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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之目的主要是描述資料分析所獲得之結果，共分為七節，第一節為大學

師生非正式互動情形；第二節為大學同儕互動情形；第三節為大學師生非正式互

動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第四節為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第五節為大學

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第六節為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涯決策

自我效能之關係；第七節為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同儕互動對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之分析；第八節為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同儕互動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對生活適

應之分析。 

第一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情形 

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情形 

表4-1-1為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與兩個分量表的平均數

與標準差，結果顯示全體受試者在師生非正式互動量表的題平均數是2.11，

以平均值而言，全體受試者與教師的非正式互動情形為中等程度。而在非正

式互動的兩個層面中，互動頻率之平均數為1.69，互動品質之平均數為2.59，

顯示雖然大學生與教師的非正式互動偏低，但其感受的互動品質為良好。 

表4-1-1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及品質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總量表 互動頻率 互動品質 
總分 48.72 20.22 28.50 
題數 23 12 11 

題平均數 2.11 1.69 2.59 
題標準差 0.56 0.52 0.54 

 

（一）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表4-1-2為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中兩因素的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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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標準差，由表中可知，全體受試者與教師非正式的生活互動頻率題平均數為

1.59，學習互動頻率題平均數為1.81，顯示大學生與教師的非正式生活互動及學

習互動頻率偏低。 

表4-1-2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兩因素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生活互動 學習互動 
總分 11.15 9.07 
題數 7 5 

題平均數 1.59 1.81 
題標準差 0.54 0.58 

 

 

（二）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 

表4-1-3為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中兩因素的平均數

與標準差，由表中可知，全體受試者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中「知覺的教師態度」之

題平均數為2.87，「個體的主動態度」之題平均數為2.25，顯示大學生與教師的

非正式互動中，其所知覺到的教師態度是中度良好的，而個體的主動態度則為適

中，亦即大學生雖然知覺到教師樂意與其分享與討論生活及學習上的議題，然而

大學生主動與教師有非正式互動的意願相對而言較低。 

 

 

表4-1-3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兩因素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知覺的教師態度 個體的主動態度 
總分 17.23 11.26 
題數 6 5 

題平均數 2.87 2.25 
題標準差 0.6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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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不同性別、年級、學院別之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分析 

（一） 不同性別之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1-4可知，在師生非正式互動各層面上，男女兩性在非正式互動頻率

分量表中的生活互動與學習互動皆無顯著差異。而在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知

覺的教師態度，男女大學生的差異達顯著水準（t=-4.412,p<.001），女生的平均

得分顯著高於男生（17.77>16.55），在個體的主動態度上，男女兩性則無顯著差

異存在（t=-1.787）。 

 

表4-1-4 不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男 女 師生非正式互動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師生非正式互動之頻率   
生活互動 11.24 3.82 11.06 3.72 .603 
學習互動 9.11 2.99 9.04 2.87 .335 
師生非正式互動之品質   
知覺的教師態度 16.55 3.86 17.77 3.27 -4.412*** 
個體的主動態度 11.01 3.15 11.46 3.35 -1.787 
***P<.001 

 

（二） 不同年級之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1-5可知，在師生非正式互動各層面上，不同年級之大學生在非正式

互動頻率分量表中的生活互動有顯著差異（Ｆ=6.27,p<.001），而在學習互動及

非正式互動品質的兩因素上皆無顯著差異。經由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在生活互

動頻率方面，三年級的學生顯著高於一年級及二年級的學生（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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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不同年級之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師生非正式互動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師生非正式互動之頻率   
生活互動 10.59 3.49 10.63 3.48 11.98 4.13 11.63 3.85 6.27*** 
學習互動 8.81 2.83 9.11 2.93 9.20 2.98 9.24 2.95 .79 
師生非正式互動之品質   
知覺的教師態度 17.70 3.47 16.73 3.68 16.94 3.75 17.61 3.33 3.28 
個體的主動態度 11.21 3.36 11.13 3.35 11.25 3.23 11.53 3.10 .46 

 

（三）不同學院之大學生與教師非正式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1-6可知，在師生非正式互動各層面上，不同學院的大學生在非正式

