模」多於機會主義型(見

表 4-2-6)。 

 

表4-2-5 全體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引介 保護協助 

師徒類型 3 .81** 43.20** 48.27** 23.86** 18.08** 
誤差 754      
全體 75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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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全體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84 N=227 N=200 N=117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諮詢贊助 2.81 0.79 3.32 0.72 3.22 0.77 3.73 0.77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

機會主義   － ＊
角色楷模 3.01 0.72 3.55 0.63 3.36 0.68 3.86 0.61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引薦推介 2.51 0.84 2.86 0.91 2.83 0.85 3.30 0.93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保護協助 2.49 0.83 2.87 0.90 2.85 0.83 3.15 0.91

多元創業    －

*p<.05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各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類

型的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存在(Wilk’s λ=.72，p<.01，見表 4-2-7)，經

比較後發現，多元創業型不管是在「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或是

「保護協助」皆比其他三類型獲得的多。此外機會主義型和從一而終型在「諮詢

贊助」、「角色楷模」與「保護協助」上的經驗皆優於守株待兔型，然在「引薦推

介」並無顯著的差異(見表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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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 數理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師徒類型 3 .72** 14.81** 21.64** 8.26** 18.05** 
誤差 203      
全體 205      

*p<.05 **p<.01 
 
表 4-2-8 數理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50 N=62 N=53 N=41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諮詢贊助 2.92 .62 3.30 .65 3.34 .72 3.73 .71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角色楷模 3.12 .65 3.60 .57 3.48 .60 4.09 .54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引薦推介 2.99 .83 3.13 .80 3.11 .80 3.56 .79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保護協助 2.35 .72 2.76 .98 2.87 .72 3.23 .92

多元創業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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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以藝術生各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類

型的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存在(Wilk’s λ=.72，p<.01，見表 4-2-9)，經

比較後發現，差異主要反應在「諮詢贊助」、「角色楷模」與「引薦推介」上，至

於「保護協助」則無明顯不同。在諮詢贊助方面，多元創業型比其他三類型要來

得豐富，且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又優於守株待兔型；在角色楷模方面，多元

創業型經驗優於從一而終型與守株待兔型，此外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又優於

守株待兔型；在引薦推介方面，多元創業型優於從一而終型與守株待兔型。(見

表 4-2-10)。 

 

表4-2-9 藝術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師徒類型 3 .72** 6.28** 8.48* 3.64** .80 
誤差 87      
全體 91      

*p<.05  **p<.01 

 88



表 4-2-10 藝術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6 N=37 N=21 N=17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諮詢贊助 2.92 .70 3.46 .78 3.45 .57 4.00 .75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角色楷模 3.01 .64 3.59 .66 3.76 .56 4.06 .56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引薦推介 2.43 .79 2.76 .87 2.98 .89 3.41 1.03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從一而終  －   
機會主義   －  

保護協助 2.53 .78 2.91 .85 2.93 .86 2.94 1.20

多元創業    －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各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類

型的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存在(Wilk’s λ=.72，p<.01，見表 4-2-11)，當

中不管是在「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或是「保護協助」方面，

多元創業型、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皆比守株待兔型豐富，且多元創業型又

優於機會主義型與從一而終型，此外從一而終型的「角色楷模」多於機會主義

型。(見表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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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1 一般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多變量 df 單變量F 
  

.81** 26.23** 23.90** 17.66** 
誤差 457      
全體 460 

 
表 4-2-12 一般生各師徒類型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N=128 N=126 N=89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73 3.12 .81 3.72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師徒類型 3 10.32** 

     

*p<.05  **p<.01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比較 

 N=118 
從 機 多

－ ＊ ＊ 守株待兔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

守株待兔 － ＊ ＊ ＊

角色楷模 .78 3.50 .67 3.25 .70 3.74

諮詢贊助 2.75 .87 3.30 .77
 

多元創業

從一而終 － ＊  ＊

機會主義   － ＊

多元創業    
守株待兔 － ＊ ＊

引薦推介 2.32 .78 2.73 .96 .85 3.21 .93

2.97 .60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保護協助 2.52 .89 2.91 .88 2.83 .88 3.20 .86

多元創業    －

*p<.05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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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關於師徒類型與師徒經驗，從全體學生來看，多元創業型不管是在諮詢贊

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與保護協助上，的確比傳統從一而終型師徒關係所獲更

多，而守株待兔型又是當中最匱乏者。近來應用於企業上的師徒相關研究指出，

傳統一對一的師徒形式有其優點所在，但在這多變的時代，整個社會結構改變，

各事業間界線漸趨模糊化，而不再是”域””域”無關，建立多重的師父網絡，實有

助於這個日日新的時代(Suzanne, Sherry&Vicki, 2003)。同樣的，學生要能夠有良

好學習，多元的刺激協助支援實為必要，因而如何營造促進多元師父網絡的形

成，此為日後教育可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強調 T 型(代表除了對某一門學問或

學門專精深化，還能加以應用，或對於專精知識互動的另外學科擁有足夠但未必

專精的知識)或 A 型(同時擁有兩種專業知識，且此兩種知識可以交集融合)人物

的今天，個體所需不再僅止於單一的專精領域知識更需要跨領域條件的結合(吳

靜吉，2004)，故多元創業的師徒網絡實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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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依附風格與師徒關係 

 

本節主要想瞭解性別、依附風格與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類型、師徒經

驗之關係，並以χ2 考驗與變異數分析對假設一、二做驗證。 

 

(一) 關於不同性別之多元性 

 

為瞭解不同性別學生在師父多元性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

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而言，不同性別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全體不同性別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2.27 1 2.27 1.15 N=408 N=426 
誤差 1641.36 832 1.97  M SD M SD
全體 1643.62 833   4.30 1.44 4.20 1.37

p>.05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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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數理生不同性別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4.07 1 4.07 2.40 N=112 N=113 
誤差 378.84 223 1.70  M SD M SD
全體 382.92 224   4.41 1.33 4.14 1.28

p>.05 
 

(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3 所示。 

 
表 4-3-3 藝術生不同性別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00 1 .00 .00 N=23 N=79 
誤差 208.08 100 2.08  M SD M SD
全體 208.08 101   4.13 1.63 4.14 1.38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4 所示。 

 
表 4-3-4 一般生不同性別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0.10 1 0.10 .05 N=273 N=234 
誤差 1051.06 505 2.08  M SD M SD
全體 1051.15 506   4.27 1.48 4.24 1.4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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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不同依附風格之多元性 

 

為瞭解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父多元性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父多元性上的變異數分析雖達差異顯著水

準，然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時，卻發現彼此間未有顯著不同，可能是 F 值僅位於

