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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針對問卷調查所得資料進行統計考驗與分析，在調查問卷

中，除了基本資料之外，共包含「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

管理」、「人際關係」等四份量表。由於所有量表題目皆採Likert四點量尺，

且每份量表與分量表的題數皆不相同，因此，在資料分析的過程中，研究

者應用「平均」的概念，亦即某一量表的「得分」是該量表的總分除以該

量表的題數；同理，某一分量表的「得分」是該分量表的總分除以該分量

表的題數。故本研究中的分量表或量表的「得分」之最大值均為4、最小值

均為1，而本章所有小節皆是以上述的概念來呈現，並進行相關的統計分析。 

    以下玆分五節陳述研究發現。第一節為初步資料分析，主要呈現人口

變項之次數與百分比分佈情形、研究參與者在主要研究變項表現之平均數

與標準差，以及人口變項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四個變項之差異比較；第二節呈現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三向

度之關係；第三節呈現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三向度之關係；

第四節呈現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二向度之關係；第五節呈現非理性信念、

情緒特質、情緒管理、人際關係四向度之關係，並驗證本研究所建構之情

緒管理結構方程模式與蒐集到的觀察資料是否適配。   

第一節  初步資料分析 

    首先，利用次數與百分比呈現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口變項分佈。其

次，以平均數與標準差描述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主要研究變項之表現。最

後，利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及事後比較呈現不同人口變項之加護病

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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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口變項次數與百分比 

    本部分描述200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口變項次數與百分比分布情

形，包括年齡、職稱、工作方式、教育程度、護理年資、修課經驗等，結

果參見表10。本研究所蒐集到之問卷資料為中部與北部教學醫院與區域醫

院所屬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皆為女性。就實際年齡來看，26至30歲者最多

(N = 119)，佔全部人數的59.5%，其次是31至35歲者 (N = 38，19%)，46至

50歲者人數最少 (N = 1，0.5%)。就工作職稱來看，大多數的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具有護理師資格 (N = 174，87%)。而幾乎所有加護病房護理人員 (N = 

184，92%)的工作性質皆屬輪班性質。  

    再者，就教育程度來看，半數以上 (N = 107，53.5%)的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具有大學文憑，其次分別是二專畢業與五專畢業，各有41人，各佔

20.5%，護校畢業者僅有1人。就護理年資來看，年資在6至10年者最多 (N = 

101，50.5%)，其次是1至5年者 (N = 66，33%)，而年資在16至20年與21年

以上者人數最少，分別有7人 (3.5%)與1人 (0.5%)，佔全部人數不到一成。

最後就修課經驗來看，修過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相關課程的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分別有76人 (38%)與64人 (32%)，各佔全部人數的三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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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口變項分佈 (N=200) 

人口變項  次數 (人 ) 百分比 (%) 

實際年齡  21-25 歲  30 15.0 

 26-30 歲  119 59.5 

 31-35 歲  38 19.0 

 36-40 歲  10 5.0 

 41-45 歲  2 1.0 

 46-50 歲  1 0.5 

職稱  護士  23 11.5 

 護理師  174 87.0 

 護理長  3 1.5 

工作方式  輪班  184 92.0 

 固定白班  7 3.5 

 固定小夜  4 2.0 

 固定大夜  5 2.5 

教育程度  護校  1 0.5 

 五專  41 20.5 

 二專  41 20.5 

 大學  107 53.5 

 研究所以上 10 5.0 

護理年資  1-5 年  66 33.0 

 6-10 年  101 50.5 

 11-15 年  25 12.5 

 16-20 年  7 3.5 

 21 年以上  1 0.5 

有  76 38.0 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  

無  124 62.0 

有  64 32.0 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  

無  136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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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主要研究變項之現況   

    從表11可看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所抱持之非理性信念介於2.05~2.34

之間，尚屬中度，其中以自我貶低與逃避問題之平均數略高於整體平均數。

而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正向情緒特質各層面平均數介於2.64~2.97之間，整

體平均數為2.91，偏向高度，可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具有高度之愉悅感、

關懷感、希望感與自主性；相對地，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負向情緒特質各層

面平均數介於1.98~2.43之間，整體平均數為2.15，屬於中度偏低，可見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並未具有高度之負向情緒特質，僅有焦慮感的平均數略高

於整體平均數。  

    再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各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平均數

介於 2.29~2.80 之間，整體平均數為 2.56，屬於中度，較為特別的是，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中會激發出較為強烈的負向情

緒。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各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平均數介於

2.28~2.99 之間，整體平均數為 2.71，屬於中度偏高。值得注意的是，在資

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較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

管理策略，但在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中，卻較不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

管理策略。  

    最後，在人際關係量表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平均數介於 2.84~3.13

之間，整體平均數為 2.99，屬於高度，尤其是在善體人意、積極傾聽與主

動關懷方面，其平均數更高於整體平均數，可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醫療

情境中之人際互動關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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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及標準差 (N = 200) 

量表或分量表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非理性信念量表  2.19 .54 
自我貶低  2.34 .63 
自我設限  2.15 .62 
以偏概全  2.05 .63 
逃避問題  2.24 .64 

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2.91 .33 
愉悅感  2.96 .48 
關懷感  2.97 .41 
希望感  3.08 .40 
自主性  2.64 .46 

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2.15 .40 
自卑感  2.11 .54 
焦慮感  2.43 .53 
憤怒感  2.02 .49 
無助感  1.98 .46 

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2.56 .49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2.29 .70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  2.80 .52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2.59 .66 

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2.71 .41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2.87 .57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  2.99 .56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2.28 .66 

人際關係量表  2.99 .31 
善體人意  3.00 .35 
積極傾聽  3.13 .41 
有效溝通  2.84 .44 
熱心真誠  2.89 .55 
主動關懷  3.0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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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人口變項在主要研究變項之差異分析 

    根據上述人口變項的分佈情形，可看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多具護理師

資格，且工作性質多為輪班方式，屬於其他類別性質者比例極低，故本研

究僅針對實際年齡、教育程度、護理年資、修課經驗等人口變項進行差異

比較。  

一、實際年齡   

    由於36至40歲、41至45歲、46至50歲之年齡組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皆在

十人以下，為進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研究者逕行將這三個組別合

併為一組，即36歲以上組別計13人，其餘各組分別為21至25歲計30人，26

至30歲計119人，31至35歲計38人。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年齡與各主要變項之MANOVA整體效

果考驗皆未達 .05的顯著水準，其Wilks’ Λ值分別為：年齡與非理性信念

Wilks’ Λ = .97(p = .87)；年齡與正向情緒特質Wilks’ Λ = .91( p = .09)；年

齡與負向情緒特質Wilks’ Λ = .95(p = .66)；年齡與負向情緒激發Wilks’ Λ 

= .93(p = .11)；年齡與積極回應策略Wilks’ Λ = .98(p = .86)；年齡與人際關

係Wilks’ Λ = .93(p = .52)。  

    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年齡組別者僅在「負向情緒

激發」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達顯著水準， F(3,196)值為 3.36(p 

= .02)，但事後比較卻未達顯著。換言之，不同年齡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

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茲將不同

年齡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準差與單變量變異數分析

結果整理於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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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不同年齡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變量變異數分

析 (N = 200) 

121-25歲  
(n = 30) 

226-30歲
(n = 119) 

331-35歲
(n = 38) 

436歲以上  
(n = 13) 

分量表  
或層面  

M SD M SD M SD M SD 
F(3,196) p Scheffé

 非理性信念量表     
自我貶低  2.34 .60 2.36 .61 2.38 .66 2.04 .76  1.07 .36 ns. 
自我設限  2.17 .65 2.14 .58 2.23 .70 1.90 .70   .93 .43 ns. 
以偏概全  2.11 .59 2.04 .59 2.10 .77 1.92 .72   .35 .79 ns. 
逃避問題  2.22 .46 2.22 .60 2.33 .85 2.18 .72   .35 .79 ns. 
 情緒特質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愉悅感  3.09 .51 2.96 .45 2.87 .54 2.91 .47  1.25 .29 ns. 
關懷感  3.02 .39 2.94 .41 2.99 .39 3.14 .50  1.18 .32 ns. 
希望感  3.12 .47 3.09 .37 3.11 .44 2.89 .31  1.13 .34 ns. 
自主性  2.61 .39 2.63 .47 2.65 .52 2.75 .35   .35 .79 ns. 
 情緒特質之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自卑感  2.17 .58 2.09 .55 2.16 .55 2.08 .43   .33 .80 ns. 
焦慮感  2.43 .45 2.44 .51 2.48 .64 2.23 .42   .76 .52 ns. 
憤怒感  2.07 .51 2.03 .49 1.96 .50 2.00 .41   .32 .82 ns. 
無助感  1.96 .49 1.95 .45 2.03 .53 2.08 .17   .45 .72 ns. 
 情緒管理之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

互動情境 
2.31 .76 2.39 .62 2.12 .82 1.86 .68 3.36* .02 ns. 

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

境 

2.79 .58 2.83 .52 2.77 .52 2.60 .39 .828 .48 ns. 

醫師與護士

互動情境 
2.59 .60 2.56 .64 2.67 .75 2.57 .73 .261 .85 ns. 

 情緒管理之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

互動情境 
2.90 .64 2.85 .58 2.84 .53 3.11 .46   .90 .44 ns. 

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

境 

2.93 .69 2.98 .59 2.96 .39 3.23 .39   .94 .42 ns. 

醫師與護士

互動情境 
2.32 .61 2.26 .66 2.26 .74 2.31 .69   .06 .98 ns. 

