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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討論，第二節為結論，第三節為建議。首先

針對第四章之分析結果，並結合本研究假設進行討論。其次，根據研究結

果及相關討論，歸納本研究之重要結論。最後，依據結論及本研究限制，

提出相關建議，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討論  

本研究共提出十二項假設，其中假設一、假設二、假設四、假設五、

假設六、假設八、假設九、假設十一、假設十二等九項假設獲得支持。雖

然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各主要研究變項上的現況，及其人口變項在主要研

究變項上的差異未被納入研究假設，但為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情緒管理

相關因素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亦陳述其統計考驗結果，並與國內外研究

結果相比對。以下分五個面向進行討論，一、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初步資

料分析；二、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三向度之關係；三、非理

性信念、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三向度之關係；四、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二

向度之關係；五、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結構方

程模式驗證。   

壹、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初步資料分析 

    在人口變項的次數與百分比分佈方面，本研究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

基本資料性質為：女性 (100%)、年齡在 26 至 30 歲 (59.5%)、工作性質為輪

班 (92%)、大學或專科畢業 (分別佔 53.5%與 41%)、護理年資在 6 至 10 年

(50.5%)、沒修過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相關課程 (分別佔 68%與 62%)。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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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與江雪萍 (2004)研究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人格特質與自我壓力感

受相關時所選取的研究對象性質相近 (26 至 30 歲佔 49.9%、專科畢業佔

46.9%、屬於輪班工作性質佔 90.4%、沒有修過壓力調適或情緒管理的相關

課程佔 65.6%)，顯示本研究之取樣結果具有代表性。  

    再者，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主要研究變項之現況方面，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所具有之非理性信念以自我貶低與逃避問題的表現最為強烈。但大多

數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皆具有強烈之正向情緒特質，相對地，具有較弱之負

向情緒特質，僅有焦慮感略高於整體平均數。然而，在三種醫療互動情境

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被激發出的負向情緒強度偏向中度，但在資深與新

進護士互動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會被激發出較為強烈的負向情緒，

卻能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反觀在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中，加護

病房護理人員卻較不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此外，加護病房

護理人員在醫療情境中之人際互動表現大致良好。  

    在年齡與主要變項的差異方面，不同年齡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非理

性信念與情緒特質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此外，不同年齡之加護病房護理人

員在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方面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蘇雅慧 (2004)指出

不同年齡之護理人員在管理情緒與經營人際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之研

究結果相呼應。由此可見，年齡亦非造成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情緒管理與

人際關係兩方面產生差異的主要因素。  

    在教育程度與主要變項的差異方面，本研究發現不同教育程度之加護

病房護理人員在非理性信念、負向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上並無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蘇雅慧 (2004)指出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或專科以下者

在管理情緒與經營人際關係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之研究結果有雷同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在五專 (含護校 )、二專與大學之加護

病房護理人員較研究所以上者，似乎具有較強烈之希望感的正向情緒特

質。由於過去研究探討臨床護理人員之正向情緒特質與教育程度的關聯文

獻誠屬匱乏，因此無法從過去文獻推論造成此差異的因素，加上在本研究

所蒐集到的資料中，教育程度在研究所 (含以上 )者人數偏低，是否因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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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不均等而導致差異，則有待後續研究蒐集更完整的資料加以釐清。  

    在護理年資與主要變項的差異方面，不同護理年資之加護病房護理人

員在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方面皆無顯著差異。但具有11年以

上之護理年資者卻比護理年資僅1至5年者，其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中較能主

動關懷他人，此現象與蘇雅慧 (2004)指出護理年資在9年以上者較護理年資

僅3至6年者更善於經營人際關係的研究結果雷同，顯然護理年資愈高者，

其在醫療互動中的人際關係愈良好。而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從附錄A的訪

談分析中看出端倪，因為在醫療情境中，護理年資愈高者，其護理技術較

為純熟，亦能有自信且婉轉地處理工作環境中的人、事、物，因此在工作

團隊中能與夥伴、病患或家屬建立較為和諧的人際關係。例如: 

    「護士要能夠察覺病患的非語言訊息或肢體語言，比如說，有些病患嘴巴上

說不會害怕，但是他心裡其實怕得要死，所以那時候你絕對不能單憑語言上的訊

息去看待 他們，很 多時候多 觀察、多 注意他們 的細微動 作也是很 重要的。 」 (參

見附錄A，表A4強迫性信念之A1受訪者，175頁 ) 

    「我都跟新進的護士或學妹講，如果病人或家屬問你關於病情的事，你就婉

轉地跟他說：『好，您不用擔心，我等會立刻幫您去問醫師。』然後，找機會再

跟醫師說明一下。」 (參見附錄A，表A3積極回應之A4受訪者，174頁 ) 

    「我覺得護士自己還是要有解決問題的能力，可以自己先確認病人的情況，

然 後 再 婉 轉 的 告 知 醫 生 ， 請 他 來 處 理 ， 而 且 很 多 時 候 護 士 給 醫 生 的 訊 息 都 很 模

糊 ， 應 該 要 自 己 先 確 認 好 情 況 ， 蒐 集 更 多 病 人 的 資 料 。 」 (參 見 附 錄A， 表A3積

極回應之A6受訪者，175頁 ) 

    在修課經驗與主要變項的差異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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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上並無顯

著差異。但特別的是，修過情緒管理課程者卻比未修過者具有較強之正向

情緒特質。再者，有無修過壓力管理課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非理性信念、

情緒管理、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異，但修過壓力管理課程者卻比未修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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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者亦比修過者具有較強之自卑感。此發現亦延伸出兩個值得思考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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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議題，亦即是否情緒或壓力管理課程提升了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正向