互動頻率分量表中的生活互動與學習互動皆無顯著差異。而在非正式互動品質分

量表中知覺的教師態度有顯著的差異（Ｆ=4.82,p<.001），在個體的主動態度則

無顯著差異。經由事後比較之結果發現，社會科學院及管理學院的學生所感受到

的教師態度顯著的比理工及醫學院的學生良好（p<.05）。 

 

表4-1-6 不同學院之大學生在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文 法商 藝術傳播 社會科學 管理 理工醫農 師生非正式

互動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互動頻率              

生活互動 11.73 4.08 10.60 3.43 11.84 4.43 11.14 3.53 11.11 3.57 11.13 3.87 .96 
學習互動 9.55 3.04 8.80 2.80 9.14 3.02 9.20 3.07 9.27 2.62 8.90 3.03 .86 

互動品質              

知覺的教師態度 17.98 3.55 17.14 3.78 17.86 3.82 18.09 2.99 17.76 3.05 16.48 3.80 4.82*** 

個體的主動態度 12.16 3.31 11.43 3.15 11.95 3.45 11.18 3.50 11.40 3.14 10.85 3.24 2.28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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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同儕互動情形 

一、 大學同儕互動情形 

表4-2-1為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量表」與兩個分量表的平均數與標準

差，研究結果顯示全體受試者在大學同儕互動量表的題平均數是2.98，以平均值

而言，全體受試者與同儕互動情形是良好的。在兩個層面中，互動頻率之平均數

為3.02，互動品質之平均數為2.94，顯示大學生與同儕的互動頻率是頻繁的，且

感受到的互動品質是中高滿意的。 

表4-2-1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及品質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總量表 互動頻率 互動品質 
總分 68.61 36.22 32.39 
題數 23 12 11 

題平均數 2.98 3.02 2.94 
題標準差 0.49 0.55 0.54 

（一）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 

表4-2-2為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中四因素的平均數與標準

差，由表中可知，全體受試者與同儕學習分享頻率的題平均數為2.93，生活討論

頻率題平均數為3.20，休閒參與的題平均數為3.13，情感分享的題平均數為2.76，

顯示在四個層面中，大學生與同儕的互動頻率屬中高程度，其中又以生活討論及

休閒參與的互動最為頻繁。 

表4-2-2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四因素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學習分享 生活討論 休閒參與 情感分享 
總分 11.71 9.61 9.39 5.51 
題數 4 3 3 2 

題平均數 2.93 3.20 3.13 2.76 
題標準差 0.64 0.58 0.64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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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 

表4-2-3為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中三因素的平均數與標準

差，由表中可知，全體受試者與同儕互動「知覺的互動收穫」之題平均數為3.03，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之題平均數為2.85，「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之題平均

數為2.96，顯示大學生與同儕的互動中，大學生所知覺到的收穫是中高滿意，並

且個體十分樂意與同儕學習分享，並能從中感受到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表4-2-3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三因素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知覺的互動收穫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總分 12.14 11.38 8.87 
題數 4 4 3 

題平均數 3.03 2.85 2.96 
題標準差 0.60 0.59 0.62 

  

二、不同性別、年級、學院別之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分析 

（一）不同性別之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2-4可知，在同儕互動各層面上，男女大學生在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

中的學習分享、生活討論、情感分享，及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的知覺的互動收

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等層面皆達顯著差異，只有在休

閒參與上沒有顯著差異；進一步分析差異的情形顯示：女生在學習分享、生活討

論及情感分享的頻率皆顯著的高於男生，且在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

享以及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等三個互動品質層面上也顯著的比男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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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  不同性別之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男 女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同儕互動頻率   
學習分享 11.37 2.42 11.99 2.62 -3.23*** 
生活討論 9.41 1.70 9.77 1.76 -2.72** 
休閒參與 9.38 1.88 9.40 1.98 -.17 
情感分享 5.00 1.61 5.91 1.59 -7.44*** 
同儕互動品質   
知覺的互動收穫 11.81 2.51 12.40 2.27 -3.27***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10.97 2.39 11.69 2.26 -4.03***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8.60 1.87 9.09 1.82 -3.41*** 

***p<.001,**p<.01, 

 

(二)、不同年級之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2-5可知，不同年級之大學生在同儕互動之各層面上並無顯著差