 人際關係量表     
善體人意  2.99 .41 2.98 .34 3.03 .40 3.06 .22   .34 .80 ns. 
積極傾聽  3.16 .62 3.09 .35 3.20 .37 3.17 .44   .77 .51 ns. 
有效溝通  2.77 .45 2.82 .43 2.93 .46 2.98 .41  1.44 .23 ns. 
熱心真誠  2.83 .50 2.86 .57 3.03 .51 2.92 .49  1.02 .39 ns. 
主動關懷  3.08 .54 3.00 .33 3.12 .36 3.26 .47  2.32 .08 ns.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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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程度  

    由於教育程度為護校者僅有1人，為進行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研

究者逕行將教育程度為護校者併入教育程度五專組，即五專 (含護校 )組別

計42人，其餘各組分別為二專計41人，大學計107人，研究所以上計10人。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教育程度與正向情緒特質之MANOVA

整體效果考驗達 .05的顯著水準，Wilks’ Λ = .89(p = .02)。其餘變項與教育

程度之MANOVA整體效果考驗皆未達 .05的顯著水準，Wilks’ Λ值分別為：

教育程度與非理性信念Wilks’ Λ = .97(p = .91)；教育程度與負向情緒特質

Wilks’ Λ = .92(p = .17)；教育程度與負向情緒激發Wilks’ Λ = .99(p = .99)；

教育程度與積極回應策略Wilks’ Λ = .98(p = .94)；教育程度與人際關係

Wilks’ Λ = .95(p = .86)。  

    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 (參見表13)來看，不同教育程度者在正

向情緒特質量表之「希望感」層面得分達顯著水準，F(3,196)值為4.20(p 

= .007)。事後比較發現：教育程度在五專 (含護校 )、二專與大學者在「希

望感」之得分顯著高於研究所以上者。此外，不同教育程度者在負向情緒

特質量表之「焦慮感」層面得分雖達顯著水準，F(3,196)值為3.33(p = .02)，

但事後比較卻無顯著差異。換言之，不同教育程度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

非理性信念、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僅在正向情緒特質之

「希望感」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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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不同教育程度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變量變異

數分析 (N = 200) 
1五專 (含護

校 )(n = 42) 
2二專  

(n = 41) 
3大學  

(n = 107) 
4研究所以

上 (n = 10) 
分量表  
或層面  

M SD M SD M SD M SD 
F(3,196) p Scheffé

 非理性信念量表     
自我貶低  2.29 .65 2.48 .64 2.29 .62 2.43 .60 1.05 .37 ns. 
自我設限  2.11 .69 2.24 .72 2.12 .58 2.20 .23 .41 .75 ns. 
以偏概全  1.96 .60 2.21 .70 2.01 .61 2.20 .71 1.45 .23 ns. 
逃避問題  2.13 .65 2.35 .76 2.24 .58 2.30 .62 .87 .46 ns. 
 情緒特質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愉悅感  3.01 .49 2.96 .45 2.97 .48 2.68 .41 1.32 .27 ns. 
關懷感  2.94 .43 2.92 .43 3.02 .39 2.88 .40 .90 .44 ns. 
希望感  3.14 .41 3.14 .43 3.07 .36 2.68 .44 4.20** .007 1>4

2>4
3>4

自主性  2.73 .44 2.59 .45 2.61 .47 2.68 .58 .90 .44 ns. 
 情緒特質之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自卑感  2.00 .53 2.14 .47 2.13 .58 2.30 .51 1.14 .34 ns. 
焦慮感  2.21 .54 2.52 .46 2.47 .52 2.58 .64 3.33* .02 ns. 
憤怒感  2.01 .51 2.07 .47 2.03 .49 1.73 .44 1.29 .28 ns. 
無助感  1.88 .51 1.98 .33 2.01 .47 2.08 .63 .91 .44 ns. 
 情緒管理之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

互動情境 
2.32 .66 2.33 .63 2.27 .74 2.20 .74 .15 .93 ns. 

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

境 

2.80 .60 2.84 .41 2.79 .54 2.74 .35 .15 .93 ns. 

醫師與護士

互動情境 
2.51 .77 2.66 .63 2.58 .65 2.68 .40 .40 .75 ns. 

 情緒管理之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

互動情境 
2.86 .63 2.96 .61 2.86 .56 2.75 .26 .53 .66 ns. 

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

境 

2.96 .63 2.95 .63 3.00 .53 3.05 .16 .15 .93 ns. 

醫師與護士

互動情境 
2.25 .60 2.22 .68 2.29 .70 2.45 .50 .36 .78 ns. 

 人際關係量表     
善體人意  3.04 .45 3.05 .43 2.96 .29 2.94 .19 .97 .41 ns. 
積極傾聽  3.20 .38 3.10 .45 3.11 .41 3.10 .34 .61 .61 ns. 
有效溝通  2.85 .46 2.96 .46 2.81 .42 2.68 .44 1.79 .15 ns. 
熱心真誠  2.95 .54 2.89 .62 2.87 .54 2.85 .34 .23 .88 ns. 
主動關懷  3.11 .44 3.05 .42 3.04 .38 3.00 .16 .43 .73 ns. 

*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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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護理年資  

    由於護理年資在16至20年與21年以上者分別僅有7人與1人，為進行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研究者逕行將護理年資在11至15年、16至20年、

21年以上者合併成為一組，即護理年資11年以上組計33人，其餘各組分別

為護理年資1至5年計66人，6至10年計101人。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護理年資與各主要變項之MANOVA

整體效果考驗皆未達 .05的顯著水準，其Wilks’ Λ值分別為：護理年資與非

理性信念Wilks’ Λ = .99(p = .93)；護理年資與正向情緒特質Wilks’ Λ 

= .93( p = .07)；護理年資與負向情緒特質Wilks’ Λ = .95(p = .25)；護理年

資與負向情緒激發Wilks’ Λ = .94(p = .06)；護理年資與積極回應策略Wilks’ 

Λ = .99(p = .84)；護理年資與人際關係Wilks’ Λ = .93(p = .16)。  

    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護理年資者在人際關係「主

動關懷」分量表得分達顯著水準，F(2,197)值為3.53(p = .03)。事後比較發

現：具有11年以上之護理年資者在「主動關懷」分量表之得分顯著高於護

理年資1至5年者。換言之，護理年資愈高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主動關

懷」分量表得分越高，而不同護理年資者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

管理等量表卻無顯著差異。茲將不同護理年資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

表之平均數、標準差與單變量變異數分析結果整理於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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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不同護理年資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

變量變異數分析 (N = 200) 

11-5年  
(n = 66) 

26-10年  
(n = 101) 

311年以上

(n = 33) 
分量表  
或層面  

M SD M SD M SD 
F(2,197) p Scheffé

 非理性信念量表     
自我貶低  2.34 .55 2.31 .64 2.41 .75    .32 .73 ns. 
自我設限  2.13 .56 2.13 .61 2.23 .76    .38 .69 ns. 
以偏概全  2.02 .54 2.06 .62 2.10 .84    .18 .84 ns. 
逃避問題  2.18 .47 2.25 .67 2.34 .81    .76 .47 ns. 
 情緒特質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愉悅感  3.07 .50 2.93 .45 2.84 .50   2.84 .06 ns. 
關懷感  3.02 .43 2.91 .39 3.07 .40   2.66 .07 ns. 
希望感  3.12 .45 3.08 .34 3.01 .43    .74 .48 ns. 
自主性  2.66 .49 2.61 .46 2.65 .43    .26 .77 ns. 
 情緒特質之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自卑感  2.12 .61 2.10 .51 2.14 .51    .07 .93 ns. 
焦慮感  2.38 .50 2.48 .52 2.39 .59    .73 .49 ns. 
憤怒感  1.97 .47 2.09 .51 1.89 .41   2.60 .08 ns. 
無助感  1.93 .48 1.99 .47 2.02 .38    .56 .57 ns. 
 情緒管理之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33 .68 2.35 .65 2.04 .82 2.69 .07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2.79 .57 2.82 .51 2.73 .45 .39 .68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54 .60 2.56 .68 2.75 .71 1.17 .31 ns. 

 情緒管理之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84 .57 2.85 .59 3.00 .52    .98 .38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3.00 .59 2.95 .60 3.08 .36    .64 .53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28 .71 2.26 .62 2.32 .72    .11 .90 ns. 

 人際關係量表     
善體人意  3.00 .36 2.98 .35 3.05 .35    .50 .61 ns. 
積極傾聽  3.13 .47 3.10 .36 3.20 .42    .75 .47 ns. 
有效溝通  2.77 .44 2.85 .44 2.96 .43   2.08 .13 ns. 
熱心真誠  2.80 .50 2.93 .60 2.98 .46   1.71 .18 ns. 
主動關懷  3.00 .40 3.04 .36 3.21 .42   3.53* .03 3＞1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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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管理課程  

    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者與正向情緒特質之MANOVA整體效果考驗

達 .01的顯著水準，Wilks’ Λ = .93( p = .004)。其餘變項與情緒管理課程之

MANOVA整體效果考驗皆未達 .05的顯著水準，Wilks’ Λ值分別為：情緒管

理課程與非理性信念Wilks’ Λ = .98(p = .32)；情緒管理課程與負向情緒特

質Wilks’ Λ = .98(p = .45)；情緒管理課程與負向情緒激發Wilks’ Λ = .98(p 

= .22)；情緒管理課程與積極回應策略Wilks’ Λ = .99(p = .74)；情緒管理課

程與人際關係Wilks’ Λ = .98(p = .51)。  

    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 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者在正向

情緒特質分量表之「愉悅感」、「關懷感」、「希望感」、「自主性」等

層面得分均達顯著水準，F(1,198)值分別為：9.34(p = .003)、4.85(p = .03)、

10.83(p = .001)、10.21(p = .002)，亦即修過情緒管理課程者比未修過者具

有較強之正向情緒特質，而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

非理性信念、負向情緒特質、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等量表表現並無顯著差

異。茲將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

標準差與單變量變異數分析結果整理於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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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有無修過情緒管理課程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