情緒特質？抑或有興趣修習這些課程者，本身就具有較強烈的正向情緒特

質？有關情緒特質與修課經驗兩者間的關係仍待更多研究結果加以釐清，

以獲得更明確的推斷。  

    此外，國內過去探討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課程的研究，均限於探討課

程與壓力因應的關係，但情緒管理實乃涉及個人之情緒覺察、調整與策略

運用，其中情緒調整與壓力因應在概念上則有許多重疊之處，二者均在於

減少因壓力引起的負向情緒，但前者強調的是個人的主觀情緒狀態，而後

者則聚焦於外在的客觀事件。因此，有關壓力因應與修課經驗的實證分析，

應可做為相關佐證。本研究發現有無修過情緒或壓力管理課程者在情緒管

理上並無差異存在，此結果與胡瑞桃 (2000)指出護理人員有無進修過壓力

處理或情緒調適相關課程，在壓力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上並無差異的研究

結果相呼應，卻與Cronin-Stubbs與Rooks(1985)、Gribbins(1982)等人的研究

結果不一致。Cronin-Stubbs與Rooks、Gribbins等人指出曾修過壓力處理相

關課程的人員比未曾修過課程的人員在面對壓力情境時，運用正向因應策

略的頻率更高。上述現象似乎顯示國內的臨床護理人員未能透過情緒管理

或壓力管理的課程將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展現於實務工作之中。然而，中

西方的研究者在課程設計與實務工作的詮釋定義是否有所不同，因而造成

跨文化的顯著差異，此亦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究。 

貳、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 

一、非理性信念與情緒管理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的確有顯著差異存在 (Wilks’ Λ = .93, p = .02)，其中，

非理性信念高分組分別在「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資深與新進護士互

動情境」與「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較中分組與低分組更易激發出負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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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上述結果使假設一獲得支持。  

    然而，就修正模式一與修正模式二的結果來看，在修正模式一中，非

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直接效果為 .15(γ11)，卻得到不顯著的結果。在

修正模式二中，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直接效果為-.06(γ11)，不僅

不顯著，且影響方向與修正模式一的結果相反。為了釐清此種差異情形，

研究者提出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之間會與某個外在變項產生交互作

用，進而導致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間的相關係數隨路徑關係的有無

或增減而產生劇烈改變的假說。這種情形難以細部去理解，研究者認為這

可能是整個模式的參數估計在彼此協調之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為證明這個現象，研究者分別比較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僅有非理

性信念指向負向情緒激發的路徑；第二種情形為當外在變項正向情緒特質

與非理性信念產生交互作用後，共同指向負向情緒激發的路徑；第三種情

形為外在變項負向情緒特質與非理性信念產生交互作用後，共同指向負向

情緒激發的路徑。結果在三種情形下，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之間的

結構係數，以及整體適配度檢定如表47與圖22所示。 

    從圖22與表47中，可以看出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的結構係數在

這三種情形下的變化相當劇烈。當非理性信念未與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產

生交互作用時，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此結果

與前述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一致，即非理性信念愈強者，其負向

情緒激發愈強烈。但在第二種情形中，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之結

構係數為-.24， t (41) = -2.35，達 .05顯著水準，亦即當正向情緒特質與非

理性信念交互影響後，致使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的效果被削弱。然

而，在第三種情形當中，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特質之間的標準化估計值

ψ 13= .55，負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發之結構係數為 .42，t (41) = 3.56，

達 .001的顯著水準。可見在非理性信念、負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發這

三者間，因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特質之間的相關較高，而負向情緒特質

較非理性信念更能有效地影響負向情緒激發，因此，使得非理性信念對負

向情緒激發的效果值不但被削弱了，甚至在參數估計的過程中，為彼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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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因而導致路徑方向逆轉。  

表 47  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之結構係數與模式適配度比較  

模  式 
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

緒激發之結構係數
WLS χ² p-value df RMSEA GFI NFI

第一種情形 γ11=.19(t=2.12) χ2＝10.32  .668 13 .000 .99 .98
第二種情形 γ11=.11(t=1.13) χ2＝64.84  .010 41 .054 .94 .94
第三種情形 γ11=-.04(t=-.38) χ2＝69.51  .004 41 .059 .94 .94

 

 

 

 

 

 
 

＊p＜ .05，＊＊＊p＜ .001 

圖22  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之結構係數比較  

    綜上所述，可以確認的是單純考量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的關係

時，可看出非理性信念愈高者，其負向情緒激發愈強。但當非理性信念與

重要外在變項如正向情緒特質或負向情緒特質交互作用之後，此時，非理

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的效果就會被削弱，甚至會因參數估計之需求致使

影響方向轉變。根據Ellis(1994)所提之情緒認知理論，非理性信念較理性

信念會促使個體產生極為強烈的負向情緒反應，如沮喪、焦慮、憤怒等，

方紫薇 (1993)指出當個人之非理性信念愈強時，愈容易激發出氣憤的負向

情緒。顏宏旭 (2000)提出已婚婦女的非理性信念愈強，愈容易產生焦慮與

憂鬱的傾向。而盧怡任 (2004)亦發現了非理性信念愈強之國中生，愈容易

激發其焦慮或憂鬱等負向情緒，兩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觀之本研究結

果，雖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為對象，但與上述研究者的論點大致相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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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也反應了非理性信念與負向情緒激發之關係並非情境特定，似乎

具有跨領域或跨群體的普遍性。   

    然而，不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在不同的醫療互動情

境中所採取的積極情緒管理策略是否有所差別？就單因子MANOVA整體

考驗而言，不同非理性信念者在積極回應策略的確有顯著差異存在 (Wilks’ 