異，顯示大學生與同儕之互動頻率與互動品質並不會受到年級的影響而產生差

異。 

表4-2-5  不同年級之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同儕互動頻率          
學習分享 11.52 2.51 11.91 2.67 11.64 2.42 11.78 2.58 .76 
生活互動 9.35 1.68 9.61 1.83 9.65 1.64 9.90 1.78 2.75 
休閒參與 9.63 1.99 9.53 1.97 9.06 1.79 9.26 1.92 3.22 
情感分享 5.29 1.63 5.59 1.78 5.50 1.63 5.73 1.57 2.17 
同儕互動品質          
知覺的互動收穫 12.13 2.29 12.22 2.40 12.08 2.48 12.12 2.43 .11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11.15 2.30 11.69 2.35 11.20 2.23 11.47 2.49 2.13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8.78 1.78 8.99 1.85 8.78 1.86 8.95 1.95 .65 

F值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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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不同學院之大學生與同儕互動之差異分析 

由表4-2-6可知，不同學院之大學生在同儕互動之各層面上並無顯著差異，

顯示大學生與同儕之互動頻率與互動品質並不因就讀不同學院而有差異。 

表4-2-6  不同學院之大學生在大學同儕互動上之差異分析 

文 法商 藝術傳播 社會科學 管理 理工醫農 
同儕互動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互動頻率              
學習分享 12.05 2.47 11.96 2.44 11.78 2.88 11.96 2.60 11.37 2.54 11.67 2.54 .36 
生活互動 9.78 1.57 9.74 1.67 9.90 2.05 9.64 1.83 9.41 1.87 9.59 1.66 .53 

休閒參與 9.78 1.80 9.30 1.85 9.08 2.13 9.73 1.93 8.96 2.03 9.51 1.88 .01 

情感分享 5.88 1.69 5.74 1.58 5.81 1.88 5.82 1.67 5.23 1.60 5.39 1.65 .01 

互動品質              
知覺的互動收穫 12.34 2.23 11.82 2.33 12.68 2.54 12.51 2.30 12.03 2.18 12.09 2.55 .29 

個體樂於 
學習分享 

11.34 2.31 11.36 2.30 11.68 2.37 11.76 2.25 11.41 2.36 11.23 2.38 
.59 

知覺同儕 
樂於學習分享 

9.09 1.88 8.64 1.88 8.84 2.13 9.00 1.56 8.89 1.88 8.85 1.86 
.74 

F值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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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之頻率與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四個適應層面之間的關係。首先進行積差相關，

再進一步以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及品質為自變項，生活適應之四個層面為依變

項，進行兩組變項之典型相關分析。 

 

（一）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表4-3-1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與生活適應各分

量表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學校生活適應四個適應層面均達顯著正相關，尤以學

業適應的相關較高，亦即與教師有較頻繁的非正式互動之大學生其生活適應較為

良好。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中的生活互動與學習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為：「生活互動頻率」與生活適應四個層面均有顯著正相關，而「學習互動頻率」

與目標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有顯著正相關，與情緒適應的相關未達顯著；

亦即與教師擁有較頻繁生活互動的學生，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

適應也會較為良好；與教師擁有較頻繁學習互動的學生，目標適應、學業適應、

社會適應也會較為良好。 

 

表4-3-1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活適應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生活適應總量表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165*** .189*** .098** .152*** .199*** 
生活互動 .146*** .163*** .101** .133***  
學習互動 .165*** .195*** .081 .156***  

***p<.00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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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表4-3-2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與生活適應各分

量表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學校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適應及社會適應均達

顯著正相關，與情緒適應之相關未達顯著，整體而言顯示：與教師擁有較良好的

非正式互動品質的大學生，其生活適應也較為良好。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的「知覺的教師態度」及「個體的主動態度」

與生活適應之關係為：「知覺的教師態度」與生活適應的目標適應及學業適應均

有顯著正相關，與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之相關未達顯著；而「個體的主動態度」

與目標適應、學業適應及社會適應有顯著正相關，與情緒適應之相關未達顯著；

亦即在非正式互動中，大學生所知覺的教師態度越良好，其目標適應、學業適應

也會較為良好；個體的主動態度越積極，其目標適應、學業適應、社會適應也會

較為良好。 

表4-3-2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生活適應

總量表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 .224*** ,224*** .032 .132*** .201*** 
知覺的教師態度 .169*** .174*** -.008 .090  
個體的主動態度 .224*** .217*** .068 .142***  