準差及單變量變異數分析 (N = 200) 

1修過情緒管理

課程 (n = 76) 
2未修過情緒管

理課程 (n = 124)
分量表  
或層面  

M SD M SD 
F(1,198) p 比較 

 非理性信念量表     
自我貶低  2.25 .59 2.39 .65 2.39 .12 ns. 
自我設限  2.11 .61 2.17 .63 .34 .56 ns. 
以偏概全  2.00 .60 2.08 .66 .80 .37 ns. 
逃避問題  2.13 .62 2.31 .64 3.58 .06 ns. 
 情緒特質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愉悅感  3.09 .43 2.88 .49 9.34** .003 1＞2
關懷感  3.05 .45 2.92 .37 4.85* .03 1＞2
希望感  3.20 .39 3.01 .38 10.83** .001 1＞2
自主性  2.77 .49 2.55 .43 10.21** .002 1＞2

 情緒特質之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自卑感  2.03 .54 2.17 .54 3.22 .07 ns. 
焦慮感  2.40 .51 2.45 .53 .50 .48 ns. 
憤怒感  2.02 .50 2.02 .48 .00 .98 ns. 
無助感  1.94 .49 2.00 .45 .60 .44 ns. 
 情緒管理之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23 .71 2.33 .69 1.06 .31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2.73 .55 2.84 .50 1.80 .18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63 .68 2.56 .65 .65 .42 ns. 

 情緒管理之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90 .59 2.85 .56 .31 .58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3.03 .51 2.96 .59 .80 .37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32 .72 2.25 .63 .62 .43 ns. 

 人際關係量表     
善體人意  3.04 .29 2.97 .39 1.47 .23 ns. 
積極傾聽  3.19 .40 3.09 .41 3.29 .07 ns. 
有效溝通  2.88 .43 2.82 .45 .72 .40 ns. 
熱心真誠  2.90 .53 2.89 .56 .03 .86 ns. 
主動關懷  3.08 .38 3.03 .40 .72 .40 ns. 

*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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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壓力管理課程    

    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者與正向情緒特質之MANOVA整體效果考驗

達 .05的顯著水準，Wilks’ Λ = .94( p = .014)。其餘變項與壓力管理課程之

MANOVA整體效果考驗皆未達 .05的顯著水準，Wilks’ Λ值分別為：壓力管

理課程與非理性信念Wilks’ Λ = .98(p = .30)；壓力管理課程與負向情緒特

質Wilks’ Λ = .98(p = .30)；壓力管理課程與負向情緒激發Wilks’ Λ = .98(p 

= .25)；壓力管理課程與積極回應策略Wilks’ Λ = .99(p = .83)；壓力管理課

程與人際關係Wilks’ Λ = .98(p = .62)。  

    若從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者在正向情

緒特質分量表之「愉悅感」、「希望感」、「自主性」與負向情緒特質分

量表之「自卑感」等層面表現均達 .05顯著水準，F(1,198)值分別為：5.92(p 

= .02)、10.10(p = .002)、7.35(p = .007)、4.20(p = .04)。換言之，修過壓力

管理課程者比未修過者具有較強之愉悅感、希望感與自主性等正向情緒特

質，而未修過壓力管理課程者比修過者具有較強之自卑感。而有無修過壓

力管理課程者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管理、人際關係方面表現並無顯著差異。

茲將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準

差與單變量變異數分析結果整理於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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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量表之平均數、標

準差及單變量變異數分析 (N = 200)  

1修過壓力管理

課程 (n = 64) 
2未修過壓力管

理課程 (n = 136)
分量表  
或層面  

M SD M SD 
F(1,198) p 比較 

 非理性信念量表     
自我貶低  2.32 .63 2.35 .63 .11 .75 ns. 
自我設限  2.14 .62 2.15 .62 .03 .86 ns. 
以偏概全  2.07 .61 2.04 .65 .05 .82 ns. 
逃避問題  2.14 .60 2.29 .65 2.54 .11 ns. 
 情緒特質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愉悅感  3.08 .48 2.91 .47 5.92* .02 1＞2
關懷感  3.06 .44 2.93 .39 4.05 .05 1＞2
希望感  3.21 .41 3.02 .38 10.10** .002 1＞2
自主性  2.76 .53 2.58 .42 7.35** .007 1＞2

 情緒特質之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     
自卑感  2.00 .54 2.17 .54 4.20* .04 2＞1
焦慮感  2.39 .55 2.45 .52 .47 .49 ns. 
憤怒感  2.03 .52 2.01 .47 .04 .85 ns. 
無助感  1.93 .53 2.00 .42 .92 .34 ns. 
 情緒管理之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27 .74 2.30 .68 .07 .79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2.73 .52 2.83 .52 1.82 .18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64 .68 2.56 .65 .72 .40 ns. 

 情緒管理之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護士與病患互

動情境 
2.91 .62 2.85 .55 .49 .48 ns. 

資深與新進護

士互動情境 
3.02 .50 2.97 .59 .24 .63 ns. 

醫師與護士互

動情境 
2.32 .67 2.25 .66 .44 .51 ns. 

 人際關係量表     
善體人意  3.05 .32 2.97 .37 2.03 .16 ns. 
積極傾聽  3.18 .37 3.10 .42 1.54 .22 ns. 
有效溝通  2.89 .45 2.82 .44 1.38 .24 ns. 
熱心真誠  2.91 .50 2.89 .57 .06 .81 ns. 
主動關懷  3.08 .39 3.04 .39 .38 .54 ns. 

*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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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 

    本節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探討不同非理

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情緒管理的差異情形；第二部分以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探討不同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情緒管理的差異

情形。  

壹、非理性信念與情緒管理 

    為探討具有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情緒管理的差異，

本研究首先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非理性信念量表之得分平均數 (分數越

高，非理性信念越強 )由低至高依序排列，平均數前、後各27%劃為低分組

與高分組，中間46%劃為中分組，結果低分組有56人，中分組有84人，高

分組有60人。  

一、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達 .05的顯著

水準 (Wilks’ Λ = .93, p = .02)(參見表17)。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來

看，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護士

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等

三個層面皆達顯著水準，F(2, 197)值依序為：4.11(p = .02)、5.15(p = .01)、

3.61(p = .03)。  

    由於分量表各層面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

後比較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18與圖10可知，非理

性信念高分組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與「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的得分皆顯著高於低分組 (ps < .05)。此外，非理性信念高分組在「護士與

病患互動情境」的得分亦顯著高於中分組 (p< .05)。換言之，非理性信念越

強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各層面的得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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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單因

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93*  4.11* 5.15** 3.61*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4。  
    2.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η2值依序為 .04、 .05、 .04。  
    3. * p＜ .05，** p＜ .01。  

表18  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事後

比較摘要 

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非理性信

念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56 2.19 .68
2中分組 84 2.20 .62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3高分組 60 2.50 .78

 
4.11* 

 
.02 

 
3＞2

1低分組 56 2.66 .65
2中分組 84 2.78 .41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3高分組 60 2.96 .48

 
5.15** 

 
.01 

 
3＞1

1低分組 56 2.41 .69
2中分組 84 2.59 .57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3高分組 60 2.74 .72

 
3.61* 

 
.03 

 
3＞1

*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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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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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不同非理性信念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平均數 

二、非理性信念與積極回應策略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達 .05的顯著

水準 (Wilks’ Λ = .93, p = .02)(參見表19)。若從單變量的變異數考驗結果來

看，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

與病患互動情境」與「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表現並未達顯著差異，僅在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表現達顯著差異， F(2, 197)值為 6.99(p 

= .001)。  

    由於「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

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20與

圖11可知，非理性信念中分組與低分組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的

得分皆顯著高於高分組 (p = .002、p = .02)，換言之，非理性信念愈強之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得

分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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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單因

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93*  .32 6.99** .13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4。  
    2.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η2依序為 .003、 .07、 .001。  
    3. * p＜ .05，** p＜ .01。  

表20  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事後

比較摘要 

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非理性 
信念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56 2.84 .63
2中分組 84 2.91 .56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3高分組 60 2.85 .55

 
.32 

 
.72 

 
  

1低分組 56 3.13 .54
2中分組 84 3.04 .51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3高分組 60 2.78 .59

 
6.99** 

 
.001 

1＞3

2＞3

1低分組 56 2.30 .67
2中分組 84 2.28 .67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3高分組 60 2.24 .67

 
.13 

 
.88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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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不同非理性信念者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平均數 

貳、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 

    為探討具有不同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情緒管理

的差異情形，首先，研究者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正向情緒特質分量表得

分平均數由低至高依序排列 (分數越高，正向情緒特質越強 )，平均數前、

後各27%劃為低分組與高分組，中間46%劃為中分組，結果低分組有67人，

中分組有55人，高分組有78人。再者，依前述步驟，亦將加護病房護理人

員依負向情緒特質分量表得分平均數 (分數越高，負向情緒特質越強 )劃分

成低分組73人，中分組70人，高分組57人。   

一、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發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未達顯著水準

(Wilks’ Λ = .97, p = .33)。若從表21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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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各層面亦未達顯著差異。換言之，正

向情緒特質低分組、中分組及高分組彼此之間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上並

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21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

互動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97  1.09 2.07 2.37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2。  
    2.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η2值依序為 .01、 .02、 .02。  

二、正向情緒特質與積極回應策略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達 .001的顯著

水準 (Wilks’ Λ = .88, p = .000)。換言之，不同正向情緒特質者在積極回應

策略分量表有顯著差異存在。  

    若從表22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正向情緒特質者在積極

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與「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表現皆