Λ = .93, p = .02)，假設二獲得支持。而在單變量變異數考驗之事後比較顯

示：非理性信念中分組與低分組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中較高分

組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的策略。  

    若以修正模式一與修正模式二的結果來看，非理性信念對積極回應策

略的結構係數分別為 -.04與 -.03，皆未達 .05顯著水準，亦即非理性信念對

積極回應策略的直接效果相當微弱。若分別在修正模式一與修正模式二中

排除其他外在變項的介入影響，單獨考驗非理性信念與積極回應策略兩者

之路徑效果，則發現模式整體適配度雖然良好(WLS χ² = 2.35, df = 5, 

p-value = .799, RMSEA = .000)，非理性信念與積極回應策略之結構係數亦

提高到-.14，t (5) = -1.47，但路徑之間的效果仍未達 .05顯著水準，換言之，

非理性信念對積極回應策略的負向直接效果仍然不高。 

    整體而言，透過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可

以看出變項間的影響方向相似，亦即非理性信念較弱者，較傾向使用積極

回應的策略，然而，這兩者間的直接效果並不如預期的強烈。研究者認為

很有可能是在非理性信念與積極回應策略間存有某些外在變項，其會中介

調節或轉化非理性信念對積極回應策略的效果值，致使非理性信念的直接

效果降低。這項推論可從Hochschild(1983)提出的情緒勞務觀點與本研究訪

談資料獲得支持。就Hochschild(1983)的看法，組織會為了有效達成目標，

要求員工在公開場合控制自己的情緒，並在組織內部人員與外部顧客面前

展現適切且合乎規範的情緒狀態。就醫療體系而言，江雪萍 (2004)曾指出

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面對壓力與情緒困擾時，通常會試著進行情緒調適，

以合乎組織的要求。而在訪談資料中亦發現醫療組織中，組織亦會要求護

理人員轉化自己的想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盡量去避免衝突。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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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衝突的當下，醫院的主管還是會先跟病人或家屬道歉，然後事後再告訴

你要如何避免，而且換個角度想，你是醫院的護士，就是代表醫院，跟病人的衝

突鬧大了，醫院的名聲也會不好，所以現在遇到衝突，我都會盡量讓自己先離開

那個衝突情境，先冷靜一下。」(參見附錄A，表A3消極回應之A5受訪者，174頁)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或許具有某種程度之非理性

信念，但當受到組織要求與規範後，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通常會傾向採用積

極回應策略，故造成非理性信念對積極回應策略不具顯著的負向效果。由

於本研究結果僅以加護病房科別為主，此結果是否亦適用於其他科別之臨

床護理人員或其他組織領域者，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驗證，以確認非理性信

念與情緒管理間的關係及其直接效果。  

二、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 

在正向情緒特質方面，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正向

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情緒激發並無顯著差異 (Wilks’ Λ 

= .97, p = .33)，假設三未獲得支持。若從修正模式一來看，正向情緒特質

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結構係數為 -.23，卻達 .05顯著水準，亦即正向情緒特質

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負向的直接效果，正向情緒特質愈強者，在醫療情境

中，愈不容易被激發出負向的情緒。 

上述差異難免令人質疑，因此，為了詮釋這兩種統計方法造成的差異

衝突，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從統計觀點檢視分析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

發之間的關係。自統計觀點來看，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已將正向情緒

特質從連續變項轉換成間斷變項，再同時考驗正向情緒特質低、中、高分

組在負向情緒激發各情境的平均數向量是否存在差異。就本研究分析結果

來看，低、中、高分組的平均數差異量不夠大，故未達顯著水準，若對照

圖23卻可看出，不管在哪一個情境之中，正向情緒特質愈高者，其在負向

情緒激發分量表的得分愈低，此結果雖與修正模式的結果頗為一致，但卻

無法說明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解釋效果或影響路徑。 

    因此，研究者進一步以典型相關分析驗證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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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解釋效果。自表48可看出，正向情緒特質可抽出一組典型因素χ1，負

向情緒激發亦可抽出一組典型因素η1，χ1與η1的相關為 .29(p <.05)。就解釋

量而言，χ1能解釋η1的9%，正向情緒特質透過抽出的典型因素 (χ1與η1)可以

解釋負向情緒激發總變異量的4.67%。若從結構係數來看，與典型因素χ1

相關較高者為愉悅感、希望感、自主性，其結構係數均在 .50以上，且為負

值；而在負向情緒激發此Y變項中，三個互動情境與典型因素η1之相關均

達 .50以上，因此就典型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愉悅感、希望感、自主性愈

低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在醫療情境中，愈容易被激發出負向的情緒，

典型相關分析結果亦支持修正模式一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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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向情緒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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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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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情緒特質組別

 

圖23  不同正向情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分量表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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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正向情緒特質與負向情緒激發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變項 典型變項 X變項  
(正向情緒特質 ) χ1 

Y變項  
(負向情緒激發 ) η1 

愉悅感  -.69 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 .61 
關懷感  -.20 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 .62 
希望感  -.72 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 .95 
自主性  -.87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44.44% 抽出變異量百分比 55.16% 
重            疊 3.76% 重            疊 4.67% 
ρ2 .09   

典型相關 .29   

p值  .01   

    綜合上述，雖然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未能支持不同正向情

緒特質者在負向情緒激發的表現有所差異，但透過修正模式一與典型相關

分析卻可看出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影響路徑與解釋效果，亦即

在醫療情境中，一位具有強烈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似乎較

不容易被激發負向的情緒。  

再者，不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積極回應策略有顯著

差異 (Wilks’ Λ = .88, p = .000)，其中，正向情緒特質高分組與中分組在「護

士與病患互動情境」中，較低分組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的策略。此外，正

向情緒特質高分組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亦較低分組更能使用

積極回應的策略，假設四獲得支持。若從修正模式一來看，亦可獲致相同

的結果，其中，正向情緒特質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結構係數為 .39，達 .001顯

著水準。換言之，正向情緒特質愈強者，愈傾向應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

策略，而正向情緒特質亦對積極回應策略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就正向情緒特質的定義而言，多數的研究者皆認為 (Judge et al., 1999; 

Perrewé & Spector, 2002; Watson et al., 1988)一位具有強烈正向情緒特質的

人，經常能體驗到正向情緒，也會對週遭一切充滿興趣、熱情的、有自信

的、合群的、興奮的。而這樣的特質究竟透過何種方式進而影響個人情緒

管理策略的應用，研究者認為從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的角度與

本研究訪談資料可以獲得詮釋。正向心理學研究者Fredrickson(2001)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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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歡愉、興趣、滿足、自信及愛等正向情緒，能擴大人類短暫思考與行動

