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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旨在瞭解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的模式探討。本章主要針對 702 位

有效樣本所得的資料進行統計分析，其樣本特質之描述參見表 4-1，並根據統計分析的

結果，分兩節說明之：第一節敍述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差異情形，第二節為結構方程模

式分析結果。 

表 4-1 樣本特質描述分析摘要表（N＝702） 
背景變項  基本資料                      人數    百分比% 
年齡        65-74 歲                        403         57.4% 
            75-84 歲                        245         34.9% 

85 歲以上                         54           7.7% 
性別      男                               282         40.2% 
      女                             420         59.8% 
婚姻狀況    已婚                                  407         58.0%    

未婚                                   31          4.4% 
分居                                   10          1.4% 
離婚                                   13          1.9% 
喪偶                                241         34.3% 

參加社團  無                                    217     30.9%  

            有                                485         69.1% 
居住狀況    獨居                                   81         11.5%    

僅與配偶住                          169         24.1% 
僅與子女住                           170         24.2% 
與配偶及子女住                      189         26.9% 
與親戚住                             10          1.4% 

            安養機構                             83         11.8% 

第一節 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差異情形 

    本研究以上述所編製之寂寞量表，探討老年人寂寞現況及差異情形： 

一、老年人寂寞現況 

老年人寂寞之分析摘要如表 4-2： 

 表 4-2 老年人寂寞分析摘要表（N＝702） 

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題數      每題平均得分 

情緒性寂寞       14.91        3.23          7            2.13 

社會性寂寞        6.50        1.28          3            2.17 

整體寂寞        21.41        3.98          1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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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獲得的整體寂寞，平均得分為 21.41，標準差為 3.98，每題平均得分為 2.14

低於每題中間值 2.5 分，顯示老年人的寂寞程度中度偏低。此外，「情緒性寂寞」（M=2.13）

與「社會性寂寞」（M=2.17）分量表的平均數進行相依樣本 t 考驗（t＝2.13，p<.05），

顯示老年人「社會性寂寞」的得分較高，但兩者皆未高過中間值 2.5。 

二、老年人之背景變項在寂寞上的差異分析 

此部份主要探討不同背景的老年人在整體與兩個寂寞上的差異情形，其中個人背 

景變項包括：年齡、性別、婚姻狀況、參加社團與居住狀況。為求簡化，本研究將婚

姻狀況區分為已婚與單身（未婚、分居、離婚、喪偶）兩組，而居住狀況部份，因為

與配偶、子女、親戚住在一起皆有人與之同住，因此將僅與配偶住、僅與子女住、與

配偶及子女住、與親戚住等四種居住狀況合併為「與家人親戚同住」，以探討獨居、與

家人親戚同住及住安養機構三組在寂寞上的差異情形。不同背景變項的老年人在寂寞

上的差異分析見表 4-3： 

表 4-3 背景變項在老年人整體及兩個寂寞之平均數、標準差與檢定值摘要表（N＝702） 
背景

變項 

    組號 / 組名稱 /（人數） 情緒性寂寞 

平均數（標準差）

社會性寂寞 

平均數（標準差） 

 整體寂寞 

平均數（標準差）

年齡 65-74 歲(403) 
75-84 歲(245) 
85 歲以上(54) 

f-value 
Scheff`e 事後比較 

14.53（3.22）
15.36（3.21）
15.69（3.10）

6.76*

＜ 、

6.37（1.25） 
6.62（1.33） 
6.94（1.07） 

  6.74* 

＜ 、  

20.90（3.92）
21.98（4.04）
22.63（3.67）

  8.55* 

＜ 、

性別 女 (420) 
男(282) 

t-value  

14.61（3.21）
15.35（3.22）

   -3.00*

6.40（1.25） 
6.65（1.29） 

  -2.46*

21.02（3.98）
22.00（3.92）

  -3.23*

婚姻

狀況 

已婚(407) 
單身(未婚、分居、離婚、喪偶)(295) 