***p<.001, **p<.01 

 

（三）典型相關之分析 

接著，研究者以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及品質與生活適應之間的積差相

關矩陣為基礎，進行典型相關分析以探討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係

結構，以師生非正式互動中的生活互動頻率、學習互動頻率、知覺的教師態度、

個體的主動態度等變項為第一組X變項，以生活適應分量表中的目標適應、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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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情緒適應、社會適應為第二組Y變項，其典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如表4-3-3。 

由表4-3-3可知，經由典型相關分析後，有一個典型相關係數達到顯著水準

（Wilk’Λ=.894，p<.001），其典型相關係數為ρ＝.306（p<.001），顯示大學師

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具有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 

由表中可知，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的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以解釋生活適應

第一個典型因素η1總變異量的9.4％，而此一典型因素η1又可解釋生活適應四個

變項的38.1%；而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解釋η1代表的

生活適應各變項總變異量的3.6%。 

此外，由表中的因素結構可看出：在師生非正式互動的變項中，「生活互

動」、「學習互動」、「知覺的教師態度」及「個體的主動態度」在第一組典型

因素χ1之負荷量分別為.579、.736、.761及.885，其中，個體的主動性對第一組

典型因素χ1的貢獻量最大；而在生活適應變項中，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

適應及社會適應在第一組典型因素η1的負荷量分別為.766、.797、.174及.520，

其中，以目標適應、學業適應對第一組典型因素η1的貢獻量較大，社會適應次

之。 

因此，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的四個變項主要是透過第一組典型因素（χ1,

η1）與生活適應中的「目標適應」、「學業適應」及「社會適應」產生較密切

的關連，亦即與教師擁有較頻繁且良好非正式互動的大學生，其目標適應、學業

適應、社會適應也會較為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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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變項 典型因素 Y變項 典型因素 

      χ1    η1            η1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生活

適應

 
生活互動 .579 目標適應 .766 
學習互動 .736 學業適應 .797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 情緒適應 .174 
知覺的教師態度 .761 社會適應 .520 
個體的主動態度 .885   

抽出變異百分比（％）                                          38.1    
重疊（％）                                                    3.6 

ρ2 .094  
典型相關係數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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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學同儕互動之頻率與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

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四個適應層面之間的關係。首先進行積差相關，再

進一步以同儕互動頻率及品質為自變項，生活適應之四個層面為依變項，進行

兩組變項之典型相關分析。 

（一）、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表4-4-1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與生活適應各分量表得

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同儕互動頻率與學校生活適應四個適應層面均達顯著正相關，尤以社會適應

的相關較高，亦即與同儕有愈多頻繁互動之大學生，生活適應較為良好。 

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中的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與生活

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皆為顯著正相關。 

亦即與同儕擁有愈多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的大學生，

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也會較為良好。 

 

表4-4-1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活適應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生活適應

總量表 
同儕互動頻率 .247*** .282*** .160*** .310*** .328*** 
學習分享 .241*** .298*** .138*** .248***  
生活討論 .176*** .246*** .111** .235***  
休閒參與 .258*** .219*** .130*** .276***  
情感分享 .122*** .142*** .152*** .278***  

***p<.00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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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表4-4-2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與生活適應各分量表得

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均達

顯著正相關，顯示與同儕擁有較良好互動品質之大學生，生活適應較為良好。 

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

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與生活適應之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

皆為顯著正相關。 

亦即在同儕互動中，大學生所知覺的收穫越多、所知覺的同儕態度越樂於分

享，個體越樂於與同儕分享時，其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也

會較為良好。 

 

表4-4-2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活適應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 情緒適應 社會適應 生活適應總量表 
同儕互動品質 .295*** .349*** .142*** .269*** .346*** 
知覺的互動收穫 .290*** .322*** .130*** .249***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266*** .348*** .129*** .253***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228*** .254*** .122***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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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典型相關之分析 

接著，研究者以大學同儕互動頻率及品質與生活適應之間的積差相關矩陣為

基礎，進行典型相關分析以探討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活適應之間的關係結構。以大

學同儕互動頻率中的「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

及大學同儕互動品質中的「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覺

同儕樂於學習分享」等七個變項為第一組X變項，以生活適應分量表中的目標適

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社會適應為第二組Y變項，其典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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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4-4-3。 