臨界值的邊緣，因此仍將其視為沒有差異，如表 4-3-5 所示。 

 
表 4-3-5 全體不同依附風格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11.67 2 5.84 3.04* N=215 N=318 N=198 
誤差 1400.01 728 1.92  M SD M SD M SD
全體 1411.68 730   4.34 1.30 4.31 1.35 4.04 1.52

*p<.05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6 所

示。 

 

表 4-3-6 數理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9.98 2 4.99 2.91 N=67 N=72 N=56 
誤差 328.98 192 1.71  M SD M SD M SD
全體 338.95 194   4.19 1.36 4.47 1.17 3.91 1.4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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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父多元性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7 所

示。 

表 4-3-7 藝術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1.22 2 .61 .30 N=21 N=48 N=22 
誤差 181.22 88 2.06  M SD M SD M SD
全體 182.44 90   4.38 1.28 4.19 1.44 4.05 1.56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的師父多元性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8 所示。 

 
表 4-3-8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多元性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6.24 2 3.12 1.56 N=127 N=198 N=120 
誤差 883.40 442 2.00  M SD M SD M SD
全體 889.64 444   4.42 1.27 4.28 1.40 4.10 1.58

p>.05 
 

(三) 關於不同性別之連結程度 

 

為瞭解不同性別學生在師徒連結程度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統計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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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 

以全體學生而言，女生在師徒連結程度上顯著高於男生(如表 4-3-9 所示)，

一些情感相關研究也表示，通常女性比較容易與人建立起親密關係，當中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源於先天性別特質帶來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女性擁有較佳的表

達技巧(e.g. Burleson&Macgeorge, 2002)，在 Higgins 和 Kram(2001)的文章也同樣

提到，當個體較擅長情感表達時，連結程度較緊密，對高中女生而言，或許他們

比較容易對師父說出心理的想法，因而有緊密的連結關係。 

 

表 4-3-9 全體不同性別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1.45 1 1.45 5.69* N=395 N=413 
誤差 205.01 806 .25  M SD M SD
全體 206.46 807   2.84 .49 2.93 .52

*p<.05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徒連結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0 所

示。 

 
表 4-3-10 數理生不同性別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659 1 .66 3.46 N=110 N=107 
誤差 40.90 215 .19  M SD M SD
全體 41.56 216   2.84 .44 2.95 .4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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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徒連結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1 所

示。 

 
表 4-3-11 藝術生不同性別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73 1 .73 3.38 N=22 N=78 
誤差 21.27 98 .22  M SD M SD
全體 22.01 99   2.83 .45 3.04 .47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性別在師徒連結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2 所

示。 

 

表 4-3-12 一般生不同性別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男 女 
性別 .128 1 .13 .45 N=263 N=228 
誤差 141.07 489 .29  M SD M SD
全體 141.19 490   2.84 .52 2.87 .56

p>.05 
 

(四) 關於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 

 

為瞭解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徒連結程度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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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 

以全體學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徒連結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當中

安全型與焦慮矛盾型在師徒連結程度上皆顯著高於逃避型(如表 4-3-13、4-3-14)，

對照到 Bartholomewc 和 Horowitz(1991)所區分的依附關係模式中，安全型與焦慮

矛盾型對他人皆持正向評價，因而傾向願意去與人建立良好關係，自然師徒間較

為親近，只是在緊密的連結中，這兩者的互動模式還是有所不同，此可留待往後

研究進一步探討。 

 
表 4-3-13 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依附風格 3.84 2 1.92 7.73** 
誤差 175.79 707 .25  
全體 179.63 709   

**p<.01 
 

表 4-3-14 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與事後比較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N=210 N=307 N=193 安全型 －  ＊ 

 M SD M SD M SD 焦慮矛盾  － ＊ 
連結程度 2.98 .48 2.92 .49 2.79 .54 逃避型   － 

*p<.05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徒連結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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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數理生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72 2 .36 1.87 N=55 N=68 N=64 
誤差 35.49 184 .19  M SD M SD M SD
全體 36.21 186   2.98 .42 2.96 .41 2.84 .49

p>.05 

 

(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徒連結程度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16

所示。 

 
表 4-3-16 藝術生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依附風格 .144 2 .07 .34 N=20 N=47 N=22 
誤差 18.10 86 .210  M SD M SD M SD
全體 18.25 88   2.98 .39 3.03 .48 2.93 .47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徒連結程度上有顯著差異，當中安

全型依附風格者的師徒連結程度顯著高於逃避型，如表 4-3-17、4-3-18 所示。 

 

表 4-3-17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 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依附風格 3.52 2 1.76 6.30** 
誤差 120.18 431 .28  
全體 123.70 433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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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連結程度與事後比較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N=126 N=192 N=116 安全型 －  ＊ 

 M SD M SD M SD 焦慮矛盾  －  
連結程度 2.98 .52 2.87 .51 2.74 .57 逃避型   － 

*p<.05 
 

小結： 

關於依附風格的探討，數理生與藝術生依附風格的不同，並未存在師徒連

結程度差異，若以連結程度的平均數來看，藝術生(M=2.99)顯著高於一般生

(M=2.85)，數理生(M=2.90)亦高於一般生，只是尚未達顯著水準，此或許是資優

生在社會環境中，得到較多師長們的關注，增添和師父互動的機會，因此較易和

師父建立起緊密關係，故依附風格並不一定和師徒連結程度有關。 

 

綜合來說，當覺知人際間互動是安全時，得以建立起親密的師徒關係，同

時若外在環境本身即予以較多關注，師徒間的連結亦傾向較緊密。 

 

(五) 關於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 

 

為瞭解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是否有所差異，以χ2 來進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並無顯著差異(χ2=6.79，df=3，p>.05)，

詳細情形如表 4-3-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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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9 全體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男 98 24.9 106 26.9 115 29.2 75 19.0 394 48.8
女 96 23.2 140 33.9 94 22.8 83 20.1 413 51.2
總計 194 24.0 246 30.5 209 25.9 158 19.6 807 100.0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有顯著差異(χ2=9.03，df=3，p<.05)，

當中女生的從一而終型顯著高於男生(adjR=2.7)，男生的機會主義型顯著高於女

生(adjR=2.1)，詳細情形如表 4-3-20 所示。 

 

從這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瞭解到，不同性別數理生在發展師徒關係時，有不

同偏向，女生朝著和師父建立緊密連結的方向發展，男生傾向去尋求多元師父的

支援。因此對於多元創業型師徒關係的建立，可鼓勵女生嘗試多接觸不同的師

父，對於男生而言，可鼓勵他們常與師父分享自己的想法，建立較強的連結關係。 

 