t-value 

14.54（3.06）
15.43（3.22）

-3.58*

6.46（1.18） 
6.56（1.40） 
-0.96（n.s） 

21.00（3.70）
21.98（3.92）

  -3.18*

參加

社團 

無(217) 
有(485) 

t-value 

15.63（3.24）
14.59（3.18）

4.00*

6.87（1.30） 
6.34（1.23） 

  5.17*

22.50（4.05）
20.93（3.86）

   4.91*

居住

狀況 

獨居(81) 
與家人親戚同住（僅與配偶住、僅與子

女住、與配偶及子女住、與親戚住)（538）
安養機構(83)   

f-value 
Scheff`e 事後比較                    

15.56（3.57）
14.57（3.19）

 
16.48（2.58）

14.96*

＜ 、  

6.32（1.47） 
6.44（1.26） 

 
7.06（1.03） 

  9.59*

、 ＜  

21.88（4.48）
21.01（3.90）

 
23.54（3.25）

  15.76*

、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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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 t 檢定及單因子變異數統計法分析背景變項在寂寞得分上的差異情形，其結果

分述如下： 

（一）在年齡部份：老年人會因為年齡不同而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

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f 值依序為 6.76（p < .05）、6. 74（p < .05）、8. 55（p < .05），Scheff`e

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 75-84 歲與 85 歲以上的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

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 65-74 歲的老年人。  

（二）在性別部份：老年人會因為性別不同而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

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男性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著

高於女性，t 值依序為- 3. 00（p <. 05）、- 2. 46（p <. 05）、- 3. 23（p < . 05）。 

（三）在婚姻狀況部份：老年人會因為婚姻狀況而在情緒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上

有顯著差異，單身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與整體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已婚老年人，t值依

序為- 3. 58（p < . 05）與- 3. 18（p < . 05），在社會性寂寞上則無顯著差異（t(700)= - 0. 96，

n.s.）。 

（四）在參加社團部份：老年人會因為有無參加社團而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

整體寂寞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無參與社團的老年人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

體寂寞的得分顯著高於有參加社團的老年人，t 值依序為 4. 00（p < .05）、5. 17（p < .05）、

4. 91（p < .05）。 

（五）在居住狀況部份：老年人會因為居住狀況而在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與整體

寂寞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f 值依序為 14. 96（p < .05）、9. 59（p < .05）、15. 76（p < .05），

Scheffe 事後比較的結果發現：情緒性寂寞方面，獨居與安養機構老年人的情緒性寂寞

顯著高於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社會性寂寞方面，安養機構老年人的社會性寂寞

顯著高於獨居以及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整體寂寞方面與社會性寂寞相同，安養

機構老年人的社會性寂寞顯著高於獨居以及與家人親戚同住的老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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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 

   本節主要驗證結構方程模式，包括常態分配與模式適配標準的檢驗，分析並說明

模式變項間的影響效果及路徑。 

一、模式檢驗 

（一）常態分配之檢驗 

    由於觀察變項的分配會影響模式的估計與檢定結果，因此在進行模式適配度檢定

之前，先以 SPSS12.0 統計套裝軟體檢定觀察變項之偏態與峰度係數，來檢測觀察變項

是否符合常態分配。觀察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偏態與峰度係數列於表 4-4。 

表 4-4  觀察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偏態與峰度係數表（N＝702） 
觀察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偏態係數 峰度係數 
1.神經質分量表題目 32.6 6.9 - 0.01 - 0.05 
2.外向性分量表題目 39.5 6.01 - 0.24 - 0.04 
3.自覺健康狀況量表題目 11.89 3.36  0.18 - 0.28 
4.社會網絡總人數量題目 34.39 6.01  1.33  1.87 
5.平均接觸頻率題目 3.49 0.95 - 0.47  0.02 
6.情緒共同感分量表題目 17.76 2.49  0.23  0.55 
7.價值肯定分量表題目  8.02 1.42 - 0.17  0.31 
8.社會共同感分量表題目  8.23 1.44 - 0.31  0.76 
9.情緒性寂寞分量表題目 14.91 3.23  0.07  0.45 
10.社會性寂寞分量表題目  6.5 1.28 - 0.36  1.61 