達顯著差異，F(2, 197)值分別為10.36(p = .000)、5.29(p = .006)。  

    由於上述兩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

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23與圖12可知，正向情緒特

質高分組與中分組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得分皆顯

著高於低分組 (p = .000、p = .02)。此外，正向情緒特質高分組在「資深與

新進護士互動情境」的得分亦顯著高於低分組 (p = .008)。可見正向情緒特

質愈強者，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與「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境」中，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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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

互動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88***  10.36*** 5.29** 1.20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6。  
    2.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分量表的η2依序為 .10、 .05、 .01。  
    3. ** p＜ .01，*** p＜ .001。  

表23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事

後比較摘要 

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正向情緒

特質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67 2.63 .49
2中分組 55 2.92 .51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3高分組 78 3.04 .62

 
10.36*** 

 
.000 

 

 
2＞1

3＞1

1低分組 67 2.81 .54
2中分組 55 3.04 .44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3高分組 78 3.10 .62

 
5.29** 

 
.006 

 

 
3＞1

1低分組 67 2.19 .64
2中分組 55 2.37 .54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3高分組 78 2.28 .75

 
1.20 

 
.31 

  

**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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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者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平均數 

三、負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發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達 .001顯著水

準 (Wilks’ Λ = .88, p = .001)，若從表24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

同負向情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

護士互動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表現皆達顯著差異，F(2, 197)值分

別為5.42(p = .005)、4.87(p = .009)、7.60(p = .001)。換言之，不同負向情

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各層面表現有顯著差異存在。  

    由於上述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進行

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25與圖13可知，負向情緒特質高

分組在負向情緒激發各層面得分皆顯著高於低分組 (ps < .01)。此外，負向

情緒特質中分組在負向情緒激發之「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得分亦顯著高於

低分組 (p< .01)。可見負向情緒特質愈強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各互動情境中，

愈常被激發出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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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

互動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88***  5.42** 4.87** 7.60***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6。  
    2.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η2值依序為 .05、 .05、 .07。  
    3.**p＜ .01，***p＜ .001。  

表25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事

後比較摘要 

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  負向情緒

特質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73 2.15 .75
2中分組 70 2.25 .57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3高分組 57 2.53 .71

 
5.42** 

 
.005 

 

 
3＞1

1低分組 73 2.65 .59
2中分組 70 2.85 .42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3高分組 57 2.91 .50

 
4.87** 

 
.009 

 

 
3＞1

1低分組 73 2.35 .69
2中分組 70 2.73 .58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3高分組 57 2.71 .64

 
7.60*** 

 
.001 

3＞1

2＞1

**p＜ .01，***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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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平均數 

四、負向情緒特質與積極回應策略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顯示：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雖然未達 .05

的顯著水準 (Wilks’ Λ = .95, p = .11)，但若從表26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

來看，不同負向情緒特質者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表現達顯著差異，F(2, 197)值為3.20(p = .04)。  

    由於上述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進行

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27與圖14可知，負向情緒特質低

分組在積極回應策略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得分皆顯著高於中分組 (p 

= .04)。可見負向情緒特質愈弱者，在積極回應策略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中，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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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單

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護士與病患互動

情境 
資深與新進護士

互動情境 
醫師與護士互動

情境 
組間  2 .95  3.20* 1.40 .36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3。  
    2.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η2值依序為 .03、 .01、 .004。  
    3.* p＜ .05。  

表27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事

後比較摘要 

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  負向情緒

特質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73 3.00 .65
2中分組 70 2.76 .49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3高分組 57 2.84 .54

 
3.20* 

 
.04 

 

 
1＞2

1低分組 73 3.05 .57
2中分組 70 3.01 .50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情境  
3高分組 57 2.89 .62

 
1.40 

 
.25 

 

 
 

1低分組 73 2.23 .74
2中分組 70 2.29 .57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3高分組 57 2.32 .67

 
.36 

 
.70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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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者在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之平均數 

 

第三節  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本節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以單因子多變量變異數分析探討不同非理

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的差異情形；第二部分以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探討不同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的差異

情形。   

貳、非理性信念與人際關係 

    自表 28可看出單因子 MANOVA整體效果考驗未達 .05的顯著水準

(Wilks’ Λ = .97, p = .85)，進一步檢視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亦發現未達顯

著水準。換言之，非理性信念低分組、中分組及高分組在人際關係的表現

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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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不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之單因子多變量變

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善體人意 積極傾聽 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

組間  2 .97  .62 1.27 .98 .40 1.88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1。  
    2.人際關係量表中「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

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的η2依序為 .01、 .01、 .01、 .004、 .02。  

貳、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一、正向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自表 29可看出單因子 MANOVA整體效果考驗已達 .001的顯著水準

(Wilks’ Λ = .83, p = .000)，若從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正向情

緒特質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得分亦達 .01顯著水準，F(2, 197)值依次

為15.12(p = .000)、7.11(p = .001)、10.39(p = .000)、5.47(p = .005)、11.27(p 

= .000)。  

    由於上述五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

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30與圖15可知，正向情緒特

質高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得分皆顯著高於低分組 (ps< .01)；此外，

正向情緒特質中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中「善體人意」與「主動關懷」分量表

得分亦顯著高於低分組 (ps< .05)。整體而言，正向情緒特質低分組、中分

組及高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上有顯著差異，亦即正向情緒特質愈強者，在

人際關係量表的表現愈佳，人際互動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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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善體人意 積極傾聽 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

組間  2 .83***  15.12*** 7.11** 10.39*** 5.47** 11.27***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9。  
    2.人際關係量表中「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

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的η2依序為 .13、 .07、 .10、 .05、 .10。  
    3. ** p＜ .01，*** p＜ .001。  

表30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事後比較

摘要 

人際關係量表  正向情緒

特質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67 2.83 .35
2中分組 55 3.01 .23

 
善體人意  

3高分組 78 3.13 .38

 
15.12*** 

 
.000 

 

 
2＞1 
3＞1 

1低分組 67 2.99 .38
2中分組 55 3.14 .36

 
積極傾聽  

3高分組 78 3.24 .43

 
7.11** 

 
.001 

 

 
3＞1 

1低分組 67 2.67 .42
2中分組 55 2.85 .43

 
有效溝通  

3高分組 78 2.99 .41

 
10.39*** 

 
.000 

  
3＞1 

1低分組 67 2.73 .53
2中分組 55 2.90 .57

 
熱心真誠  

3高分組 78 3.03 .51

 
5.47** 

 
.005 

 

 
3＞1 

1低分組 67 2.89 .34
2中分組 55 3.07 .34

 
主動關懷  

3高分組 78 3.18 .42

 
11.27*** 

 
.000 

 

 
2＞1 
3＞1 

**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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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不同正向情緒特質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平均數 

二、負向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自表31可看出單因子MANOVA整體效果考驗雖然未達 .05的顯著水準

(Wilks’ Λ = .94, p = .33)，但若從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負向情

緒特質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積極傾聽」與「有效溝通」分量表得分卻達 .05

的顯著水準，F(2, 197)值分別為3.22(p = .04)、3.82(p = .02)。  

    由於上述兩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

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32與圖16可知，負向情緒特

質低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之「有效溝通」分量表得分皆顯著高於中分組

(p< .05)，換言之，負向情緒特質愈弱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有效溝通」分

量表的得分愈高，人際關係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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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善體人意 積極傾聽 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

組間  2 .94  1.34 3.22* 3.82* 1.40 2.43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3。  
    2.人際關係量表中「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

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的η2依序為 .01、 .03、 .04、 .01、 .02。  
    3.* p＜ .05。  

表32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事後比較

摘要 

人際關係量表  負向情緒

特質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73 3.05 .43
2中分組 70 2.97 .24

 
善體人意  

3高分組 57 2.97 .35

 
1.34 

 
.26 

 

 
  

1低分組 73 3.22 .50
2中分組 70 3.06 .26

 
積極傾聽  

3高分組 57 3.08 .41

 
3.22* 

 
.04 

 

 
  

1低分組 73 2.95 .45
2中分組 70 2.76 .37

 
有效溝通  

3高分組 57 2.79 .48

 
3.82* 

 
.02 

  
1＞2 

1低分組 73 2.97 .63
2中分組 70 2.82 .48

 
熱心真誠  

3高分組 57 2.88 .49

 
1.40 

 
.25 

 

  

1低分組 73 3.13 .45
2中分組 70 3.00 .27

 
主動關懷  

3高分組 57 3.02 .43

 
2.43 

 
.09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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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不同負向情緒特質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平均數 

第四節  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為探討具有不同情緒管理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的差異，首

先，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得分平均數由低至高依

序排列 (分數越高，表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不同情境之下，愈容易被激發

出負向的情緒 )，平均數前、後各27%劃為低分組與高分組，中間46%劃為

中分組，結果低分組有47人，中分組有102人，高分組有51人。再者，依前

述步驟，亦將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依積極回應策略分量表得分平均數 (分數越

高，表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不同情境之下，愈常使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

理策略 )劃分成低分組76人，中分組63人，高分組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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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      

    自表 33可看出單因子 MANOVA整體效果考驗未達 .05的顯著水準

(Wilks’ Λ = .91, p = .052)。若從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負向情

緒激發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積極傾聽」與「主動關懷」分量表得分卻達 .05

顯著水準，F(2, 197)值分別為3.63(p = .03)、3.74(p = .03)，進一步以Scheffé

事後比較進行追蹤考驗，各組之間卻無顯著差異。整體而言，不同負向情

緒激發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在人際關係的表現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33  不同負向情緒激發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善體人意 積極傾聽 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