的 技 能 ， 有 助 於 建 立 長 期 的 資 源 。 若 進 一 步 對 照 Fredrickson 與

Levenson(1998)所提出的「消除理論」，正向情緒不僅可以消除原有的負

向情緒，使人們消除特定行動的準備，根據 Fredrickson(2001)與 Stein、

Folkman、Trabasso與Richards(1997)等人的實證研究，正向情緒更可以激起

人們在挫折中的堅毅性。而在訪談資料中，亦可以看出具有強烈正向情緒

特質的護理人員在面對各種醫療互動挫折時，比他人更具有堅毅性，且其

自身的正向情緒會調節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並透過各種管道尋求資源，與

他人協調溝通。例如 : 

   「如果護士的特質是樂觀開朗的，通常家屬也會比較信任護士。我自己也是

屬於 這 樣 的人 (參見 附錄A， 表 A5正 向情 緒之A2受 訪者 ，178頁 )。 …… 但我 就 開

始反省自己與他的互動缺失，我想可能是我說話的方式讓他很挫折，之後我每次

跟他說話時，我都會順便用寫的給他看，也會說的大聲一點，慢慢的，他對我的

態度就比較好了。」 (參見附錄A，表A3積極回應之A2受訪者，174頁 ) 

    在負向情緒特質方面，不同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負向

情緒激發有顯著差異存在 (Wilks’ Λ = .88, p = .001)。其中，負向情緒特質

高分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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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較低分組更易激發負向的情緒。且負向情緒特質

中分組在「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亦較低分組更易激發出負向的情緒，

假設五獲得支持。若從修正模式二來看，亦可獲致相似的結果，其中，負

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的結構係數為 .45，達 .001顯著水準。換言之，

負向情緒特質愈強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護士與病患互動」、「資深

與新進護士互動」及「醫師與護士互動」等情境中，愈容易被激發出負向

的情緒，而負向情緒特質亦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此外，在負向情緒特質與積極回應策略方面，負向情緒特質愈低者，

在「護士與病患互動情境」中較常應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假設六

獲得支持。進一步檢視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獲得相似的發現。

在修正模式二中，負向情緒特質對積極回應策略的結構係數為 -.27，達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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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換言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所具有之負向情緒特質的強弱，對

積極回應策略的應用具有負向的直接效果。  

    自Humpel、Caputi與Martin (2001)的研究成果來看，護理人員之情緒

特質會與其經驗到之情緒與壓力知覺緊密相關，導致對壓力情境產生不真

實或偏誤的判斷，進而影響工作情境的心情狀態。在本研究結果中，的確

看到了在不同的醫療互動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負向情緒特質愈

強 ， 愈 容 易 激 發 自 身 的 負 向 情 緒 。 而 此 現 象 也 與 Judge 、 Erez 與

Thoresen(2000)、Larsen與Ketelaar(1989, 1991)等人的看法一致。當個體具

有高度負向情緒特質時，不僅容易顯現出高度的苦惱、憂愁、焦慮、不滿

意，也愈傾向聚焦於事物的負向層面，使自己或他人陷入不愉快的層面，

即使壓力情境已消失，個體仍會知覺到更多壓力、負擔與緊張。  

參、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一、非理性信念與人際關係 

    本研究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非理性信念之加護病

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Wilks’ Λ = .97, p = .85)，假設七

未獲得支持。若從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來看，研究者在修正模式一與修

正模式二中皆假設非理性信念並不會直接影響人際關係，其乃透過負向情

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進而影響人際關係。而在修正模式一與二

中，透過中介效果所計算出的間接效果皆未達 .05顯著水準，其效果值相當

微弱。為了區辨非理性信念與人際關係之間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是否存

在差異，研究者嘗試去除所有外在變項的交互影響後，單獨計算非理性信

念指向人際關係的路徑，結果發現模式整體適配度雖然良好 (WLS χ² = 

41.44, df = 26, p-value = .028, RMSEA = .055, GFI = .96, NFI = .95)，但非理

性信念與人際關係之結構係數僅有-.01， t (26) = -.15路徑之間的效果亦未

達 .05顯著水準。換言之，透過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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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不同非理性信念者在人際關係的表現並無差異，且非理性信念

對人際關係幾乎不具任何效果。 

    然而，上述結果卻與國內許多研究者指出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極具

影響效果與預測力的結果並不一致 (許仁榮，1991；黃璧如，2005)。研究

者推論造成此差異最有可能的原因為各研究者所抽取之研究參與者不同，

且使用的非理性信念與人際關係的測量工具內涵與複雜度亦不盡相同。例

如，在非理性信念量表方面，本研究依據理論與訪談編製了以醫療情境為

主的非理性信念量表，此量表適用於臨床護理人員，且內涵具有情境特定

性。然而，許仁榮 (1991)與黃璧如 (2005)分別引用吳松林 (1989)所編製的非

理性量表以測量高中或高職青少年是否抱持Ellis的十個非理性觀念類型，

該量表適用於一般青少年與成人，且無領域特定性。  

    而在人際關係量表方面，本研究自編的人際關係量表乃以醫療情境的

人際互動為主，但許仁榮 (1991)與黃璧如 (2005)所關注的焦點分別為青少年

間的同儕互動與親子互動等單向度的關係。相較之下，本研究所測量的人

際關係包含醫護、護理人員同儕、護理人員與病患家屬之間等多個向度，

就人際互動複雜度而言，關係似乎更為複雜。綜言之，有關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之非理性信念與人際關係的測量分析，雖然本研究顯示因護理領域的

組織特殊性而導致與其他研究結果相異，但因本研究僅採用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作為分析對象，後續研究應可進一步探討不同科別之護理人員，其所

抱持之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是否具有影響效果。 

二、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在正向情緒特質方面，本研究發現不同正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異存在 (Wilks’ Λ = .83, p = .000)，其中正向情緒