    Mardia（1985）指出：觀察變項要符合常態分配，其偏態及峰度係數最好介於正負

2 之間。由表 4-4 可以瞭解本研究之觀察變項的偏態及峰度係數皆介於正負 2 之間，顯

示模式之觀察變項符合常態分配，適合進行 SEM 統計分析。本研究將以 LISREL 8.7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觀察變項之相關矩陣列表於附錄九。 

（二）模式適配度檢定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SEM）進行模式驗證。Mueller (1996) 指出，研究者建構

的假設性結構方程式，在經過適配度檢定之後，如果假設路徑與實際收集到的觀察資

料之間沒有明顯的不一致，研究者才可以根據此假設路徑進行資料分析以及變項間效

果的推論與檢定（引自游森期，2004）。因此，先就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進行整體

適配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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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在進行模式的整體適配度分析時，常用的評估指標有：卡方統計量、基準適

配指數（normed fit index，簡稱 NFI）、非基準適配指數（non-normed fit index，簡稱

NNFI）、比較適配指數（comparative fix index，簡稱 CFI）、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簡稱 SRMR)、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數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簡稱 RMSEA) （邱浩政，2003）。本研究將採用上述六

項指標，來評估本研究模式之整體適配度。 

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的卡方統計量（χ2）為 4188.22 (P=0.0)，逹顯著水準，表

示資料與模式不適配，但因χ2易受樣本數影響，當樣本越大，雖然提高了觀察資料的

穩定度，也造成χ2值擴大而達顯著，故必需進一步檢驗其它適配度指標。本研究其它

適配指標，包括：模式基準適配指數（NFI）為.90、非基準適配指數（NNFI）為.92、

比較適配指數（CFI）為.93，上述指標皆符合宜大於.90 的適配標準（余民寧，2006）；

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SRMR)為 .07，符合宜小於.08 的適配標準（Hu & Bentler, 

1998）；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數 (RMSEA)為.07，符合.05＜RMSEA＜.08 的合理適配標

準（余民寧，2006）。上述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的適配度良好，即本研究所提出

之結構方程模式與實際收集資料之間沒有明顯的不一致，本研究可以根據此模式進行

資料分析以及變項間效果的推論與檢定。 

另外，SEM 初步分析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的結果顯示，「自覺健康狀況」對其它

變項的影響，無論是直接或間接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顯示「自覺健康狀況」的預

測效果微弱，在整個模式中解釋力甚低。為驗證去除「自覺健康狀況」變項後，其模

式的解釋是否如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一樣，故將「自覺健康狀況」此變項及其影響

路徑刪除，再次執行 SEM 統計分析。二次 SEM 之適配度檢定，其基準適配指數（NFI）

為.89、非基準適配指數（NNFI）為.92、比較適配指數（CFI）為.92，上述除了 NFI 指

數略低於標準，其餘指標皆符合宜大於.90 的適配標準；標準化殘差均方和平方根 

(SRMR)為 .07，符合宜小於.08 的適配標準；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數 (RMSEA)為.07，

符合.05＜RMSEA＜.08 的合理適配標準。上述顯示，除了 NFI 指數略低於適配標準，

其它指標均逹標準，且去除「自覺健康狀況」之模式的影響路徑與原始模式相同（去



除自覺健康狀況之模式路徑圖及效果表參見附錄十與附錄十一），顯示本研究之結構方

程模式不受「自覺健康狀況」解釋力不佳所影響。 

圖 4-1 為結構方程模式之標準化路徑係數圖，圖中實線表示檢定後呈現顯著的路

徑，虛線則表示檢定後呈現不顯著的路徑，數字為標準化路徑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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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結構方程模式之標準化路徑係數圖 