表 4-3-20 數理生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男 28 25.7 24 22.0 34 31.2 23 21.1 109 50.5
女 23 21.5 42 39.3 20 18.7 22 20.6 107 49.5
總計 51 23.6 66 30.6 54 25.0 45 20.8 2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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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並無顯著差異(χ2=1.76，df=3，p>.05)，

詳細情形如表 4-3-21 所示。 

 

表 4-3-21 藝術生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男 5 22.7 7 31.8 4 18.2 6 27.3 22 22.0
女 13 16.7 33 42.3 18 23.1 14 17.9 78 78.0
總計 18 18.0 40 40.0 22 22.0 20 20.0 100 100.0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並無顯著差異(χ2=1.76，df=3，p>.05)。 

 
表 4-3-22 一般生不同性別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男 65 24.7 75 28.5 77 29.3 46 17.5 263 53.6
女 60 26.3 65 28.5 56 24.6 47 20.6 228 46.4
總計 125 25.5 140 28.5 133 27.1 93 18.9 491 100.0

 

(六) 關於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 

 

為瞭解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是否有所差異，以χ2 來進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而言，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有顯著差異(χ2=18.32，d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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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當中逃避型依附風格為守株待兔者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依附風格

(adjR=2.8)，安全型依附風格為多元創業型者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依附風格

(adjR=2.8)，詳細情形如表 4-3-23 所示。 

 

表 4-3-23 全體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安全 35 16.7 72 34.4 47 22.5 55 26.3 209 29.5

焦慮矛盾 72 23.5 97 31.6 78 25.4 60 19.5 307 43.3
逃避 59 30.6 56 29.0 52 26.9 26 13..5 193 27.2
總計 166 23.4 225 31.7 177 25.0 141 19.9 709 100.0

 

(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並無顯著差異(χ2=12.54，df=6，

p>.05)，詳細情形如表 4-3-24 所示。 

 

表 4-3-24 數理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安全 10 15.9 23 36.5 13 20.6 17 27.0 63 33.9

焦慮矛盾 19 27.9 18 26.5 12 17.6 19 27.9 68 36.6
逃避 15 27.3 22 40.0 14 25.5 4 7.3 55 29.6
總計 44 23.7 63 33.9 39 21.0 40 21.5 186 100.0

 

(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並無顯著差異(χ2=7.44，df=6，

p>.05)，詳細情形如表 4-3-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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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 藝術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安全 5 25.0 6 30.0 4 20.0 5 25.0 20 22.5

焦慮矛盾 6 12.8 20 42.6 9 19.1 12 25.5 47 52.8
逃避 4 18.2 9 40.9 8 36.4 1 4.5 22 24.7
總計 15 16.9 35 39.3 21 23.6 18 20.2 89 100.0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有顯著差異(χ2=18.03，df=6，

p<.01)，當中逃避型依附風格為守株待兔者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依附風格

(adjR=2.9)，安全型依附風格為多元創業型者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依附風格 

(adjR=2.4)，詳細情形如表 4-3-26 所示。 

 

表 4-3-26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類型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總計 

 N % N % N % N % N % 
安全 20 15.9 43 34.1 30 23.8 33 26.2 126 29.0

焦慮矛盾 47 24.5 59 30.7 57 29.7 29 15.1 192 44.2
逃避 40 34.5 25 21.6 30 25.9 21 18.1 116 26.7
總計 107 24.7 127 29.3 117 27.0 83 19.1 434 100.0

 

小結： 

歸納以上的結果可知，對資優生而言，師徒類型的建立和依附風格關係不

大，而整體來說當個體的依附風格屬於安全型時，是比較有利於多元創業型師徒

關係發展的，依附風格為逃避型時，則易形成守株待兔師徒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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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關於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 

 

為瞭解不同性別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

析進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學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有顯著差異，當中，女生在諮詢贊

助與角色楷模上顯著高於男生，如表 4-3-27、4-3-28 所示。 

 
表4-3-27 全體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性別 1 .98** 4.38* 5.91* 2.51 .10 
誤差 787      
全體 789      

*p<.05  **p<.01 
 

表 4-3-28 全體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 

 男(N=382) 女(N=407)  
 M SD M SD *p<.05 

諮詢贊助 3.17 .83 3.30 .82 ＊ 
角色楷模 3.35 .74 3.47 .73 ＊ 
引薦推介 2.91 .92 2.80 .92  
保護協助 2.82 .87 2.8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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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29 所示。 

 

表 4-3-29 數理生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 M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男(N=107) 女(N=110) 

  λ  M SD M SD 
性別 1 .99 諮詢贊助 3.32 .70 3.29 .72 
誤差 215  角色楷模 3.54 .64 3.55 .69 

引薦推介 3.22 .78 3.16 .85 
全體 216  

保護協助 2.87 .89 2.71 .88 

p>.05 
 

(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30 所示。 

 
表 4-3-30 藝術生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 M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男(N=20) 女(N=73) 

  λ  M SD M SD 
性別 1 .95 諮詢贊助 3.52 .87 3.42 .80 
誤差 91  角色楷模 3.50 .68 3.63 .72 

引薦推介 2.92 .95 2.86 .93 
全體 92  

保護協助 2.85 .67 2.84 .98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有顯著差異，當中女生在諮詢贊助上

顯著高於男生，男生在引薦推介上顯著高於女生，如表 4-3-32 所示。過去師徒

相關研究提及，女性比較容易獲得心理社會功能，男性比較容易獲得事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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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高中生也有相同傾向，因而女生在諮詢贊助上相對而言高於男

生，至於與事業發展相關較高的引薦推介則是男生較占優勢，詳細情形如表

4-3-31、4-3-32 所示。 

 

表4-3-31 一般生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性別 2 .96** 4.94* 3.81 3.87* 1.59 
誤差 477      
全體 478      

*p<.05 **p<.01 
 
表 4-3-32 一般生不同性別之師徒經驗 

 男(N=255) 女(N=224)  
 M SD M SD *p<.05 

諮詢贊助 3.08 .86 3.26 .87 ＊ 
角色楷模 3.25 .76 3.40 .75  
引薦推介 2.78 .95 2.61 .90 ＊ 
保護協助 2.79 .88 2.89 .93  

 

(八) 關於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 

 

為瞭解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是否有差異，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 

 

(1) 全體 

以全體學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當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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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方面，安全型顯著高於焦慮矛盾型與逃避型，且焦慮矛盾型又顯著高於逃避

型；至於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方面，安全型顯著高於其他兩者，如表

4-3-33、4-3-34 所示。 

 
表4-3-33 全體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依附風格 2 .96** 9.43** 5.75** 5.95** 6.35** 
誤差 690  
全體 692     

**p<.01 
 
 

表 4-3-34 全體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N=205 N=300 N=188 

事後比較 

 M SD M SD M SD  安全型 焦慮矛盾 逃避型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 諮詢贊助 3.43 .74 3.27 .82 3.07 .90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角色楷模 3.57 .66 3.41 .73 3.33 .80