特質高分組在「善體人意」、「積極傾聽」、「有效溝通」、「熱心真誠」、

「主動關懷」方面，皆比低分組有更好的人際互動與知覺。此外，正向情

緒特質中分組在「善體人意」與「主動關懷」兩方面，亦比低分組有更好

的人際互動與知覺，假設八獲得支持。若從修正模式一來看，正向情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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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對人際關係的結構係數高達 .62， t (108) = 6.03，而路徑之間的直接效果

亦達 .001之顯著水準。除了直接效果達顯著之外，正向情緒特質透過積極

回應策略的中介之後，亦會對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間接效果。整體而言，

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皆指出正向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

之間的強烈正向關聯，亦即正向情緒特質對人際關係極具重要性與正向效

果。  

    上述結果與Baron(1996)、Hochwarter、Perrewé、Ferris與Brymer(1999)

等人的論點相當一致。他們認為當一個人愈常體驗到正向情緒時，愈能以

愉悅的心去看待人際關係與成就中的每一個人，進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再者，就組織間的人際互動而言，本研究結果亦突顯了正向情緒特質

愈高的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愈能在各種醫療情境，與他人互動表現良好，

此結果如同許多研究者 (Ashforth & Humphrey, 1995; Fox & Spector, 2000; 

Isen & Baron, 1991)指出正向情緒特質能影響組織間的人際互動歷程，促使

人際關係更加良好，使自己與他人受惠，甚至在協商的環境中，比較有可

能獲得對方的退讓，在組織環境中，比較能獲得同事的必要協助，與雇主

建立良好的關係。   

    而在負向情緒特質方面，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不同負向情緒特質者

在「積極傾聽」與「有效溝通」這兩種人際互動層面有差異，其中低分組

在「有效溝通」方面比高分組有較好的人際互動與知覺，假設九獲得支持。

觀之修正模式二，則發現負向情緒特質並不會直接影響人際關係，而是透

過其它中介變項對人際關係產生間接的效果。其中，當負向情緒特質透過

負向情緒激發的中介時，會對人際關係產生負向的間接效果，其結構係數

為 -.03。但有趣的是，當負向情緒特質透過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後，此時

對人際關係的負向間接效果大為提升，其結構係數為 -.14。換言之，在醫

療情境中，一位具有高度負向情緒特質者因為較容易被激發出負向的情

緒，導致與他人之間的互動受到些微的破壞影響，但相較於另一種情況，

當一位具有高度負向情緒特質者較少採用積極回應策略時，則會對人際關

係產生較大的破壞影響。綜觀上述結果確實與Watson等人的觀點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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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son等人認為一位具有高度負向情緒特質者，由於經常表現出缺乏生氣

與人際熱情的樣子，且其與神經質 (neuroticism)傾向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再

加上抱有較多的非理性想法，也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因此，無法在人際

關係中表現得宜 (Watson et al., 1988; Watson & Tellegen, 1999)。  

肆、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本研究從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不同負向情緒激發之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方面並無顯著差異 (Wilks’ Λ = .91, p = .052)，

假設十未獲得支持。然而，在修正模式一中，研究者發現負向情緒激發對

人際關係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其結構係數為 .33；但在修正模式二

中，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卻具有不顯著的負向直接效果，其結構係數

為 -.06。而造成此種矛盾差異的原因，研究者認為極有可能是在修正模式

中，負向情緒激發分別受到外在變項如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的直接影響，

進而使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間的結構係數產生改變。為驗證此項假

說，研究者分別比較下列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僅有負向情緒激發指向

人際關係的路徑；第二種情形為模擬修正模式一的部份路徑，即正向情緒

特質指向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負向情緒激發再指向人際關係的路

徑；第三種情形為模擬修正模式二的部份路徑，即負向情緒特質指向負向

情緒激發，負向情緒激發再指向人際關係的路徑。 

    在這三種情形之下，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之間的結構係數，以及

整體適配度檢定如表49與圖24所示。在第一種情形中，當排除其他外在變

項的直接影響後，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之結構係數為 .05，t (18) = .62，

路徑之間的效果亦未達 .05顯著水準，這顯示了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幾

乎不具直接效果。但在第二種情形中，由於受到正向情緒特質的直接影響，

致使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的直接效果大為提升。而對照第三種情形，

由於負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因此，使得負向

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的效果值在參數估計的過程中，為彼此協調，結構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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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幾乎為0，甚至路徑方向也產生逆轉，也與前面兩種情形產生不一致的結

果。 

表 49  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之結構係數與模式適配度比較  

模  式 
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

關係之結構係數 
WLS χ² p-value df RMSEA GFI NFI

第一種情形 β31=.05 (t = .62) χ2＝45.93  .000 18 .088 .95 .92
第二種情形 β31=.26 (t = 2.92) χ2＝126.13 .000 50 .087 .90 .90
第三種情形 β31=-.01 (t = -.10) χ2＝101.85 .000 51 .071 .92 .90

 

 

 

 

 

 

 

 
＊＊p＜ .01，＊＊ *p＜ .001 

圖24  負向情緒激發與人際關係之結構係數比較  

 

    綜合上述，可以看出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與第一種情形的結果相

同，亦即不同負向情緒激發者，在人際關係的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若進一步就影響效果而言，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亦無顯著的直接效

果。但若負向情緒激發成為正向或負向情緒特質與人際關係間的中介變項

時，則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之直接效果會因結構方程模式的參數估計

協調需求，因而出現較不一致的效果。  

    再者，不同積極回應策略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人際關係有顯著差異

(Wilks’ Λ = .81, p = .000)，其中，積極回應策略高分組在人際關係之「善

體人意」、「有效溝通」、「熱心真誠」、「主動關懷」方面，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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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組；而積極回應策略高分組在人際關係之「有效溝通」與「主動關懷」