二、潛在變項間的效果 

    除了常態分配與模式適配度的考驗，尚需進一步探討各潛在變項之間的效果，才

能瞭解變項之間的線性結構關係。所謂直接效果是指「因」變項對「果」變項的直接

影響關係、間接效果是指「因」變項透過中介變項再對「果」變項的影響關係、總效

果是指「因」變項對「果」變項的全部影響關係（即結構方程模式中與自變項及內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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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有關的所有顯著與不顯著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標準效果量加總而得），因此本

研究藉由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總效果來了解變項間的相互影響，包括自變項對依變

項的直接影響，以及透過中介變項的間接影響。茲將效果之結果整理如表 4-5： 

表 4-5 結構方程模式之直接、間接與總效果 
內衍變項  

社會關係數量 情緒共同感 價值肯定 社會共同感 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
 效果 t 值 效果 t 值 效果 t 值 效果 t 值 效果 t 值 效果 t 值 

X1 神經

質 

            

直接效果 -0.38 -4.99*       0.29 4.59
* -0.04 -0.48 

間接效果  -0.29 -5.13* -0.30 -5.14* -0.32 -5.28* 0.20 4.74* 0.15 3.72*

  總效果 -.038 -4.99* -0.29 -5.13* -0.30 -5.14* -0.32 -5.28* 0.49 6.15* 0.12 1.61 

X2 外向

性 

         

直接效果 0.46 5.98*    -0.07 -1.3 -0.68 -6.95*

間接效果  0.34 6.21* 0.36 6.23* 0.38 6.49* -0.24 -5.34* -0.18 -4.4*

  總效果 0.46 5.98* 0.34 6.21* 6.23* 0.38 6.49* -0.31 -5.16* -0.87 -8.16*

X3自覺健

康狀況 

        

直接效果 -0.06 -1.12    -0.06 -1.4 -0.06 -1.00 

間接效果  -0.04 -1.12 -0.04 -1.12 -0.05 -1.12 0.03 1.11 0.02 1.09 

外

衍

變

項 

  總效果 -0.06 -1.12 -0.04 -1.12 -0.04 -1.12 -0.05 -1.12 -0.03 -0.61 -0.04 -0.60 

X4 社會

關係量 

        

 直接效果   0.75 7.41* 0.78 7.45* 0.83 7.91*  

 間接效果      -0.52 -4.54* -0.40 -6.19*

  總效果   0.75 7.41* 0.78 7.45* 0.83 7.91* -0.52 -6.19* -0.40 -4.54*

X5 情緒

共同感 

         

直接效果         -0.47 -6.29* -0.35 -4.14*

間接效果         --- --- --- --- 

  總效果         -0.47 -6.29* -0.35 -4.14*

X6 價值

肯定 

         

直接效果         -0.27 -3.68* 0.11 1.19 

間接效果         --- --- --- --- 

  總效果         -0.27 -3.68* 0.11 1.19 

X7 社會

共同感 

         

直接效果         0.04 0.55 -0.27 -2.38*

間接效果         --- --- --- --- 

內

衍

變

項 

  總效果         0.04 0.55 -0.27 -2.38*

*P<.05   

註：效果是指「標準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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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5 可看出各變項的三種效果，進一步說明如下： 

（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假設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有直接效果；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有直接效果；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社會性寂寞有直接效果。此外，

為瞭解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間接效果，本研究亦假設神經質、外向性、自覺健康狀

況對社會關係數量有直接效果；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分別對情緒性寂

寞與社會性寂寞有直接效果。 

    圖 4-1 呈現出模式估計所得的參數標準化數值，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

為.29（p<.05），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04（p＞.05）；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

效果為- .07（p>.05）、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68（p<.05）；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

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06（p>.05）、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06（p>.05）。上述顯