 

焦慮矛盾  －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保護協助 3.00 .84 2.82 .94 2.68 .89
逃避型   － 

*p<.05 **p<.01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引薦推介 3.04 .84 2.79 .94 2.7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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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理生 

以數理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徒經驗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35 所

示。 

 

表 4-3-35 數理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 M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安全(N=67) 焦慮矛盾(N=70) 逃避(N=53) 

  λ  M SD M SD M SD 
依附風格 2 

 

 
保護協助 2.93 .86 2.76 .94 2.67 .90 

p>.05 

.93 諮詢贊助 3.43 .68 3.46 .64 3.13 .80 
誤差 187 角色楷模 3.64 .63 3.66 .59 3.39 .76 

引薦推介 3.30 .75 3.31 .86 2.92 .82 
全體 189 

 

(3) 藝術生 

以藝術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在師徒經驗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 4-3-36 所

示。 

 

表 4-3-36 藝術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 MANOVA 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安全(N=18) 焦慮矛盾(N=44) 逃避(N=20) 

  λ  M SD M SD M SD 
依附風格 2 .86 諮詢贊助 3.56 .69 3.39 .95 3.44 .45 
誤差 79  角色楷模 3.60 .61 3.57 .77 3.76 .56 

引薦推介 2.98 .96 2.80 .91 2.93 .96 
全體 81  

保護協助 2.89 .70 2.99 .96 2.48 .85 

p>.05 
 

(4) 一般生 

以一般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的學生在師徒經驗上有顯著差異，當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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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不管在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上皆顯著高於其他兩者。如

表 4-3-37、4-3-38 所示。 

 

表4-3-37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依附風格 2 .95** 7.40** 5.81** 4.54* 4.55* 
誤差 418 

  

     
全體 420      

*p<.05 **p<.01 
 
表 4-3-38 一般生不同依附風格之師徒經驗與事後比較 

 安全 焦慮矛盾 逃避 
 N=120 N=186 N=115 

事後比較 

 M SD M SD M SD  安全型 焦慮矛盾 逃避型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諮詢贊助 3.41 .78 3.18 .84 2.98 .98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角色楷模 3.53 .68 3.28 .74 3.22 .83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引薦推介 2.91 .83 2.59 .90 2.66 1.05
逃避型   － 
安全型 － ＊ ＊＊ 
焦慮矛盾  －  保護協助 3.05 .86 2.80 .94 2.72 .89
逃避型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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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歸納以上結果可知，以資優生而言，不同依附風格對於師徒經驗獲得多寡

的影響性不大。而整體來說當個體的依附風格屬於安全型時，所獲得的師徒經驗

是較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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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於師徒關係與希望 
 

本節主要想瞭解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希望之關係，

分別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變異數分析、迴歸來對假設三做驗證。 

 

(一) 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相關 
 
為瞭解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關係，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來進行統計考

驗。 
(1) 全體 

從全體學生的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相關發現，多元性與連結程度皆與

「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達顯著正相關，當中連結程度的相關又高於

多元性，見表 4-4-1。 

 
表 4-4-1 全體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 希望總量表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3 1.00    
成功的意志力 .14** .28** 1.00   
尋求解決之道 .16** .29** .71** 1.00  
希望總量表 .16** .31** .96** .87** 1.00 

**p<.01 
 

(2) 數理生 

數理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的相關發現，多元性僅與「尋求解決之道」

有所關連，和「成功的意志力」相關並未達顯著，至於連結程度與希望兩因素皆

達顯著相關，見表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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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數理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尋求解決之道 希望總量表

多元性 1.00   
 成功的意志力

  
連結程度 -.06 1.00    
成功的意志力 .12 .28**  
尋求解決之道 .20** .29** .69** 1.00  
希望總量表 .16* .32** .96** .86** 1.00 

*p<.05 **p<.01 

(3) 藝術生 

藝術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的相關發現，多元性並未達顯著水準

(r=.10~.11，p>.05)，而連結程度與希望兩因素皆達顯著相關(r=.27~.33，p<.05)，

見表 4-4-3。 

表 4-4-3 藝術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相關矩陣 

1.00  

 

 

 多元性 連結程度 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 希望總量表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13 1.00    
成功的意志力 .11 .27** 1.00   
尋求解決之道 .10 .33** .63** 1.00  
希望總量表 .11 .33** .95** .84** 1.00 

**p<.05 
 

(4) 一般生 

一般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的相關發現，不管是多元性(r=.16，p<.01)

還是連結程度皆(r=.27~.28，p<.01)與希望二因素達顯著正相關，且連結程度與之

的相關係數又高於多元性，見表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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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一般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希望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 希望總量表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0 1.00    
成功的意志力 .16** .28** 1.00   
尋求解決之道 .16** .27** .74** 1.00  
希望總量表 .17** .30** .97** .88** 1.00 

**p<.01 
 

(二) 各師徒類型之希望 
 

為瞭解師徒類型與希望的關係，以單因子多變量分析來進行差異考驗。 

 
(1) 全體 

全體方面，關於各師徒類型的希望，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

師徒類型在希望上有顯著差異(見表 4-4-5)，不管是「成功的意志力」或「尋求解

決之道」，多元創業型顯著高於其他三者，從一而終型顯著高於機會主義型與守

株待兔型，機會主義型顯著高於守株待兔型，見表 4-4-6。 

 
表4-4-5 全體各師徒類型希望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成功的意志力 尋求解決之道 

師徒類型 3 .90** 24.62** 25.87** 
誤差 780    
全體 783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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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全體各師徒類型之希望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88 N=242 N=203 N=151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

機會主義   － ＊＊

成功的意

志力 
2.88 .48 3.13 .44 3.02 .43 3.28 .44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

機會主義   － ＊＊

尋求解決

之道 
2.83 .47 3.11 .45 3.00 .42 3.23 .44

多元創業    －

*p<.05  **p<.01 
 

(2) 數理生 

數理生方面，各師徒類型的希望達顯著差異(wilk’s λ=.84，p<.01，見表

4-4-7)，在「成功的意志力」，多元創業型皆顯著高於其他三者，此外從一而終型

亦優於機會主義型與守株待兔型；在「尋求解決之道」方面，多元創業型亦顯著

高於其他三者，以及從一而終型優於守株待兔型(見表 4-7-8)。 

 

表4-4-7 數理生各師徒類型希望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成功的意志力 尋求解決之道 

師徒類型 3 .84** 11.07** 9.16** 
誤差 208    
全體 21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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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數理生各師徒類型之希望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51 N=64 N=54 N=43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從一而終  － ＊ ＊＊