組間  2 .91  2.78 3.63* 1.35 1.61 3.74*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05。  
    2.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

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的η2值依序為 .03、 .04、 .01、 .02、 .04。 
    3. * p＜ .05。  

二、積極回應策略與人際關係      

    自表 34 可 看 出 單 因 子 MANOVA 整 體 效 果 考 驗 達 .001 的 顯 著 水 準

(Wilks’ Λ = .81, p = .000)，若從單變量變異數考驗結果來看，不同積極回

應策略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

動關懷」表現亦達顯著差異，F(2, 197)值依次為 7.46(p = .001)、 7.29(p 

= .001)、6.02(p = .003)、7.30(p = .001)。  

    由於上述四個單變量變異數考驗達顯著水準，繼而以Scheffé事後比較

進行追蹤考驗，以解釋組間的差異情形。自表35與圖17可知，積極回應策

略高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

動關懷」分量表得分皆顯著高於低分組 (ps < .01)，且積極回應策略中分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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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分量表得分亦顯著高於低分組 (p < .05)。此外，

積極回應策略高分組在人際關係量表之「有效溝通」與「主動關懷」分量表

得分顯著高於中分組 (ps < .05)。整體而言，積極回應策略高分組較低分組

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善體人意」、「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動關懷」

分量表得分高，亦即在醫療互動情境中，愈常使用積極回應策略之加護病房

護理人員，其在人際關係量表的表現愈好，人際互動愈良好。  

表34  不同積極回應策略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單因子多

變量變異數分析摘要 (N = 200) 

MANOVA  ANOVA F(2, 197) 
變異

來源  
df Λ  善體人意 積極傾聽 有效溝通 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

組間  2 .81***  7.46** 1.56 7.29** 6.02** 7.30** 
組內  197        
全體  199        
註：1.整體MANOVA的η2為 .10。  
    2.人際關係量表中「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

真誠」、「主動關懷」分量表的η2依序為 .07、 .02、 .07、 .06、 .07。  
    3. **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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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不同積極回應策略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量表之事後比較

摘要 

人際關係量表  情緒管理

組別 
人數 M SD F(2,197) p Scheffé 

1低分組 76 2.88 .42
2中分組 63 3.04 .24

 
善體人意  

3高分組 61 3.10 .34

 
7.46** 

 
.001 

 

 
2＞1 
3＞1 

1低分組 76 3.11 .49
2中分組 63 3.08 .27

 
積極傾聽  

3高分組 61 3.20 .41

 
1.56 

 
.21 

 

 
 

1低分組 76 2.74 .48
2中分組 63 2.79 .37

 
有效溝通  

3高分組 61 3.01 .41

 
7.29** 

 
.001 

 
3＞1 
3＞2 

1低分組 76 2.74 .65
2中分組 63 2.93 .44

 
熱心真誠  

3高分組 61 3.05 .46

 
6.02** 

 
.003 

 

 
3＞1 

 

1低分組 76 2.98 .46
2中分組 63 2.99 .25

 
主動關懷  

3高分組 61 3.21 .38

 
7.30** 

 
.001 

 

 
3＞1 
3＞2 

** p＜ .01  

主動關懷熱心真誠有效溝通積極傾聽善體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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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不同積極回應策略者在人際關係量表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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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

模式驗證 

    本研究利用200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進行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

管理與人際關係的因果路徑建構與評估。使用工具為LISREL8.52版，用以

考驗假設模式一與假設模式二的適配度，且估計觀察變項在潛在變項的因

素負荷量，以及潛在變項之間的結構關係。本研究在進行LISREL分析時，

以SIMPLIS程式撰寫語法檔，並計算出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

與人際關係四個量表之相關係數矩陣 (correlation matrix)(參見附錄G)，並以

各量表與分量表之觀察變項相關係數矩陣作為輸入資料 (參見附錄H)，使用

適合大樣本分析之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簡稱MLE)

進行參數的估計。  

壹、常態分配之檢驗  

    由於本研究採用LISREL8.52之最大概似法進行參數的估計，這類參數

估計法乃是依據常態理論而設計，會受到樣本分配性質與型態的影響，所

以在進行SEM參數估算前，有必要先檢驗觀察變項的分佈是否符合常態分

配。根據Kline(1998)的看法，若觀察變項的偏態絕對值大於3，可視為極端

偏態；若峰度絕對值大於10亦有問題。由表36可看出，本研究中23個觀察

變項的偏態值介於 -.59 ~ .53之間，峰度值介於 -.20 ~ 3.39之間，可見觀察變

項大致符合常態分配，適合採取最大概似法進行參數的估計，以及模式的

適配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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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觀察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變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自我貶低 (x1) 2.34 .63 .23 .12 

自我設限 (x2) 2.15 .62 .49 .33 

以偏概全 (x3) 2.05 .63 .53 .47 

逃避問題 (x4) 2.24 .64 .13 .06 

愉悅感 (x5)  2.96 .48 -.12 .93 

關懷感 (x6)  2.97 .41 .35 .89 

希望感 (x7)  3.08 .40 .38 .76 

自主性 (x8) 2.64 .46 -.04 1.41 

自卑感 (x9)  2.11 .54 .13 .19 

焦慮感 (x10)  2.43 .53 .12 .61 

憤怒感 (x11)  2.02 .49 .19 1.35 

無助感 (x12) 1.98 .46 .06 .93 

護士與病患互動(y1) 2.29 .70 -.01 -.20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y2)  2.80 .52 -.31 1.35 

醫師與護士互動(y3) 2.59 .66 -.05 .36 

積極回應策略(y4) 2.71 .41 -.03 .62 

善體人意 (y5)  3.00 .36 -.06 3.39 

積極傾聽 (y6)  3.13 .41 .19 2.77 

有效溝通 (y7)  2.84 .44 -.07 .29 

熱心真誠 (y8)  2.89 .55 -.59 1.40 

主動關懷 (y9) 3.05 .39 .35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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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假設模式一之參數估計與修正  

    根據觀察資料對假設模式一進行參數估計，其重要參數之估計與標準

化估計值參見表37與圖18，而模式適合度考驗結果參見表39。研究者發現，

假設模式一的結構係數大都與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結果一致，並未有不合理

的估計參數值出現，即所有的標準化估計參數皆在1以下，且沒有負的誤差

變異，而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亦大於 .45。  

表 37  假設模式一之參數估計、完全標準化參數估計及顯著性考驗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0.83 --- --- δ1 0.12 0.31 0.02 6.71 
λx21 0.93 0.78 0.08 11.71 δ2 0.15 0.40 0.02 7.71 
λx31 0.98 0.81 0.08 12.25 δ3 0.14 0.35 0.02 7.15 
λx41 0.92 0.75 0.08 11.25 δ4 0.18 0.44 0.02 8.06 
λx52 1.00 0.79 --- --- δ5 0.09 0.38 0.01 5.91 
λx62 0.62 0.57 0.09 7.20 δ6 0.11 0.67 0.01 8.78 
λx72 0.77 0.72 0.09 8.81 δ7 0.08 0.48 0.01 7.13 
λx82 0.75 0.60 0.10 7.58 δ8 0.14 0.64 0.02 8.55 
λy11 1.00 0.69 --- --- ε1 0.25 0.52 0.04 6.03 
λy21 0.76 0.71 0.12 6.29 ε2 0.13 0.49 0.02 5.64 
λy31 0.79 0.58 0.13 6.02 ε3 0.29 0.66 0.04 7.92 
λy42 0.32 0.81 --- --- ε4 0.06 0.35 --- --- 
λy52 1.00 0.69 --- --- ε5 0.07 0.52 0.01 8.47 
λy62 1.19 0.71 0.13 8.97 ε6 0.08 0.49 0.01 8.23 
λy73 0.83 0.46 0.14 5.97 ε7 0.15 0.79 0.02 9.57 
λy83 1.29 0.58 0.17 7.39 ε8 0.20 0.67 0.02 9.19 
λy93 1.42 0.89 0.14 10.22 ε9 0.03 0.21 0.01 4.20 
γ11 0.09 0.10 0.09 1.04 ζ1 0.21 0.90 0.05 4.31 
γ21 0.01 0.00 0.18 0.05 ζ2 0.71 0.71 0.13 5.36 
γ12 -0.35 -0.27 0.13 -2.57 ζ3 0.04 0.66 0.01 4.72 
γ22 1.41 0.53 0.30 4.79 ψ 11 0.27 1.00 0.04 6.77 
β21 0.71 0.34 0.23 3.10 ψ 12 -0.07 -0.35 0.02 -3.79 
β32 0.14 0.59 0.02 5.81 ψ 22 0.14 1.00 0.02 5.80 
β31 -0.04 -0.08 0.04 -0.97      

註：未列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參照指標或已事先決定誤差變異的單指標變

項，故無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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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264.29  df＝112  p＝ .000   RMSEA＝ .083 

註：* p<.05  +表示參照指標，故不考慮顯著性問題  

 

圖18  假設模式一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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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設模式一卻無法通過一般學界最常用的整體適配度考驗之卡