示，除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達顯著之外，其餘皆

未逹.05 的顯著水準。 

    另外，神經質對社會關係數量的直接效果為-.38（p<.05）、外向性、對社會關係數

量的直接效果為.46（p<.05）、自覺健康狀況對社會關係數量的直接效果為-. 06（p>.05），

神經質與外向性對社會關係數量的直接效果達顯著.05 的顯著水準。 

     再者，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47（p<.05），對社會性寂寞的直

接效果為-.35（p<.05）；價值肯定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27（p<.05），對社會性

寂寞的直接效果為.11（p>.05）；社會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 .04（p>.05），

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為-.27（p<.05）。上述顯示，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對情緒性

寂寞，以及情緒共同感、社會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逹.05 的顯著水準。 

（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1、本研究假設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影 

響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 

    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β21×β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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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5，社會關係數量透過價值肯定到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β31×β53

＝.78 ×( - .27)＝-.21，社會關係數量透過社會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β41×β54

＝.83 × .04=.03，社會關係數量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

(-.35)+(-.21)+.04＝-.52（p<.05）。再者，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此

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β21×β62＝.75× (- .35)=-.26，社會關係數量透過價值肯定到社會性寂

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β31×β63＝.78 × .11=.09，社會關係數量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

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β41×β64＝.83 ×( -.27)=-.23，社會關係數量到社會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總和為-.26+.09+(-.23)＝-.40（p<.05）。 

    上述顯示，社會關係數量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皆逹顯著， 

  2、本研究假設神經質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

同感，進而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有間接效果；外向性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

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進而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有間接效

果；自覺健康狀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與社會共同感，

進而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有間接效果。 

    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為γ11×β21×β52＝(-.38)×.75×(-.47)＝.13，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對情

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1×β31×β53＝(-.38)×.78×(-.27)＝.08，神經質透過社會關

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1×β41×β54＝

(-.38)×.83×.04＝-.01，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對情緒性寂寞

的間接效果總和為.13＋.08＋(-.01)＝.20（p<.05）。 

    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為γ11×β21×β62＝(-.38)×.75×(-.35)＝.10，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對社

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1×β31×β63＝(-.38)×.78×.11＝-.03，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

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1×β41×β64＝

(-.38)×.83×(-.27)＝.09，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對社會性寂

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10＋(-.03)＋.09＝.16（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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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為γ12×β21×β52＝.46×.75×(-.47)＝-.16，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對情

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2×β31×β53＝.46×.78×(-.27)＝-.10，外向性透過社會關

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2×β41×β54

＝.46×.83×.04＝.02，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對情緒性寂寞

的間接效果總和為(-.16)＋(-.10)＋.02＝-.24（p<.05）。 

    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

為γ12×β21×β62＝.46×.75×(-.35)＝-.12，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對社

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2×β31×β63＝.46×.78×.11＝.04，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

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2×β41×β64＝.46×.83×(-.27)

＝-.10，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對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

和為（-.12）＋.04＋（-.10）＝-.18（p<.05）。 

    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

接效果為γ13×β21×β52＝-.06×.75×(-.47)＝.02，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

過價值肯定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3×β31×β53＝-.06×.78×(-.27)＝.01，

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

果為γ13×β41×β54＝.06×.83×.04＝0，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三個社

會供應，對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02＋.01＋0＝.03（p>.05）。 

    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

接效果為γ13×β21×β62＝(-.06)×.75×(-.35)＝.02，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

透過價值肯定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接效果為γ13×β31×β63＝(-.06)×.78×.11＝

-.01，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此一路徑的間

接效果為γ13×β41×β64＝(-.06)×.83×(-.27)＝.01，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

透過三個社會供應，對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 0.02＋（-.01）＋.01＝.02（p>.05）。 

    上述顯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皆逹顯著，外向性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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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亦達顯著，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

寞的間接效果則皆未達顯著水準。 

（三）變項間的總效果 

    總效果是直接效果加上間接效果。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為.29＋.20＝.49

（p<.05），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為-.04＋.15=.11，但 LISREL 統計為神經質對

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為.12（p>.05），可能是四捨五入而造成些許誤差。另外，外向性