機會主義   － ＊＊

成功的意

志力 
2.94 .43 3.12 .42 2.95 .46 3.34 .46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尋求解決

之道 
2.87 .44 3.08 .45 2.98 .41 3.33 .48

多元創業    －

*p<.05  **p<.01 
 

(3) 藝術生 
就藝術生而言，各師徒類型之希望表現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4-4-9。 

 
表4-4-9 藝術生各師徒類型希望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成功的意志力 尋求解決之道 

師徒類型 3 .92 1.41 2.17 
誤差 92    
全體 95    

p>.05 
 

(4) 一般生 

在一般生方面，不同師徒類型在希望上達顯著差異(Wilk’s λ=.90，p<.05，

見表 4-4-10)，以成功的意志力而言，多元創業型與從一而終型皆優於機會主義

型與守株待兔型，此外，機會主義型又優於守株待兔型。在尋求解決之道上，守

株待兔型不如其他三類型佳，以及多元創業型又優於機會主義型，見表 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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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0 一般生各師徒類型之希望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19 N=139 N=129 N=89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成功的意

志力 
2.84 .51 3.15 .45 3.03 .42 3.23 .43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

從一而終  －   
機會主義   － ＊＊

尋求解決

之道 
2.80 .49 3.10 .46 2.99 .43 3.19 .41

多元創業    －

*p<.05  **p<.01 
 
小結： 

綜合以上結果來看，除了藝術生之外，大體上多元創業型的希望高於其他

類型，不管是成功的意志力或尋求解決之道皆是如此，而守株待兔型希望最低。

根據 Higgins 和 Kram(2001)所提出師徒網絡概念，他們認為多元創業型比之於其

他類型容易從個人學習中獲得利益，此外守株待兔型的工作滿意度最低，從這樣

的觀點來看，若越容易從個人學習中獲得利益者希望越高，工作滿意度越低者希

望越低，則可瞭解多元創業型會有較高希望，守株待兔型希望較低，因而鼓勵學

生嘗試建立多元創業的師徒關係有利學生抱持較高的希望。 

 

(三) 師徒經驗與希望之關係 
 

為瞭解師徒經驗與希望之關係，分別求取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以迴歸分析

來做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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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 

全體學生中，以師徒經驗各因素「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與希望各因素「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求相關發現，任

何的師徒經驗與希望皆有顯著的中相關(r=.20~.39，p<.01)，也就是說個人獲得越

多的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或保護協助，則他在成功的意志力與尋求解

決之道上相對有較好的表現，相關係數表如 4-4-12 所示 

 
表4-4-12全體師徒經驗、希望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成功的意志力 .33** .39** .32** .20** .39** 
尋求解決之道 .34** .39** .24** .22** .39** 
希望總量表 .36** .41** .31** .22** .42** 
**p<.01 
 

進一步將「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四個師徒

經驗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希望」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角色

楷模與引薦推介對希望有顯著的預測力，可解釋 18.3%的變異量，摘要表如表

4-4-13 所示。 

表4-4-13 各師徒經驗對希望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F Sig. 

模式 27.19 4 6.80 42.59 .00 
殘差 121.45 761 .16   
總和 148.64 765    

R2 =.183 
模式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Constant) 2.16 .07  30.48 .00 
諮詢贊助 .04 .03 .08 1.40 .16 
角色楷模 .17 .04 .28 4.77 .00 
引薦推介 .06 .02 .13 3.19 .00 
保護協助 .00 .02 .01 .2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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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理生 

數理生各師徒經驗與希望的相關皆達顯著水準 (見表 4-4-14)。 

 
表4-4-14 數理生師徒經驗、希望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成功的意志力 .30** .41** .39** .19** .42** 
尋求解決之道 .48** .46** .32** .21** .51** 
希望總量表 .40** .47** .39** .21** .49** 

**p<.01 

 

進一步將數理生四種師徒經驗投入希望的迴歸模式做預測，結果發現角色

楷模與引薦推介對希望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共可解釋 25.9%的變異量，見表

4-4-15。 

 

表4-4-15 數理生各師徒經驗對希望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F Sig. 
模式 10.71 4 2.68 18.21 .00 
殘差 30.57 208 .15   
總和 41.27 212    

R2 =.259 
模式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Constant) 1.80 .15  11.77 .00 
諮詢贊助 .04 .06 .07 .69 .49 
角色楷模 .21 .06 .32 3.39 .00 
引薦推介 .12 .04 .21 3.14 .00 
保護協助 .00 .03 .02 .2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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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術生 

藝術生師徒經驗與希望的相關中，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對希望的相關達顯

著，而引薦推介與保護協助則未達顯著水準(見表 4-4-16)，顯示藝術生的希望與

所獲得的引薦推介與保護協助關係並不大。 

 
表4-4-16 藝術生師徒經驗、希望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成功的意志力 .25* .39** .17 .13 .31** 
尋求解決之道 .23* .32** .02 .16 .28** 
希望總量表 .25* .39** .11 .15 .31** 

*p<.05  **p<.01 
 

關於藝術生四種師徒經驗對希望多元迴歸預測發現，角色楷模的預測力達

顯著水準，模式共可解釋 13.7%的變異量，見表 4-4-17。 

 

表4-4-17 藝術生各師徒經驗對希望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F Sig. 

模式 1.79 4 .45 3.34 .01 
殘差 11.25 84 .13   
總和 13.04 88    

R2 =.137 

模式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Constant) 2.46 .21  11.86 .00 
諮詢贊助 .04 .08 .08 .46 .65 
角色楷模 .21 .10 .38 2.07 .04 
引薦推介 -.06 .05 -.14 -1.14 .26 
保護協助 -.01 .05 -.03 -.2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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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生 

一般生各師徒經驗與希望相關皆達顯著水準(見表 4-4-18)，當中不管對於成

功的意志力或尋求解決之道，皆以角色楷模的相關最高，其次是諮詢贊助。 

 

表4-4-18 一般生師徒經驗、希望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成功的意志力 .35** .37** .32** .22** .40** 

尋求解決之道 .30** .36** .25** .23** .36** 

希望總量表 .35** .39** .32** .24** .41** 

**p<.01 

 

一般生各師徒經驗對希望的多元迴歸分析發現，角色楷模與引薦推介對希

望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模式可解釋 17.2%的變異量，見表 4-4.19。 

 

表4-4-19 一般生各師徒經驗對希望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F Sig. 