由表4-4-3可知，經由典型相關分析後，有兩個典型相關係數達到顯著水準

第一組典型相關係數的Wilk’Λ=.743（p<.001），典型相關係數為ρ＝.449

（p<.001），第二組典型相關係數的Wilk’Λ=.931（p<.001），典型相關係數為

ρ＝.226，顯示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活適應具有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 

由表4-4-3可知，大學同儕互動的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以解釋生活適應第一

個典型因素η1總變異量的20.2％，而此一典型因素η1又可解釋生活適應四個變

項的44.9%；而大學同儕互動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χ1可解釋η1代表的生活適應

各變項總變異量的9.1%。 

大學同儕互動的第二個典型因素χ2只可解釋生活適應第二個典型因素η2

總變異量的5.1％，且此一典型因素η2可解釋生活適應四個變項的17.1%；而大

學同儕互動透過第二個典型因素χ2只可解釋η2代表的生活適應各變項總變異

量的0.9%，可見第二個典型因素並不太重要；因此，本研究僅選取第一個典型因

素進行因素結構之討論。 

由表中的因素結構可看出：大學同儕互動頻率中的「學習分享」、「生活

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及大學同儕互動品質中的「知覺的互動收

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等七個變項與第一個

典型因素χ1之負荷量分別為.774、.657、.743、.511、.857、.870及.685，其中，

以「知覺的互動收穫」及「個體樂於學習分享」兩個因素對於第一個典型因素χ

1的貢獻量最大；而在生活適應變項中，「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

適應」及「社會適應」和第一個典型因素η1之負荷量分別為.728、.805、.351

及.702，除了情緒適應與典型因素的相關較低外，其他三個與第一個典型因素η

1的相關均很高。 

因此，大學同儕互動的七個變項主要是透過第一組典型因素（χ1,η1）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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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適應中的「目標適應」、「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產生

較密切的關連，亦即與同儕擁有較頻繁且良好互動行為的大學生，其目標適應、

學業適應、情緒適應及社會適應也會較為良好。 

 

綜合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之典型相關結果、大學同儕互動與生

活適應之典型相關結果發現：大學同儕互動透過典型因素所能解釋生活適應的變

異量，是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透過典型因素所能解釋生活適應的2.5倍。由此可

知，在大學生生活適應層面上，大學生與同儕互動頻率與品質的影響力大於大學

師生非正式互動的頻率與品質。 

 

 

表4-4-3 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活適應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X變項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Y變項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χ1 χ2  η1 η2 
同儕互動頻率  生活

適應

  
學習分享 .774 .042 目標適應 .728 .061 
生活討論 .657 .058 學業適應 .805 .417 
休閒參與 .743 .381 情緒適應 .351 .336 
情感分享 .511 .675 社會適應 .702 .628 
同儕互動品質   
知覺的互動收穫 .857 .128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870 .234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 .685 .005 

 

抽出變異百分比（％）                                           44.9 17.1 
重疊（％）                                                       9.1 0.9 
ρ2 .202 .051  
典型相關係數 .449***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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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之頻率與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一）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表4-5-1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與生涯決策自我

效能量表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亦即與教師有較頻

繁非正式互動之大學生，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較高。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分量表中的生活互動與學習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之關係為：「生活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學習互動頻

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為顯著正相關，亦即與教師擁有較頻繁生活互動及學

習互動的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較高。 

表4-5-1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216*** 
生活互動頻率 .179*** 
學習互動頻率 .233*** 

***p<.001 
 

（二）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表4-5-2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與生涯決策自我

效能量表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顯示：與教師擁有

較良好的非正式互動品質之大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較高。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的「知覺的教師態度」及「個體的主動態度」

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皆為顯著正相關，亦即在非正式互動中，大學生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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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的教師態度越良好、個體的主動態度越積極，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越高。 

 
表4-5-2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師生非正式互動品質 .212*** 
知覺的教師態度 .147*** 
個體的主動態度 .22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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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大學同儕互動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學同儕互動之頻率與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一）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表4-6-1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同儕互動頻率分量表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亦即與同儕有較頻繁互動