兩方面，亦顯著高於中分組。此外，積極回應策略中分組在人際關係之「善

體人意」方面，亦顯著高於低分組，假設十一獲得支持。觀之本研究修正

模式一與修正模式二，則發現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的結構係數分別

為 .33與 .51，路徑間的效果皆達 .001之顯著水準。綜言之，透過單因子多變

項變異數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皆獲得相似的發現。亦即在不同醫療互動情

境中，愈常使用積極回應策略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人際互動表現愈好，

而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亦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就Goleman提倡的情緒智能觀點而言，一個情緒調節良好的人，除了

能隨時辨識覺察自身與他人的感受，了解自己所處的情境，更能夠與他人

互動溝通，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張美惠譯，1996；Goleman, 1995)，本研

究結果與Goleman的理論觀點頗為吻合。此外，本研究結果亦與國內外多

位研究者之分析結果雷同 (林淑華，2002；陳騏龍，2001；黃鈺程，2004；

Chester & Beaudin, 1996)。例如，Chester和Beaudin (1996)發現善於情緒管

理之教師會尋求社會支持以維持較好的人際關係。林淑華 (2002) 黃鈺程

(2004)在國小中、高年級學生身上亦發現情緒管理能力與人際關係之間存

有顯著的正相關，而黃鈺程 (2004)更進一步指出情緒管理變項對人際關係

具有良好之預測性。同樣地，陳騏龍 (2001)在國小學生身上亦發現情緒智

能對人際關係具有影響力，甚至有獨立的預測效果。承上述，本研究對象

雖然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但從各領域的研究結果來看，顯然情緒管理與

人際關係之間所存在的正向關聯與影響力，亦存有跨領域的一致性。   

伍、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雖然透過描述統計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可以初步看出變項間的

差異性，但個人之心理行為並非只受到單一因子所影響，可以說是多項因

子交互牽動的結果，而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則可將變項間的關係進一

步加以整合，有助於探討變項間的直接效果，以及如何透過中介變項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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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響。在本研究中，分別提出兩個假設模式，在考驗模式整體適配度

之後，根據理論與MI值做了些微的修正，進而形成修正模式一與修正模式

二。綜觀這兩個模式，可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就相似處而言，首先，

在醫療情境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之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

應策略並無顯著的直接效果。此外，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的間接效果亦

微乎其微。其次，在醫療情境中，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策略的加護病房護理

人員，更能營造良好的人際關係。 

    就相異處而言，首先在修正模式一與二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向情緒

特質比負向情緒特質對情緒管理策略的應用與人際關係更具正向直接效

果。換言之，在工作壓力大、步調緊湊的醫療人際互動場域中，一位具有

強烈正向情緒特質的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似乎更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情緒

與想法，也能採取較為積極有效的方式進行溝通協調，因此，能與工作場

域的他人產生良性的互動。而就以色列人Antonovsky(1979, 1987)所提出的

「健康模式 (salutogenic model)」來看，也說明了為何正向情緒特質會比負

向情緒特質對人際互動行為更能發揮影響效用，因為相較於傳統的「疾病

模式 (pathogenic model)」，Antonovsky(1979)認為人類存有某些抵抗生活中

負面風險、威脅、壓力的因子，這些因子諸如堅毅力 (hardiness)、正向思

考 (positive thoughts)、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樂觀 (optimism)等，這些因

子會促使人們在困境中尋求資源，適應更加良好。若從認知心理與行為科

學的角度來闡釋，能預測人類行為的因子並非完全是負向心理特質，正向

因子反而是一個更強力的預測與詮釋指標。   

    其次，在修正模式一中，正向情緒特質透過負向情緒激發、積極回應

策略等中介變項對人際關係所產生的間接效果皆不顯著，但在修正模式二

中，受到負向情緒特質影響所激發出的負向情緒，在透過積極回應策略的

中介後，卻對人際關係產生顯著的正向間接效果，這意味著在面臨情緒困

擾情境時，具有負向情緒特質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雖會被激發強烈的負向

情緒，但同時卻能採用積極回應的策略以解決問題，促進人際關係，此結

果看來似乎有衝突與矛盾之處，但研究者認為或許可以從下列兩方面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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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詮釋。 

  第一，在醫療機構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要面對的對象多元，包含醫

師、同事、病患及家屬及行政人員等，由於每個人所具有的特質與抱持的

價值信念不同時，人際衝突自是不可避免的現象。當一位加護病房護理人

員被激發出強烈的負向情緒時，基於護理工作需依持「治療性人際關係」

的倫理準則，可能導致護理人員在與病患或家屬的實際面對面的關係中，

產生人性上的困惑與不一致，導致護理人員無法依循自身的想法採取行動

策略。第二，本研究訪談資料歸納顯示：醫護關係或護病關係間強調是合

作關係，而非對立或對等關係，因此，當人際衝突引發情緒困擾時，幽默、

安撫緩和、重新詮釋、尋求支持等積極回應的策略是多數護理人員較傾向

採取的作為 (參見附錄A，表A3積極回應，174-175頁 )。而這個詮釋與蘇雅

慧 (2004)的研究結果相近，該研究指出護理人員在工作中超過60%的衝突乃

發生於自己與同事或自己與醫師之間，然而無論護理人員面對的衝突對象

是同事、醫師、或是其他單位的人員，整合協調方式是最常被使用的衝突

處理型態。此外，江雪萍 (2004)研究護理人員壓力因應策略時，指出加護

病房護理人員在面對壓力與情緒困擾時，使用策略頻率之高低依序為情緒

調適、問題解決、尋求支持，最後才是遠低於平均值的問題逃避與轉移，

可見採取正向因應與管理情緒的方式是絕大多數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認為較

理性的作法。綜合上述，或許負向情緒激發對於其他領域的人際互動關係

具有破壞性或負向預測力，但就護理領域而言，負向情緒激發對人際關係

並不具破壞性，甚至在透過情緒管理策略的中介調節後，使其產生獨特的

正向效果，而這樣的獨特性可能是導致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整體而言，可以看出在臨床護理領域當中，正向情緒特質確實對醫療

互動中的個人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良窳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而個人情緒管