4.02 23.82 .00 
殘差 77.55 459 .17   
總和 93.64 463    

R2 =.172 

模式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Constant) 2.21 .09  25.07 .00 
諮詢贊助 .04 .04 .08 1.04 .30 
角色楷模 .14 .05 .24 3.13 .00 

.01 .26 
引薦推介 .07 .03 .15 2.77 .01 
保護協助 .01 .03 .79 

模式 16.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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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歸納以上結果可知，獲得越多師徒經驗，個體越容易抱持高度希望，不管

是全體而言，或對數理生、藝術生、一般生來說皆是如此。在這些經驗中，保護

協助算是影響性較低的因素，對藝術生而言甚至沒有影響，這讓人思考到，要幫

助一個人對未來抱持希望，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給魚吃而是教他如何釣魚，因而

也可以看到角色楷模與引薦推介的經驗越豐富者，希望越高，也就是說典範人物

的存在讓你看到方向，再加上引薦推介的管道協助你達成目標，如此個體是有希

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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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關於師徒關係與創新行為 
 

本節主要想瞭解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之關係，

分別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變異數分析、迴歸來對假設四做驗證。 

 

(一) 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之相關 
 

為瞭解師父多元性、師徒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以皮爾森積差相關

進行考驗之。 

 

(1) 全體 

從全體學生的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相關可知，多元性與連結強度

皆與「創意產生」、「創意實踐」達顯著正相關，當中連結程度的相關又高於多元

性，見表 4-5-1。 

 

表 4-5-1 全體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總創新行為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3 1.00    
創意產生 .10** .16** 1.00   
創意實踐 .10** .20** .54** 

**p<.01 

1.00  
總創新行為 .12** .20** .92** .8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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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理生 

數理生方面，師父多元性和創新行為無直接關聯。而師徒連結越緊密，創

意實踐越佳，但和創意產生無關，見表 4-5-2。 

 

多元性 

表 4-5-2 數理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之相關矩陣 

 連結程度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總創新行為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06 1.00    
創意產生 .07 .12 1.00   
創意實踐 -.00 .26** .48** 1.00  
總創新行為 .04 .20** .91** .80** 1.00 

**p<.01 

 

(3) 藝術生 

藝術生方面，師徒連結程度越高或師父越多元，創意產生越多，然創意實

踐僅和多元性有關，與連結程度無關，見表 4-5-3。 

 

表 4-5-3 藝術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總創新行為

多元性 1.00     
連結程度 -.126 1.00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20* .21* 1.00   

.22* .18 .44** 1.00  
總創新行為 .24* .23* .91** .78** 1.00 

*p<.05  **p<.01 

 

(4) 一般生 

對一般生而言，擁有越多元的師父或與師父的連結關係越緊密，創意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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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意實踐皆越佳，見表 4-5-4。 

 
表 4-5-4 一般生多元性、連結程度與創新行為之相關矩陣 

 多元性 連結程度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總創新行為

多元性 -.00     
連結程度 .10* 1.00    
創意產生 .13** .17** 1.00   
創意實踐 .12** .18** .57** 1.00  
總創新行為 -.00 .20** .93** .84** 1.00 

*p<.05  **p<.01 
 

(二) 各師徒類型之創新行為 
 

為瞭解師徒類型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進行考

驗之。 

 

(1) 全體 

關於四種師徒類型的創新行為，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各師徒類

型在創新行為上有顯著差異(見表 4-5-5)，在「創意產生」方面，多元創業型顯著

高於其他三者，且守株待兔型顯著低於其他三者；在「創意實踐」方面，多元創

業型顯著高於守株待兔型與機會主義型，且從一而終型亦顯著高於守株待兔型，

見表 4-5-6。 

 

表4-5-5 全體各師徒類型創新行為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師徒類型 3 .95** 10.16** 8.29** 
誤差 796    
全體 799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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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全體各師徒類型之創新行為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93 N=243 N=208 N=156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從 機 多

－ ＊ ＊ ＊＊

從一而終  －  ＊＊

  － ＊＊
創意產生 2.67 .63 2.79 .65 2.81 .60 3.03 .55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

從一而終  －   
機會主義   － ＊＊

創意實踐 2.72 .55 2.86 

  

.58 2.78 .58 3.01 .55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機會主義

*p<.05  **p<.01 

 

(2) 數理生 

數理生方面，師徒類型不同，其創新行為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4-5-7，顯示

數理生所建立的師徒類型，和其創新行為表現並無關係。 

 

單變量F 

表4-5-7 數理生各師徒類型創新行為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λ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師徒類型 3 .94 1.76 2.00 
誤差 209    
全體 212    

p>.05 

 

(3) 藝術生 
 

藝術生方面，師徒類型不同，其創新行為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4-5-8，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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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生與數理生所建立的師徒類型，同樣和創新行為表現並無關係。 

 
表4-5-8 藝術生各師徒類型創新行為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師徒類型 3 .91 2.59 1.52 
 

全體 98    

p>.05 

誤差 95   

 

(4) 一般生 

對一般生而言，師徒類型的不同其創新行為有顯著差異，見表 4-5-9，當中

多元創業型的「創意產生」與「創意實踐」皆顯著高於其三類型，此外從一而終

型在「創意產生」上亦高於守株待兔型(見表 4-5-10)。 

 
表4-5-9 一般生各師徒類型創新行為M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多變量 單變量F 
  λ 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 

師徒類型 3 .95** 6.43** 5.69** 
誤差 484    
全體 487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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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0 一般生各師徒類型之創新行為與事後比較 

 守株待兔 從一而終 機會主義 多元創業

 N=125 N=139 N=132 N=92 
比較 

 M SD M SD M SD M SD  守 多從 機 
守株待兔 － ＊  ＊＊

從一而終  －  ＊

機會主義   － ＊＊
創意產生 2.64 .63 2.80 .69 2.77 .63 3.02 .50

 
 －  ＊

機會主義   － ＊＊
創意實踐 2.71 .58 .58 2.78 .60 3.03

  

2.83 .54

多元創業  －

多元創業    －

守株待兔 －  ＊＊

從一而終

*p<.05  **p<.01 

 

 

為瞭解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的關係，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來考驗之間的關

係，並進行迴歸預測。 

 

小結： 

歸納以上結果可知，對於數理生、藝術生這些資優生而言，師徒類型的差

異並未反應在創新行為表現上，或許是這些學生本身即具有豐厚的創新潛能，和

師父所處關係狀態雖然多少和其創新行為表現有關，然並未占決定性因素。至於

在一般生身上，多元創業型的師徒關係最有助於創新行為發展，守株待兔型則處

不利的地位。 

 

(三) 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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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體 

以師徒經驗總量表及各因素「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

護協助」，與創新行為總量表及各因素「創意產生」、「創意實踐」求相關發現，

不管是諮詢贊助、角色楷模或引薦推介對於創意產生、創意實踐皆有顯著中相關

(r=.22~.32，p<.01)，另外保護協助雖然和創意產生創意實踐有顯著相關存在，然

和創意產生的相關僅達.09，推測是因樣本數過大導致其相關達顯著，因此我們

得知，當學生獲得越多的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等師徒經驗時，他的創

意產生與創意實踐相對有較好的表現，至於獲得較多保護協助時，也會有較多的

創意實踐，然和創意產生無太大關係，相關係數表如 4-5-11 所示 

 