之大學生，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較高。 

同儕頻率分量表中的學習分享、生活討論、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與生涯決策

自我效能之關係皆為顯著正相關，亦即與同儕擁有較頻繁學習分享、生活討論、

休閒參與及情感分享的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較高。 

 
表4-6-1 大學同儕互動頻率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同儕互動頻率 .270*** 
學習分享 .242*** 
生活討論 .286*** 
休閒參與 .200*** 
情感分享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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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 

表4-6-2所呈現的是：大學生在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得分的積差相關，茲說明如下： 

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顯示：與同儕擁有較良好

互動品質之大學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較高。 

同儕互動品質分量表中「知覺的互動收穫」、「個體樂於學習分享」及「知

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關係皆為顯著正相關，亦即在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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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中，大學生所知覺的互動收穫越多、知覺同儕態度越樂於學習分享及個體越

樂於學習分享時，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也會越高。 

 
表4-6-2 大學同儕互動品質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量表 
同儕互動品質 .301*** 
知覺的互動收穫 .285*** 
個體樂於學習分享 .310*** 
知覺同儕樂於學習分享 .198*** 

***p<.001.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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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同儕互動對生涯決策自我
效能之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同儕互動對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預測

力。以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品質及同儕互動頻率與品質四個變項為預測變

項，以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並分別以.01與.05

作為預測變項投入與移出迴歸方程式之標準，因而獲得表4-7-1之結果。 

由表4-7-1可知，經由多元逐步迴歸之後，四個預測變項中有兩個重要變項

可以有效預測生活適應，分別為「同儕互動品質」及「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共可預測生活適應11.2％的變異量，其中「同儕互動品質」的變異量達9.1%，是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主要預測變項，「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的變異量為2.2%，

此外，兩個預測變項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複相關係數（R）為.335（F（3,690）

=43.605，P<.001）。 

此外，由表中可知，「同儕互動品質」及「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的標準化

迴歸係數分別為.264（t=7.144，p<.001）及.152（t=4.102，p<.001），其所建立

的迴歸方程式為： 

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264同儕互動品質＋.152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由於兩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顯示：大學生與同儕互動的

品質越良好、與教師的互動的頻率越多，大學生會有較高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表4-7-1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同儕互動對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步驟 變項名稱 B β R2 R2增加量 
1 同儕互動品質 .511 .264*** .091 .091 

2 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 .276 .152*** .112 .02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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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同儕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
能對生活適應之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同儕互動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對生活適

應之預測力。以師生非正式互動頻率與品質、同儕互動頻率與品質及生涯決策自

我效能五個變項為預測變項，以生活適應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並分別以.01與.05作為預測變項投入與移出迴歸方程式之標準，獲得表4-8-1之結

果。 

由表4-8-1可知，經由多元逐步迴歸後，五個預測變項中有三個重要變項可

以有效預測生活適應，分別為「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同儕互動品質」及「同

儕互動頻率」，共可預測生活適應35.5％的變異量，其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的變異量達31.3%，是大學生生活適應之主要預測變項，「同儕互動品質」的變

異量為3.5%，而「同儕互動頻率」的變異量僅為0.8%，此外，三個預測變項與

「生活適應」之複相關係數（R）為.596（F（3,690）=126.653，P<.001）。 

此外，由表中可知，「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同儕互動品質」及「同儕互

動頻率」的標準化迴歸係數分別為.491（t=15.219，p<.001）、.124（t=3.056，p<.001）

及.116（t=2.902，p<.05），其所建立的迴歸方程式為： 

生活適應= .491生涯決策自我效能＋.124同儕互動品質＋.116同儕互動頻率 

由於三個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皆為正數，代表大學生的生涯決策自我

效能越高、與同儕互動的品質越良好、頻率越多，大學生生活適應也會越良好。 

 

此外，由迴歸分析之結果，若單比較「同儕互動」與「師生非正式互動」對

於生活適應的影響力，可發現同儕互動的影響力大於師生非正式互動的影響力，

這樣的結果與前述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與生活適應之典型相關、大學同儕與生活

適應之典型相關的結果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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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1 大學師生非正式互動、同儕互動及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對生活適應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步驟 投入變項名稱 B β R2 R2增加量 
1 生涯自我效能 .686 .491*** .313 .313 
2 同儕互動品質 .334 .124*** .348 .035 
3 同儕互動頻率 .283 .116** .355 .008 

***p<.001, **p<.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