方考驗與卡方自由度比檢定，其 WLS χ2＝264.29、df＝112、p<.001、RMSEA

＝ .083，且 GFI=.87、AGFI=.82、NFI=.87 亦未通過 .90 之理想適配門檻。

表示假設模式一無法與實際收集到的資料相配合。   

在考量模式完整性的前提下，研究者決定對假設模式一進行些微的修

正，這種修正方式是藉由在 SIMPLIS 語法中加入 MI(modification index)指

令，由 MI 指標來建議修改方向。在假設模式一中，MI 指標顯示若增加「正

向情緒特質－人際關係」兩潛在變項間的路徑估算，將可使 χ2 值自 264.29

降低為 245.5(df＝111)，RMSEA 由原先的 .083 降低為 .078，此外，就理論

與邏輯上的適切性而言，許多研究者 (Baron,1996; Hochwarter, Perrewé, 

Ferris, & Brymer, 1999)皆指出正向情緒特質者能以愉悅的心去看待人際關

係與成就中的每一個人，且因具有良好的人際敏銳度，故能獲致滿意的人

際關係。若以本研究前述之正向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的單因子多變量變異

數分析結果來看，亦獲致相同的結論。因此，研究者參酌理論與 MI 值結

果，增加「正向情緒特質－人際關係」此一路徑的估算。  

雖然 χ2 值與 RMSEA 已獲得改善，但 GFI 與 NFI 並未達 .90 的理想適

配結果，加上 MI 值亦建議可增加觀察變項殘差間關係的估算，以提高模

式的適配度。但在建立關係之前，需考量到所增加的估算值是否符合理論

的完整性與邏輯的適切性，以確保研究結果的可解釋性，這種作法於馬信

行 (1999)亦曾有類似的建議。故研究者在理論的基礎上檢視 MI 值的大小，

再逐一開放估算變項間 MI 值較大的殘差相關，進而檢視修正模式的適配

度。最後共計增加「積極傾聽 (y6)－主動關懷 (y9)」、「醫師與護士互動(y3)－有

效溝通 (y7)」、「醫師與護士互動(y3)－積極回應策略(y4)」等 3 條殘差間的相關估

算，使得假設模式一之整體適配指標達到理想適配標準。茲將假設模式一

的修正結果命名為修正模式一，以下分述修正模式一的評估、修正模式一

變項間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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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修正模式一之評估  

一、基本適配度檢定  

修正模式一之參數估計值與標準化估計值參見表 38 與圖 19，而模式

適合度考驗結果參見表 39。研究者發現，修正模式一的結構係數方向與文

獻結果一致，所有的標準化估計參數皆在 1 以下，亦無負的誤差變異，而

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0。   

表 38  修正模式一之參數估計、完全標準化參數估計及顯著性考驗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0.83 --- --- δ1 0.12 0.31 0.02 6.68 
λx21 0.93 0.78 0.08 11.74 δ2 0.15 0.39 0.02 7.69 
λx31 0.98 0.81 0.08 12.25 δ3 0.14 0.35 0.02 7.15 
λx41 0.92 0.75 0.08 11.21 δ4 0.18 0.44 0.02 8.08 
λx52 1.00 0.76 --- --- δ5 0.09 0.42 0.01 6.80 
λx62 0.65 0.58 0.09 7.41 δ6 0.11 0.67 0.01 8.86 
λx72 0.82 0.75 0.09 9.36 δ7 0.07 0.44 0.01 7.07 
λx82 0.77 0.60 0.10 7.72 δ8 0.14 0.64 0.02 8.71 
λy11 1.00 0.64 --- --- ε1 0.29 0.60 0.04 7.25 
λy21 0.93 0.80 0.15 6.32 ε2 0.10 0.36 0.02 3.92 
λy31 0.80 0.54 0.14 5.93 ε3 0.31 0.71 0.04 8.49 
λy42 0.34 0.82 --- --- ε4 0.06 0.33 --- --- 
λy52 1.00 0.78 --- --- ε5 0.05 0.40 0.01 6.64 
λy62 0.89 0.60 0.12 7.53 ε6 0.11 0.64 0.01 8.54 
λy73 0.92 0.57 0.12 7.54 ε7 0.13 0.67 0.01 8.95 
λy83 1.06 0.53 0.15 6.92 ε8 0.21 0.72 0.02 9.14 
λy93 1.06 0.75 0.11 9.55 ε9 0.07 0.44 0.01 7.10 
γ11 0.12 0.15 0.08 1.59 θε3ε4 0.04 0.16 0.02 2.82 
γ21 -0.08 -0.04 0.18 -0.42 θε3ε7 0.05 0.17 0.02 3.10 
γ12 -0.28 -0.23 0.12 -2.32 θε6ε9 0.03 0.22 0.01 3.96 
γ22 1.07 0.39 0.29 3.71 ζ1 0.18 0.90 0.04 4.07 
γ32 0.47 0.62 0.08 6.03 ζ2 0.84 0.84 0.14 6.05 
β21 0.46 0.20 0.24 1.89 ζ3 0.03 0.35 0.01 3.77 
β32 0.09 0.33 0.02 3.69 ψ 11 0.27 1.00 0.04 6.78 
β31 0.21 0.33 0.06 3.67 ψ 12 -0.06 -0.31 0.02 -3.40

     ψ 22 0.13 1.00 0.02 5.75 
註：未列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參照指標或已事先決定誤差變異的單指標變

項，故無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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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193.92  df＝108  p＝ .000   RMSEA＝ .063 

註：* p<.05  +表示參照指標，故不考慮顯著性問題  

 

圖19  修正模式一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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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適配度檢定  

    修正模式一之卡方考驗結果顯示：WLS χ2＝193.92、df＝108、p<.001，

雖然χ2值達顯著水準，但卡方自由度比為WLS χ²/df =1.80，小於2，達到理

想適配標準。而從假設模式一到修正模式一的卡方改變量為70.37(df=4)，

大於查表之χ2=13.277，p<.01，顯示修正模式一所增加的參數估計具有統計

意義。  

    此外，參酌其它適配度指標來評鑑修正模式一的整體適配度，發現

RMSEA＝ .063、RMR=.018，SRMR=.067，皆小於 .08，顯示修正模式一的

契合度佳。而GFI=.90、AGFI=.85、NFI=.90、NNFI=.94、CFI=.95、IFI=.95、

RFI=.87，大部分指標已達到 .90的理想適配門檻。再者，就精簡適配度指

標而言，若PGFI或PNFI指數大於 .50，且愈接近1，顯示模式愈簡約，而修

正模式一之PGFI=.63，PNFI=.71，皆大於 .50，顯示修正模式一為精簡的模

式。  

    最 後 ， 若 以 模 式 AIC 指 數 或 ECVI 指 數 來 看 ， 修 正 模 式 一 之

AIC=283.92，小於飽和模式AIC的306，亦小於獨立模式AIC的203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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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顯示修正模式一是個精簡的模式。而在修正模

式一之ECVI方面，修正模式一的ECVI=1.43，小於獨立模式ECVI=10.24與

飽和模式ECVI=1.54，顯示修正模式一的交叉效度不錯，修正模式一的結

果亦是合理的。  

    綜合上述，修正模式一在整體適配度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

標。換言之，本研究的修正模式一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112

表39  假設模式一與修正模式一之整體適配度考驗比較   

適配指標  假設模式一  修正模式一  
整體適配度指標    

WLS χ² 264.29(p<.000)，不適配  193.92(p<.000)，不適配  
WLS χ²/df       2.36，不適配        1.80，適配  
GFI         .87，不適配         .90，適配  
AGFI         .82，不適配         .85，不適配  
RMSEA         .083，不適配         .063，適配  
RMR         .020，適配         .018，適配  
SRMR         .090，不適配         .067，適配  

比較適配度指標    
NFI    .87，不適配  .90，適配  
NNFI  .90，適配  .90，適配  
CFI  .92，適配  .95，適配  
IFI  .92，適配  .95，適配  
RFI    .84，不適配         .87，不適配  

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63，適配  .63，適配  
PNFI   .71，適配  .71，適配  

Model AIC 346.29，不適配  283.92，適配  
  飽和模式AIC 306 306 
  獨立模式AIC 2037.36 2037.36 
Model ECVI 1.74，不適配  1.43，適配  
  飽和模式ECVI 1.54 1.54 
  獨立模式ECVI 10.24 10.24 

三、內在結構適配度檢定  

    模式的內在結構適配度可謂模式的內在品質，其中，個別項目信度是

由潛在變項之觀察變項的R2來加以估計，數值愈大，表示測量觀察變項的

誤差愈小，須考量的是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是否在 .50以上，而潛在變

項的組合信度是否在 .60以上，   

    表40為修正模式一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與潛在變項的組合信

度，其中關懷感 (x6)、自主性 (x8)、護士與病患互動 (y1)、醫師與護士互動 (y3)、

積極傾聽 (y6)、有效溝通 (y7)、熱心真誠 (y8)等7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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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 .50，顯示這些觀察變項的信度較差，測量誤差較大。然而，所有潛在

變項的組合信度皆達 .60的標準。整體而言，修正模式一的內在品質不錯。  

表 40  修正模式一之觀察變項個別項目信度與潛在變項組合信度  

變         項  個別項目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非理性信念 (ξ1)  .87 

自我貶低 (x1) .69  
自我設限 (x2) .61  
以偏概全 (x3) .65  
逃避問題 (x4) .56  

正向情緒特質 (ξ2)  .77 
愉悅感 (x5)  .58  
關懷感 (x6)  .33  
希望感 (x7)  .56  
自主性 (x8) .36  

負向情緒激發(η1)  .70 
護士與病患互動(y1) .40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y2)  .64  
醫師與護士互動(y3) .29  

積極回應策略(η2)  .67 
積極回應策略(y4) .67  

人際關係 (η3)  .78 
善體人意 (y5)  .60  
積極傾聽 (y6)  .36  
有效溝通 (y7)  .33  
熱心真誠 (y8)  .28  
主動關懷 (y9) .56  

肆、修正模式一變項間之效果及解釋力  

    透過各變項間的總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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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直接效

果、間接效果、總效果及解釋力四方面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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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由表38與圖19可知，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直接效果為 -.23 

(γ12)，正向情緒特質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直接效果為 .39(γ22)、正向情緒特質