理的良窳亦是良好人際關係的指標。然而，本研究只針對非理性信念、情

緒特質、情緒管理、人際關係四個部分進行探討，雖然為情緒管理與人際

關係的形成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模式，但是這個模式似乎仍有不足之處，對

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而言，是否仍有其他因素會產生干擾與影響，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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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間又存在著何種關係，且此模式是否可類推至其他領域或族群，後續

研究可持續驗證。  

第二節  結論  

    由於以往研究並未針對醫療情境中的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建構其情緒管

理的因果路徑模式，觀之本研究結果，不僅透過訪談、預試、信效度分析

等程序編製了適用於醫療情境中臨床護理人員之「非理性信念」、「情緒特

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等量表，更透過正式施測與SEM驗證性

因素分析，確認自編量表具有良好之效度，亦為日後護理相關研究提供了

合宜的研究工具。此外，透過200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所陳述的資料，一方

面可釐清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變項之間的差異情

形，另一方面，藉由結構方程模式的考驗修正，研究者亦將變項的因果關

係加以整合，並進一步比較與區辨變項間的影響路徑與效果，此為加護病

房護理人員的情緒管理研究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使後續研究者可依模

式架構進行深入探究，對護理實務工作而言，亦具有啟發價值。綜觀本研

究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作為分析對象，共提出十二項假設，其中九項假設

獲得支持。依據前述的結果與討論分析，茲將重要結論分述如下：  

壹、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下者比教育程度為研究所者具有較強烈之「希望感」

正向情緒特質。護理年資愈高者較護理年資低者愈能在人際關係方面

展現主動關懷的行為。此外，修過情緒管理課程或壓力管理課程者比

從未修過該課程者，具有較強烈之正向情緒特質。值得注意的是，從

未修過壓力管理課程者卻比修過該課程者，具有較強烈之「自卑感」

負向情緒特質。  

貳、在非理性信念方面，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具有較為強烈之自我貶低與逃

避問題信念；在情緒特質方面，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具有強烈之正向情

緒特質，相對地，負向情緒特質的表現強度較低，僅有焦慮感略高於

整體平均數；在情緒管理方面，在資深與新進護士互動情境中，加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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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護理人員會被激發較為強烈之負向情緒，但卻傾向採用積極回應

的策略，但在醫師與護士互動情境中，卻較不傾向採用積極回應的策

略；在人際關係方面，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多數能展現良好之人際互動。 

參、非理性信念愈強者，其負向情緒激發愈強烈。但非理性信念與正向或

負向情緒特質交互作用後，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的影響會被削

弱。雖然非理性信念愈低者愈傾向使用積極回應策略，但非理性信念

對積極回應策略卻不具顯著的效果。  

肆、正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顯著的負向直接效果，但對積極回

應策略卻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伍、負向情緒特質對負向情緒激發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且對積極回

應策略具有顯著的負向直接效果。   

陸、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並無顯著的負向間接效果。  

柒、正向情緒特質對人際關係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捌、負向情緒特質愈強者，其人際關係愈差，且負向情緒特質是透過負向

情緒激發或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產生間接效果，雖然其效果值並

不大。   

玖、不同負向情緒激發者，其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異，但當負向情緒激發

受到正向情緒特質的影響後，會對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   

拾、積極回應策略對人際關係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果。  

拾壹、修正模式一在考驗非理性信念、正向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

係之因果路徑。其中，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

皆無顯著的直接效果，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亦無顯著的間接效

果。而正向情緒特質會對負向情緒激發產生負向的效果，但對積極

回應策略與人際關係產生直接的正向效果。此外，正向情緒特質尚

會分別透過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進而對人際關係

產生負向與正向的效果。  

拾貳、修正模式二在考驗非理性信念、負向情緒特質、情緒管理與人際關

係之因果路徑。其中，非理性信念對負向情緒激發與積極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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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無顯著的直接效果，非理性信念對人際關係亦無顯著的間接效

果。而負向情緒特質會對負向情緒激發產生正向的直接效果，但對

積極回應策略產生負向的直接效果。此外，負向情緒特質尚會透過

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對人際關係產生負向的間接效果，且負向情

緒激發會透過積極回應策略的中介，對人際關係產生正向的間接效

果。  

    整體而言，雖然本研究結果的推論會受到研究參與者分布地區與所屬

服務科別的限制，但自上述結論卻可看出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所具有之正向

情緒特質確實對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存有重要的影響力。自心理學的研究

趨勢來看，本研究結果亦回應了正向心理學的論述觀點，即正視個人行為

特質中的正向層面似乎比研究人類行為中的脆弱面與破壞面更具意義，後

續有關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方面的研究者應要深思之。 

第三節  建議 

    綜合前述之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以下的建議，以供護理人員培育機

構與醫療院所在課程教學與人員輔導上的建議，並指陳後續研究可以參考

與改進的方向。 

壹、對課程教學與人員輔導的建議 

一、在情緒管理課程教學方面 

    本研究對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課程具有某種程度的啟發性，因為長期

以來，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課程內容多半涉及轉化個人之非理性信念，以

期建立理性思考的能力，使個人能有效調適情緒或因應壓力。但是就模式

考驗結果來看，影響個人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良窳較為重要的卻是正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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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特質，亦即一位具有強烈正向情緒特質者，較能在忙碌的醫療護理工作