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為-.07＋（-.24）＝-.31（p<.05），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

為-.68＋（-.18）= -.86，LISREL 統計結果-.87（p<.05），可能是四捨五入而造成些許誤

差。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為-.06＋.03＝-.03（p>.05），自覺健康狀況對

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為-.06＋.02= -.04（p>.05）。上述顯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外向

性對情緒性寂寞、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逹顯著，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自覺

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自覺健康狀況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則未逹顯著。另外，神

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49（p＜.05）大過於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

為- . 31（p＜.05），顯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力大過於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影

響力；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87（p＜.05）大過於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的

總效果值為- 0. 11（p>.05），顯示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力大過於神經質對社會性

寂寞的影響力。    

三、模式之影響路徑 

    從圖 4-1 與上述變項間的影響效果，可以瞭解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路徑： 

（一）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路徑： 

    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有三條影響路徑，包括一條直接影響、二條間接影響：第一

條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直接影響，直接效果值為. 29；第二條為神經質透過社會關

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情緒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13；第三條為神經

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對情緒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08。三

條路徑以第一條直接效果的影響最大，第二條間接影響次之，之後為第三條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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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高神經質的人本身容易有高情緒性寂寞；且高神經質，其社會關係數量較少，而

造成情緒共同感較低，進而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除了直接效果、亦有間接效果的影響，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

供應是部份中介的角色。 

（二）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路徑 

    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有二條影響路徑，皆為間接影響：第一條為神經質透過社會

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對社會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10；第二條為神

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09。

兩條路徑以第一條的間接影響最大，但第二條與第一條的間接影響相近，顯示高神經

質，其社會關係數量較少，而造成情緒共同感較低，進而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神經質對社會性寂寞僅有間接效果，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是完全中介的角色。 

（三）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路徑 

    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有兩條影響路徑，皆為間接影響：第一條為外向性透過社會

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17。第二條為外

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情緒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10。

兩條路徑以第一條間接影響最大，顯示低外向，其社會關係數量較少，而造成情緒共

同感較低，進而產生高情緒性寂寞。 

    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僅有間接效果，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供應是完全中介的角色。 

（四）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路徑 

    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有三條影響路徑，包括一條直接影響、二條間接影響：第一

條為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直接影響，直接效果值為- .68。第二條為外向性透過社會關

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路徑，其間接效果值為- .12。第三條為外向

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其間接效果值為-.10。三條路

徑以第一條直接效果的影響最大，第二條間接效果略高於第三條，顯示低外向的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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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容易有高社會性寂寞；低外向，其社會關係數量較少，而造成情緒共同感較低，進

而產生高社會性寂寞。 

    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除了直接效果、亦有間接效果的影響，社會關係數量與社會

供應是部份中介的角色。 

（五）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皆微弱而未逹顯

著，對依變項的影響路徑並未成立。 

四、模式的假設及統計結果 

    將模式假設及統計考驗結果，分述如下： 

假設 3-1、「人格特質之神經質」與「寂寞」具有關聯。 

    H3-1-1：「神經質」越高，「情緒性寂寞」越高。 

    H3-1-2：「神經質」越高，「社會性寂寞」越高。 

    H3-1-3：「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神經質與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29，整體效果值為. 49，均逹. 05 的顯著水

準，  顯示神經質可以直接影響情緒性寂寞，也可以透過中介變項而間接影響情緒性

寂寞。神經質越高，情緒性寂寞也越高，H3-1-1 獲得支持。 

（二）神經質與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 04，未逹. 05 的顯著水準，但間接效果值

為. 15，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神經質越高，社會性寂寞越高，主要是透過完全中介

而非直接影響。神經質越高，社會性寂寞越高，H3-1-2 獲得支持。 

（三）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49，達.05 的顯著水準，而神經質對社會性

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12，但未逹. 05 的顯著水準，顯示神經質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過