對人際關係的直接效果為 .62(γ32)；而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的直接效果

為 .33(β32)，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的直接效果為 .33(β31)，這五者皆達顯

著水準 (p<.05)。換言之，正向情緒特質會對負向情緒激發產生負向的直接

效果，此外，正向情緒特質分別會對積極回應策略與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

直接效果，而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分別會對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

直接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

直接效果未達顯著，表示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預

測力微弱。   

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由圖19可看出正向情緒特質會透過負向情緒激發而間接影響人際關

係，其間接效果為 -.08(γ12×β31 = -.23×.33 = -.0759)；同樣地，正向情緒特質

會透過積極回應策略而間接影響人際關係，其間接效果為 .13(γ22 × β32 

= .39×.33 = .1287)。值得注意的是，非理性信念並無法透過負向情緒激發

或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進而對人際關係產生間接的效果。  

三、變項間的總效果  

    總效果是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之和。表41為修正模式一潛在變項間的

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以及顯著性考驗。其中，正向情緒特質對

負向情緒激發、積極回應策略、人際關係等三個依變項的總效果均達顯著

水準，總效果量分別為 -.23、 .34、.66，t值介於 -2.32至6.68之間，ps <.05。

而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的總效果亦分別達顯著水準，

總效果量分別為 .40(t = 4.17)與 .33(t = 3.69)，ps <.001。然而，非理性信念

對三個依變項的總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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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項間的解釋力  

 在潛在依變項的解釋力上，由圖 19 可知，負向情緒激發的殘差變異

量 (ζ1)為 .90，表示非理性信念及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解釋力共

為 .10，即非理性信念及正向情緒特質可以解釋負向情緒激發變異量的

10%。而積極回應策略的殘差變異量 (ζ2)為 .84，表示非理性信念、正向情

緒特質及負向情緒激發對積極回應策略的解釋力共有 .16，即非理性信念、

正向情緒特質及負向情緒激發可以解釋積極回應策略變異量的 16%。而人

際關係的殘差變異量 (ζ3)為 .35，表示正向情緒特質、積極回應策略與負向

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的解釋力高達 .65，即正向情緒特質、積極回應策略與

負向情緒激發可以解釋人際關係變異量的 65%。  

表41  修正模式一變項間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與顯著性考驗  

 依變項 (內衍潛在變項 ) 
 負向情緒激發  積極回應策略  人際關係  

自變項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非理性信念        
    直接效果  .15 1.59 -.04 -.42 －  －  
    間接效果 －  －  .03 1.25 .05 .95 
    整體效果  .15 1.59 -.01 -.10 .05 .95 
正向情緒特質        
    直接效果  -.23 -2.32* .39 3.71*** .62 6.03*** 
    間接效果  －  －  -.05 -1.45 .04 .58 
    整體效果  -.23 -2.32* .34 3.37*** .66 6.68*** 
負向情緒激發        
    直接效果    .20 1.89 .33 3.67*** 
    間接效果    －  －  .07 1.78 
    整體效果    .20 1.89 .40 4.17*** 
積極回應策略        
    直接效果      .33 3.69*** 
    間接效果      －  －  
    整體效果      .33 3.69*** 

註： t-value＞1.96時，*p＜ .05； t-value＞2.58時，**p＜ .01； t-value＞3.29

時，***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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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假設模式二之參數估計與修正  

    假設模式二之重要參數估計與標準化估計值參見表42與圖20，而模式

適合度考驗結果參見表44。其中，假設模式二並未有不合理的估計參數值

出現，即所有的標準化估計參數皆在1以下，且沒有負的誤差變異，除了憤

怒感 (x11)與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小於 .45之外，其餘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

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45。  

 

表 42  假設模式二之參數估計、完全標準化參數估計及顯著性考驗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0.82 --- --- δ1 0.13 0.33 0.02 7.09 
λx21 0.94 0.78 0.08 11.65 δ2 0.15 0.40 0.02 7.77 
λx31 1.01 0.82 0.08 12.35 δ3 0.13 0.33 0.02 7.03 
λx41 0.93 0.75 0.08 11.18 δ4 0.18 0.44 0.02 8.12 
λx93 1.00 0.79 --- --- δ9 0.11 0.37 0.02 6.72 
λx10.3 0.82 0.67 0.09 9.28 δ10 0.15 0.55 0.02 8.53 
λx11.3 0.40 0.35 0.09 4.65 δ11 0.21 0.88 0.02 9.74 
λx12.3 0.92 0.86 0.08 11.27 δ12 0.06 0.26 0.01 4.95 
λy11 1.00 0.71 --- --- ε1 0.24 0.49 0.04 5.76 
λy21 0.73 0.70 0.11 6.44 ε2 0.14 0.51 0.02 5.99 
λy31 0.77 0.58 0.13 6.06 ε3 0.29 0.67 0.04 8.05 
λy42 0.33 0.81 --- --- ε4 0.06 0.34 --- --- 
λy52 1.00 0.68 --- --- ε5 0.07 0.54 0.01 8.56 
λy62 1.21 0.72 0.14 8.90 ε6 0.08 0.49 0.01 8.21 
λy73 0.82 0.45 0.14 5.83 ε7 0.15 0.80 0.02 9.60 
λy83 1.31 0.58 0.18 7.35 ε8 0.20 0.67 0.02 9.21 
λy93 1.45 0.90 0.14 10.07 ε9 0.03 0.19 0.01 3.81 
γ11 -0.05 -0.05 0.11 -0.44 ζ1 0.21 0.83 0.05 4.37 
γ21 -0.05 -0.03 0.22 -0.23 ζ2 0.90 0.90 0.15 6.22 
γ13 0.50 0.43 0.14 3.67 ζ3 0.04 0.75 0.01 4.81 
γ23 -0.62 -0.27 0.30 -2.04 ψ 11 0.26 1.00 0.04 6.65 
β21 0.57 0.28 0.24 2.39 ψ 13 0.12 0.55 0.02 5.51 
β32 0.12 0.51 0.02 5.08 ψ 33 0.19 1.00 0.03 6.19 
β31 -0.03 -0.06 0.04 -0.74      

註：未列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參照指標或已事先決定誤差變異的單指標變

項，故無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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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216.46  df＝112  p＝ .000  RMSEA＝ .068 

註：* p<.05  +表示參照指標，故不考慮顯著性問題  

 

圖20  假設模式二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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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8 .58* .45* .90*

負向情 
緒激發 

y1 y2 y3 

.51* .49* .67* 

.70* .58*+.71 

積極回
應策略

y4

.34*

.81*

-.05 -.03 .43*
-.27*

.28* 
.51*

-.06

.83* 

.9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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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假設模式二之卡方考驗達顯著水準 (WLS χ2＝216.46，df＝112，

p<.001)，但卡方自由度比檢定卻達到小於 2 的理想適配標準，其卡方自由

度比為 1.93。再者，假設模式二之 RMSEA＝ .063，RMR=.019、SRMR=.071，

皆達到小於 .08 的理想適配標準。然而，假設模式二之 GFI=.89、AGFI=.85、

NFI=.89 均未通過 .90 之理想適配門檻，顯示假設模式二有必要進行些微的

修正。   

在考量模式完整性與不背離理論的前提下，研究者根據 MI 指標的建

議來修改假設模式二。在假設模式二中，MI 指標建議可增加觀察變項殘差

間關係的估算，當研究者逐一開放「自我設限 (x2)－憤怒感 (x11)」、「醫師與

護士互動(y3)－有效溝通 (y7)」這兩條殘差間的相關估算後，假設模式二之整

體適配指標已達到理想適配標準。茲將假設模式二的修正結果命名為修正

模式二，以下分述修正模式二的評估、修正模式二變項間的效果。  

陸、修正模式二之評估  

一、基本適配度檢定  

    修正模式二之參數估計值與標準化估計值參見表43與圖21，而模式適

合度考驗結果參見表44。研究者發現，修正模式二的結構係數方向與文獻

結果一致，所有的標準化估計參數皆在1以下，亦無負的誤差變異。雖然憤

怒感 (x11)與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仍小於 .45，但卻達 .001顯著水準 (t = 

4.84)。依據Pedhazur(1982)提出的理論縮減法 (theory trimming)，當假設性

結構方程模式中的路徑係數未達顯著水準時，可予以刪除。因此，研究者

在參酌其顯著性後，決定保留憤怒感 (x11)此一觀察變項。整體而言，修正

模式二之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在 .36~.90之間，均達 .05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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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修正模式二之參數估計、完全標準化參數估計及顯著性考驗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參數 估計值 標準化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λx11 1.00 0.82 --- --- δ1 0.13 0.32 0.02 7.04 
λx21 0.96 0.79 0.08 12.07 δ2 0.15 0.38 0.02 7.67 
λx31 1.00 0.82 0.08 12.52 δ3 0.13 0.33 0.02 7.13 
λx41 0.93 0.75 0.08 11.27 δ4 0.18 0.44 0.02 8.20 
λx93 1.00 0.80 --- --- δ9 0.11 0.36 0.02 6.61 
λx10.3 0.81 0.67 0.09 9.31 δ10 0.15 0.55 0.02 8.53 
λx11.3 0.41 0.36 0.08 4.84 δ11 0.21 0.87 0.02 9.73 
λx12.3 0.91 0.86 0.08 11.32 δ12 0.06 0.27 0.01 5.04 
λy11 1.00 0.70 --- --- ε1 0.25 0.51 0.04 5.97 
λy21 0.75 0.71 0.12 6.39 ε2 0.14 0.50 0.02 5.90 
λy31 0.76 0.56 0.13 6.01 ε3 0.29 0.68 0.04 8.15 
λy42 0.33 0.81 --- --- ε4 0.06 0.34 --- --- 
λy52 1.00 0.68 --- --- ε5 0.07 0.54 0.01 8.57 
λy62 1.22 0.72 0.14 8.92 ε6 0.08 0.48 0.01 8.18 
λy73 0.82 0.45 0.14 5.94 ε7 0.15 0.80 0.02 9.60 
λy83 1.31 0.58 0.18 7.35 ε8 0.20 0.66 0.02 9.20 
λy93 1.45 0.90 0.14 10.06 ε9 0.03 0.20 0.01 3.89 
γ11 -0.05 -0.06 0.10 -0.53 ζ1 0.20 0.82 0.05 4.28 
γ21 -0.05 -0.03 0.22 -0.24 ζ2 0.91 0.91 0.15 6.22 
γ13 0.51 0.45 0.13 3.85 ζ3 0.04 0.75 0.01 4.80 
γ23 -0.63 -0.27 0.30 -2.08 ψ 11 0.27 1.00 0.04 6.74 
β21 0.58 0.28 0.25 2.35 ψ 13 0.12 0.54 0.02 5.47 
β32 0.12 0.51 0.02 5.07 ψ 33 0.19 1.00 0.03 6.24 
β31 -0.03 -0.06 0.04 -0.73 θδ2δ11 0.04 0.14 0.01 2.92 