中，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進而營造融洽的人際關係。而從修課

經驗與情緒管理的差異分析中，亦發現有無修過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課程

並不會影響個人在情緒管理方面的表現，反倒是有無修課經驗會與正向情

緒特質之間產生差異。這對護理人員培育機構或護理實務工作而言，似乎

意味著若能在情緒管理或壓力管理課程之中，設計某些課程活動，讓護理

人員得以探索與覺察自己的情緒特質，進而提升自我的希望感、關懷感、

自主性與愉悅感等正向情緒特質，將能有效地提升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

若自正向心理學的論述來看，從積極正向的角度切入，有時會比防堵或轉

化錯誤的行為特質或想法更加有效。雖然如此，但這不意味著非理性信念

對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完全不具負向的影響效果，本研究僅是針對情緒管

理或壓力管理課程教學提供另一種可能的切入點。 

    再者，在本研究訪談與初步資料分析中，亦可看出相較於其他對象如

護理同儕人員、家屬、病患等，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對醫師較不傾向採用積

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尤其是從訪談資料中亦可發現護理年資愈低者，

由於缺乏自信，因此與醫師互動時會較為膽怯，故有時會採用消極逃避的

方式。但對加護病房護理人員而言，若能使醫護關係達到互助協調的境界，

自己在醫療工作情境當中，亦能感受到更多的自信與滿足。因此，對護理

培育機構而言，若能發展一套合宜的溝通策略，協助未來將成為護理人員

者建立自信，妥善地與醫師達成互動溝通，如此將有助於護理人員未來在

工作職場上勝任愉快，展現更良好的專業能力。 

二、在臨床護理人員輔導方面  

    本研究發現護理年資愈高之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其人際關係愈佳，亦

即隨著護理工作年資的增加，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人際互動亦逐漸趨於成

熟與圓融。而從訪談資料當中，可看出護理體系早有資深護理人員引領新

進護理人員的體制，受訪者表示有些資深護理人員雖然可以扮演好良師益

友的角色，但亦有些資深的護理人員未必能及時或有效地輔導新進的護理



 149

人員，因此，新進的護理人員常會因此感受到挫折、無助與焦慮的負向情

緒。就本研究發現與護理實務工作而言，資深護理人員熟練的專業技能與

圓融的人際關係本應是一項有利的人力資源，但護理機構仍須適時介入評

估這項資源對新進護理人員的輔導功效是否具體落實，才能確保體制的有

效性。  

    此外，本研究發現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負向情緒特質會激起強烈的負

向情緒激發，並使其較少採用積極回應的情緒管理策略。因此，護理單位

的輔導人員需敏感於負向情緒特質強烈者之情緒管理經驗，主動介入輔

導，協助其覺察自己的內在情緒運作狀態，並了解負向情緒狀態對情緒管

理的破壞性，藉由提升對正向情緒的感受力與經驗程度，促使其能轉化或

消弱自身的負向情緒特質，進而減少不適當的情緒激發，以提高積極情緒

管理策略的使用頻率。   

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主要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為主，但因限於時間和人力因

素，僅以立意抽樣方式選擇台灣地區中部與北部的加護病房護理人員作為

研究參與者，因此，研究結果的推論自然會受限於研究參與者的性質，故

須避免過度的推論。再者，所得的有效問卷資料皆為女性，因此僅能推論

出女性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情緒管理模式與相關變項的差異情形。未來研

究可針對其他科別之臨床護理人員，探討其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

管理，以及人際關係的差異情形，以及這四者之間的因果路徑模式，甚至

更可增加了解兩性在情緒管理模式研究上的差異。  

二、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與過去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等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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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處在於研究者發展了聚焦於醫療情境的測量工具。雖然研究者透過訪

談、預試與正式施測逐步建立量表的內容、信度與效度資料，但在本研究

當中亦發現情緒管理量表的信度與效度較其它三份量表低，尚有改進空

間，尤其是研究者僅聚焦於積極的情緒管理策略，未能將訪談與文獻當中

所指出的所有情緒管理策略逐一納入，故是否還可以再改進該量表，應是

日後研究可以詳細思量的。再者，一份良好的工具，應持續累積不同群體

所獲得之資料，以考驗量表的信效度，並提高其適用性。因此，亦建議後

續研究可應用本研究發展之四份量表於不同群體，以再度驗證自編量表在

不同群體上的因素結構穩定性與適用性。  

三、在資料蒐集方面  

    本研究主要藉由問卷調查法以蒐集加護病房護理人員的相關資料，雖

然問卷調查法可以同時蒐集到大量資料，有其便利性。然而，當研究參與

者對問卷內容存有防衛心態，或以社會期待觀點作答時，研究者即難以對

研究變項獲得詳實的關係推論。因此，未來研究可採質量兼具方式，以焦

點團體訪談輔助量化施測，以深入探究在醫療情境的工作環境中，影響加

護病房護理人員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之可能因素。並且瞭解在醫療情境的

情緒管理歷程模式之中，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面對情緒衝突與困擾時是否

存在某些保護因子，足以使其轉化調適情緒，避免陷入情緒與人際困擾，

而此保護因子的特性、形成歷程及防衛機制究竟為何？乃是一個值得分析

探究的問題。尤其是面對有些研究參與者雖然具有某種程度之非理性信

念，卻未對情緒管理或人際關係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若能配合質性研究，

如此將有助於了解情緒管理模式之全貌，進而發展更適切的情緒管理與人

際關係因果歷程模式。   

四、在模式架構方面  

    本研究雖以結構方程模式建構非理性信念、情緒特質與情緒管理對人

際關係之影響路徑，但影響個人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的因素眾多，如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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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依附、壓力因應等皆與其息息相關 (陳皎眉與鄭美方， 2002；  

Ainsworth, 1989; Bowlby, 1988; Calkins, 1994; Humpel, Caputi, & Martin, 

2001)，未來研究可將某些具有重要影響效果之心理及行為特質納入模式考

驗，以瞭解其在模式當中的影響路徑方向與效果。再者，本研究主要聚焦

於加護病房護理人員在醫療情境當中的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表現，但可能

有些外在變項如專業技能、家庭背景因素、堅毅性格等亦會影響研究變項

的測量結果，但卻未被納入，因此後續研究可試圖找出這些外在變項，並

思考如何利用統計或其他方式排除此這些可能存在的影響因素，如此或可

捕捉到更精確的結果。此外，以加護病房護理人員所建立之情緒管理與人

際關係歷程模式亦有助於瞭解不同性質族群在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上的差

異性，未來將可以其他領域為研究對象，嘗試建構影響其情緒管理與人際

關係的歷程模式。然而無論如何，關於護理人員之情緒管理歷程模式的研

究仍有開展空間，故仍有待未來進行更多的相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