 

進一步將「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保護協助」四個師徒

經驗變項作為預測變項，以「創新行為」為依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發現

角色楷模與引薦推介對創新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見表 4-5-12)，可解釋 13%的變

異量，當中諮詢贊助與保護協助並未被納入模式中，顯示角色楷模以及引薦推介

是對創新行為真正有影響力的變項。 

 

表4-5-11 師徒經驗、創新行為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創意產生 .22** .09* .26** .24** .25** 
創意實踐 .30** .32** .28** .17** .35** 
總創新行為 .29** .31** .30** .14** .34**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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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2 全體各師徒經驗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Sig.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F 
1455.50 4 363.88 29.17 .00 
9717.03 779 12.47  

總和 11172.53 783    

R2 =.130 

(Constant) 13.87 .00 .62  22.38 
諮詢贊助 .08 .04 .11 1.96 .05 
角色楷模 .10 .04 .13 2.25 .03 
推薦引介 .27 .06 .20 4.98 .00 
保護協助 -.09 .08 -.04 .28 -1.09 

模式 
殘差  

模式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表4-5-13 數理生師徒經驗、創新行為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2) 數理生 

數理生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的相關可知，在諮詢贊助、角色楷模與引薦推

介方面皆和創新行的產生、實踐達顯著正相關，而保護協助僅和創意實踐相關達

顯著，且並不算高(r=.14，p<.05)，表示數理生所獲得的諮詢贊助、角色楷模與引

薦推介越高時，創新行為表現越佳，至於保護協助的高低則與創意實踐有些許關

係(見表 4-5-13)。 

引薦推介 
創意產生 .21** .28** .27** .04 .27** 
創意實踐 .27** .32** .27** .14* .34** 
總創新行為 .27** .34** .10 .35** .30** 

*p<.05  **p<.01 

 130



 

進一步將將數理生四種師徒經驗投入創新行為的迴歸模式做預測，結果發

現角色楷模與引薦推介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共可解釋 14.6%的變異

量，見表 4-5-14。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表4-5-14 數理生各師徒經驗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F Sig. 
模式 8.15 4 2.04 8.97 .00 
殘差 47.68 210 .23   
總和 55.83 214    

R2 =.146 
模式 迴歸係數(B) t Sig.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19  9.35 .00 
.03 .07 .04 .35 .73 

角色楷模 .24 2.37 .02 
推薦引介 .12 .05 .19 2.67 .01 
保護協助 -.05 -.62 .54 

(Constant) 1.77 
諮詢贊助 

.19 .08 

-.03 .04 

 

(3) 藝術生 

藝術生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的相關可發現，角色楷模與創意產生、創意實

踐實踐達顯著正相關，此外諮詢贊助亦與創意產生達顯著正相關，然與創意實踐

關係不大(見表 4-5-15)。 

 

表4-5-15 藝術生師徒經驗、創新行為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創意產生 .21* .30** .13 .14 .29** 
創意實踐 .15 .29** .13 .19 .25* 
總創新行為 .22* .35** .15 .19 .3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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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ig. 

進一步將藝術生四種師徒經驗投入創新行為的迴歸模式做預測，結果發現

僅角色楷模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共可解釋 13.2%的變異量，見表

4-5-16。 

 

表4-5-16 藝術生各師徒經驗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自由度 離均差平方和

3.37 4 
殘差 22.28 88 .25   
總和 25.65 92    

R2 =.132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t Sig. 

(Constant) 1.90 .28  6.78 .00 
-.06 .11 -.10 -.59 .56 

角色楷模 .31 .14 .42 2.28 .03 
推薦引介 -.02 .07 -.03 -.26 

.08 .72 .47 

模式 .84 3.33 .01 

模式 

諮詢贊助 

.80 
保護協助 .05 .06 

 

(4) 一般生 

在一般生中，各師徒經驗與創新行為的相關皆達顯著水準，且與創意實踐

的相關皆高過於創意產生，見表 4-5-17。 

 

表4-5-17 一般生師徒經驗、創新行為的相關係數矩陣 

 諮詢贊助 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 總師徒經驗 
創意產生 .22** .21** .28** .10* .25** 
創意實踐 .33** .32** .33**

.14** 

*p<.05  **p<.01 

.18** .37** 
總創新行為 .30** .29**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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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將一般生四種師徒經驗投入創新行為的迴歸模式做預測，結果發現

諮詢贊助與引薦推介對創新行為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共可解釋 14.4%的變異量

(見表 4-5-18)。 

 

表4-5-18 一般生各師徒經驗對創新行為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平方和 離均差平方和 F Sig.  自由度 
模式 20.99 4 19.76 .00 5.25 
殘差 125.08 471 .27   
總和 146.06 475    

R2 =.144 
迴歸係數(B) 標準誤 標準化迴歸係數(β)

(Constant) 2.05 .11  18.72 .00 
諮詢贊助 .11 .05 .17 2.35 .02 
角色楷模 .03 .06 .57 

.16 .03 5.05 .00 
保護協助 .03 -.08 .12 

.04 .57 
引薦推介 .27 

-.05 -1.56 

模式 t Sig. 

 

小結： 

歸納以上結果可知，獲得越多師徒經驗，個體越容易有創新行為產生，不

論對全體、數理生、藝術生、一般生來說皆是如此，且除了藝術生之外，大致上

師徒經驗對創意實踐的影響性要高過於創意產生。此外這些經驗中，和希望一樣

保護協助算是影響性較低的因素，因而對於創新的啟發展現，重要的還是提供他

可行的方向與機會，而非處處為其設想好，時時讓其處於受保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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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依附風格、多元性、連結程度、師徒經驗與希望、

創新行為之典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目的在對本研究所探討各變項之間關係進行整合性驗證。因此以

安全、焦慮矛盾、逃避、多元性、連結程度、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薦推介、

保護協助為 X變項，以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創意產生、創意實踐為 Y

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 

 

(1) 全體 
 

對全體學生而言，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得到兩對顯著的典型相關係數，由

於第二典型變項的重疊量不高，僅針對地一對典型變項加以解釋。第一對典型相

關係數為.51，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 30.28%的變異量，可解釋 Y 變項的

58.46%變異量，X 透過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Y 變項的 14.95%，Y 透過第一對

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的 7.74%。就結構係數而言，以絕對值大於.33 之典型負

荷量來看，「安全型」依附風格、師徒「連結程度」、「諮詢贊助」、「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保護協助」越高，在「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創意