     θε3ε7 0.05 0.18 0.02 3.01 

註：未列出標準誤及 t 值者為參照指標或已事先決定誤差變異的單指標變

項，故無須估計。       

 

 

 

 

 



 120

 

 

 

 

 

 

 

 

 

 

 

 

 

 

 

χ2＝196.07  df＝110  p＝ .000   RMSEA＝ .063 

註：* p<.05  +表示參照指標，故不考慮顯著性問題  

 

圖21  修正模式二之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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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適配度檢定  

    修正模式二之卡方考驗結果顯示：WLS χ2＝196.07、df＝110、p<.001，

雖然χ2值達顯著水準，但卡方自由度比為WLS χ²/df =196.07/110=1.78，小

於2，達到理想適配標準。而從假設模式二到修正模式二的卡方改變量為

20.39(df=2)，大於查表之χ2=9.21，p<.01，顯示修正模式二所增加的參數估

計具有統計意義。  

    若 參 酌 其 它 適 配 度 指 標 ， 發 現 RMSEA ＝ .063 、 RMR=.018 ，

SRMR=.070，皆小於 .08，顯示修正模式二的契合度佳。而 GFI=.90、

AGFI=.86、NFI=.90、NNFI=.94、CFI=.95、 IFI=.95、RFI=.88，大部分指

標已達到 .90的理想適配標準。再者，就精簡適配度指標而言，修正模式二

之PGFI=.64，PNFI=.73，皆大於 .50，顯示修正模式二為精簡的模式。  

    最後，就模式AIC指數或ECVI指數而言，修正模式二之AIC=282.07，

小於飽和模式AIC的306，亦小於獨立模式AIC的199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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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顯示修正模式二是個精簡的模式。而在修正模式二之ECVI 

=1.42，小於飽和模式ECVI=1.54與獨立模式ECVI=10.01，顯示修正模式二

的交叉效度良好，修正模式二的結果亦是合理的。  

    綜言之，修正模式二在整體適配度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標，

亦即本研究的修正模式二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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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假設模式二與修正模式二之整體適配度考驗比較   

適配指標  假設模式二  修正模式二  
整體適配度指標    

WLS χ² 216.46(p<.000)，不適配  196.07(p<.000)，不適配  
WLS χ²/df       1.93，適配        1.78，適配  
GFI         .89，不適配         .90，適配  
AGFI         .85，不適配         .86，不適配  
RMSEA         .068，適配         .063，適配  
RMR         .019，適配         .018，適配  
SRMR         .071，適配         .070，適配  

比較適配度指標    
NFI    .89，不適配  .90，適配  
NNFI  .93，適配  .94，適配  
CFI  .94，適配  .95，適配  
IFI  .94，適配  .95，適配  
RFI    .87，不適配         .88，不適配  

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65，適配  .64，適配  
PNFI   .73，適配  .73，適配  

Model AIC 298.46，適配  282.07，適配  
  飽和模式AIC 306 306 
  獨立模式AIC 1991.66 1991.66 
Model ECVI 1.50，適配  1.42，適配  
  飽和模式ECVI 1.54 1.54 
  獨立模式ECVI 10.01 10.01 

三、內在結構適配度檢定  

    表45為修正模式二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目信度，以及潛在變項的組合

信度，其中焦慮感 (x10)、憤怒感 (x11)、護士與病患互動 (y1)、醫師與護士互

動 (y3)、善體人意 (y5)、有效溝通 (y7)、熱心真誠 (y8)等7個觀察變項的個別項

目信度小於 .50，顯示這些觀察變項的信度較差，測量誤差較大。然而，所

有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皆達 .60的標準。整體而言，修正模式二的內在品質

不錯。   



 123

表 45  修正模式二之觀察變項個別項目信度與潛在變項組合信度  

變         項  個別項目信度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  
非理性信念 (ξ1)  .87 

自我貶低 (x1) .68  
自我設限 (x2) .62  
以偏概全 (x3) .67  
逃避問題 (x4) .56  

負向情緒特質 (ξ3)  .78 
自卑感 (x9)  .64  
焦慮感 (x10)  .45  
憤怒感 (x11)  .13  
無助感 (x12) .73  

負向情緒激發(η1)  .70 
護士與病患互動 (y1) .49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 (y2)  .50  
醫師與護士互動 (y3) .32  

積極回應策略 (η2)  .66 
積極回應策略 (y4) .66  

人際關係  (η3)  .81 
善體人意 (y5)  .46  
積極傾聽 (y6)  .52  
有效溝通 (y7)  .20  
熱心真誠 (y8)  .34  
主動關懷 (y9) .80  

柒、修正模式二變項間之效果及解釋力  

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由表43與圖21可看出負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直接效果為 .45 

(γ13)，負向情緒特質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直接效果為 -.27(γ23)；而負向情緒激

發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直接效果為 .28(β21)，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的直接

效果為 .51(β32)，這四者皆達顯著水準 (p<.05)。換言之，負向情緒特質對負

向情緒激發具有直接效果，且負向情緒特質亦會對積極回應策略產生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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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效果。而負向情緒激發會對積極回應策略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積

極回應策略亦會對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值得注意的是，非理性

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且負向情緒激

發對人際關係的直接效果亦未達顯著。換言之，在修正模式二中，非理性

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預測力微弱，而負向情緒激發對人

際關係的預測力微弱。   

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由圖21可知，負向情緒特質會透過負向情緒激發而間接影響積極回應

策略，其間接效果為 .13(γ13×β21 = .45×.28 = .126，p <.05)；此外，負向情緒

特質會透過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這兩者進而間接影響人際關係，

其間接效果為 .06(γ13×β21×β32 = .45×.28×.51 = .0643)，且負向情緒特質尚會

透過積極回應策略而間接影響人際關係，其間接效果為 -.14(γ23 × β32= 

-.27×.51 = -.1377)。再者，負向情緒激發會透過積極回應策略而間接影響

人際關係，其間接效果為 .14(β21×β32 = .28×.51 = .1428，p <.05)。值得注意

的是，非理性信念並無法透過負向情緒激發或積極回應策略而對人際關係

產生間接效果。  

三、變項間的總效果  

    表46為修正模式二之潛在變項間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以

及顯著性考驗。其中，負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總效果值達顯著水

準，總效果量與顯著性考驗分別為 .45(t = 3.85，p <.001)。而負向情緒激發

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總效果值亦達顯著水準，總效果量與顯著性考驗為 .28(t 

= 2.35，p <.01)。此外，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的總效果亦達顯著水準，

總效果量為 .51(t = 5.07，p <.001)。然而，非理性信念對三個依變項的總效

果均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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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項間的解釋力  

在潛在依變項的解釋力上，由圖 21 可知，負向情緒激發的殘差變異量

(ζ1)為 .82，表示非理性信念及負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解釋力共

為 .18，即非理性信念及負向情緒特質可以解釋負向情緒激發變異量的

18%。而積極回應策略的殘差變異量 (ζ2)為 .91，表示非理性信念、負向情

緒特質及負向情緒激發對積極回應策略的解釋力僅有 .9，即非理性信念、

負向情緒特質及負向情緒激發可以解釋積極回應策略變異量的 9%。而人

際關係的殘差變異量 (ζ3)為 .75，表示積極回應策略與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

關係的解釋力共為 .25，即積極回應策略與負向情緒激發可以解釋人際關係

變異量的 25%。  

表 46  修正模式二變項間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與顯著性考驗  

 依變項 (內衍潛在變項 ) 
 負向情緒激發  積極回應策略  人際關係  

自變項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標準化  
效果  t-value 

非理性信念        
    直接效果  -.06 -.53 -.03 -.24 －  －  
    間接效果 －  －  -.02 -.52 -.02 -.32 
    整體效果  -.06 -.53 -.04 -.38 -.02 -.32 
負向情緒特質        
    直接效果  .45 3.85*** -.27 -2.08* －  －  
    間接效果  －  －  .13 2.03* -.10 -1.45 
    整體效果  .45 3.85*** -.14 -1.23 -.10 -1.45 
負向情緒激發        
    直接效果    .28 2.35** -.06 -.73 
    間接效果    －  －  .14 2.13* 
    整體效果    .28 2.35** .08 .86 
積極回應策略        
    直接效果      .51 5.07*** 
    間接效果      －  －  
    整體效果      .51 5.07*** 

註： t-value＞1.96時，*p＜ .05； t-value＞2.58時，**p＜ .01； t-value＞3.29

時，***p＜ .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