產生」、「創意實踐」上有越好的表現，見表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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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全體依附風格、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希望、創新行為典型相關摘要表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 變項 χ χ Y 變項 1 2 χ3 χ4 η1 η2 η3 η4

安全型 .53 .08 .25 .48 成功的意志力 .86 -.06 .08 
.30 .81 .58 .00 -.10

逃避型 -.11 -.28 .16 -.26 創意產生 .66 -.30 .32 .61
.31 .08 .51 .23 創意實踐 .71 -.16 -.58 .36

連結程度 .61 .22 .04      
諮詢贊助 .73 .38 -.35 .24    

-.09   
引薦推介 .74 -.22     
保護協助 -.31 -.28     

55.23 抽出變異量(%) 58.46 11.32 11.13 
重疊 7.74 .56 .09 .03 重疊 14.95 .72 .12 .08

ρ2 .26 .06  .01 .00     
ρ .51   .25 .11 .06    
p .00 .00    .75 .84   

-.50
焦慮矛盾型 .02 -.04 -.30 尋求解決之道

多元性 
-.38

  
角色楷模 .84 .28 -.10    

-.54 -.05  
.42 .38  

抽出變異量(%) 30.28 39.08 47.07 19.09

 
(2) 數理生 

 

就數理生而言，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得到兩對顯著的典型相關係數，由於

第二典型變項的重疊量不高，僅針對地一對典型變項加以解釋。第一對典型相關

係數為.63，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 26.60%的變異量，可解釋 Y 變項的

59.86%變異量，X 透過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Y 變項的 23.60%，Y 透過第一對

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的 10.48%。就結構係數而言，以絕對值大於.33 之典型負

荷量來看，「安全型」依附風格、師徒「連結程度」、「諮詢贊助」、「角色楷模」、

「引薦推介」、「保護協助」越高，在「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創意

產生」、「創意實踐」上有越好的表現，見表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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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數理生依附風格、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希望、創新行為典型相關摘要表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1 χ2 χ3 χ4 Y 變項 η1 η2 η3 η4

.42 .06 .32 成功的意志力.22 .32 -.07 -.40 
焦慮矛盾型 .00 -.10 -.22 -.10 
逃避型 創意產生 .62 .31 .43 

.16 -.07 -.30 創意實踐 .69 .02 -.52 .51 
連結程度 .56 -.11 -.28 -.32      
諮詢贊助 .71 -.63 .16 -.07      
角色楷模 -.15 .25 -.12      
引薦推介 .71 .32 -.07 .15      
保護協助 .38 -.16 -.27 -.56      
抽出變異量(%) 26.60 33.11 43.59 55.99 抽出變異量(%) 11.80 59.86 9.15 19.18
重疊 10.48 1.07 .60 .35 重疊 23.60 1.51 .68 .54 

ρ2 .39 .16 .06 .03      
ρ .63 .41 .24 .17      
p .00 .00 .33 .53      

X 變項 χ

安全型 .86 
.64 尋求解決之道 .90 -.41 .13 

.01 .07 -.25 -.34 .58 
多元性 .70

.86 

 
(3) 藝術生 

 

就藝術生而言，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得到一對顯著的典型相關係數。當中

典型相關係數為.57，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 15.75%的變異量，可解釋 Y

變項的 47.98%變異量，X 透過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Y 變項的 15.49%，Y 透過

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X 變項的 5.09%。就結構係數而言，以絕對值大於.33 之

典型負荷量來看，「逃避型」依附風格越低、師父「多元性」、師徒「連結程度」、

「諮詢贊助」、「角色楷模」、「保護協助」越高，在「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

之道」、「創意產生」、「創意實踐」上有越好的表現，見表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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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藝術生依附風格、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希望、創新行為典型相關摘要表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 變項 χ1 χ2 χ3 χ4 Y 變項 η1 η2 η3 η4

安全型 .15 .49 .03 .44 成功的意志力 .54 -.43 -.71 -.18
焦慮矛盾型 -.01 .44 .20 .43 尋求解決之道 .92 .17 -.19 -.29
逃避型 -.58 -.37 .19 -.31 創意產生 .61 -.25 .05 .75
多元性 .35 -.44 .15 .44 創意實踐 .64 -.67 .35 -.15
連結程度 .50 .10 -.41 .09      
諮詢贊助 .45 -.15 -.51 .27      
角色楷模 -.50 -.24 .27      
引薦推介 -.13 -.57 -.24 .70      
保護協助 .44 -.10 .44 .21      
抽出變異量(%) 15.75 15.19 9.19 17.5415.12 抽出變異量(%) 47.98 17.89 16.59 

5.09 2.66 .96 .75 重疊 15.49 3.13 1.73 .87
ρ2 .32 .28 .10 .05      
ρ .57 .42 .32 .22      
p .03 .37 .63 .72      

.53 

重疊 

 
(4) 一般生 

 

就一般生而言，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得到兩對顯著的典型相關係數，由於

第二典型變項的重疊量不高，僅針對地一對典型變項加以解釋。第一對典型相關

係數為.52，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X變項28.78%的變異量，可解釋Y變項56.43%

的變異量，X 透過第一對典型變項可解釋 Y 變項的 15.13%，Y 透過第一對典型

變項可解釋 X 變項的 7.72%。就結構係數而言，以絕對值大於.33 之典型負荷量

來看，「安全型」依附風格、師徒「連結程度」、「諮詢贊助」、「角色楷模」、「引

薦推介」、「保護協助」越高，在「成功的意志力」、「尋求解決之道」、「創意產生」、

「創意實踐」上有越好的表現，見表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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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4 一般生依附風格、師徒類型、師徒經驗與希望、創新行為典型相關摘要表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 變項 χ1 χ2 χ3 χ4 Y 變項 η1 η2 η3 η4

安全型 .61 .15 -.04 .21 成功的意志力 .83 .22 -.09 -.51
焦慮矛盾型 .08 -.21 -.28 -.63 尋求解決之道 .69 .71 -.14 -.03
逃避型 -.09 -.14 .73 -.05 創意產生 .69 -.20 .58 .38
多元性 .32 .22 .16 -.13 創意實踐 .79 -.22 -.31 .49
連結程度 .57 .33 .13 -.33      
諮詢贊助 .69 .23 -.32 .31      
角色楷模 .72 .41 -.25 .03      
引薦推介 .81 -.29 -.09 -.07      
保護協助 .37 .50 -.20 .02      
抽出變異量(%) 28.78 8.91 9.60 7.54 抽出變異量(%) 56.43 15.90 11.52 16.15
重疊 7.72 .60 .20 .04 重疊 15.13 1.11 .23 .08

ρ2 .27 .07 .02 .01      
ρ .52 .26 .13 .07      
p .00 .03 .77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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