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H3-1-3 獲得支持。 

假設 3-2、「人格特質之外向性」與「寂寞」具有關聯。 

    H3-2-1：「外向性」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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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2-2：「外向性」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2-3：「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外向性與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07，未逹. 05 的顯著水準，但間接效果值 

為- . 24，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外向性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主要是透過完 

全中介而非直接影響，H3-2-1 獲得支持。 

（二）外向性與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 68，整體效果值為-. 87，均逹. 05 的顯著 

水準，顯示外向性可以直接影響社會性寂寞，也可以透過中介變項而間接影響 

社會性寂寞。外向性越低，社會性寂寞也越高，H3-2-2 獲得支持。 

（三）外向性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31，達. 05 的顯著水準，而外向性對社會性 

      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87，逹. 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外向性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大 

      過於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H3-2-3 獲得支持。 

假設 3-3、「自覺健康狀況」與「寂寞」具有關聯。 

    H3-3-1：「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情緒性寂寞」越高。 

    H3-3-2：「自覺健康狀況」越不好，「社會性寂寞」越高。 

    H3-3-3：「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性寂寞」的影響。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自覺健康狀況與情緒性寂寞的相關係數 r＝.27，逹.05 的顯著水準；在結構方程 

      模式，自覺健康狀況與情緒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06，間接效果值為.03，皆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外向性與情緒性寂寞的關聯微弱，且未逹顯著水準，  

      H3-3-1 未獲得支持。 

（二）自覺健康狀況與社會性寂寞的相關係數 r＝.27，逹.05 的顯著水準；在結構方程 

      模式，自覺健康狀況與社會性寂寞的直接效果值為-. 06，間接效果值為.02，皆 

      未達.05 的顯著水準，除了顯示外向性與社會性寂寞的關聯微弱，且未逹顯著 

      水準，H3-3-2 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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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覺健康狀況對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03，未達. 05 的顯著水準，而自覺健 

      康狀況對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04，未逹. 05 的顯著水準，H3-3-3 未獲得 

      支持。 

假設 3-4、「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4-1：「情緒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2：「情緒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4-3：「價值肯定」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4：「價值肯定」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H3-4-5：「社會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 

    H3-4-6：「社會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共同感與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47，逹. 05 的顯著水 

      準，顯示情緒共同感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H3-4-1 獲得支持。 

（二）本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共同感與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35，逹. 05 的顯著水 

      準，顯示情緒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H3-4-2 獲得支持。 

（三）本研究結果顯示，價值肯定與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27，逹. 05 的顯著水 

準，顯示價值肯定越低，情緒性寂寞越高，H3-4-3 獲得支持。 

（四）本研究結果顯示，價值肯定與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11，但未逹. 05 的顯 

著水準，H3-4-4 未獲得支持。 

（五）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共同感與情緒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04，未逹. 05 的顯著 

      水準，H3-4-5 未獲得支持。 

（六）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共同感與社會性寂寞的總效果值為- . 27，逹. 05 的顯著水 

      準，顯示社會共同感越低，社會性寂寞越高，H3-4-6 獲得支持。 

假設 3-5、「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5-1：「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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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影響「情緒性寂寞」。 

    H3-5-2：「社會關係數量」會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定」、「社會共同感」間 

            接影響「社會性寂寞」。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75× (- .47)=-.35，社 

      會關係數量透過價值肯定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78 ×( - .27)=- .21，社會 

      關係數量透過社會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83 × .04=.03，累計社會關 

      係數量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35+(-.21)+.04＝-.52，逹.05 顯著水準， 

      H3-5-1 獲得支持，其中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 

      最強。 

（二）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75× (- .35)=-.26，社 

      會關係數量透過價值肯定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78 × .11=.09，社會關係數 

      量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83 ×( -.27)=-.23，累計社會關係 

      數量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26+.09+(-.23)＝-.40，逹.05 顯著水準， 

      H3-5-2 獲得支持。其中社會關係數量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以及社會 

      關係數量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此兩路徑的間接效果較強，而前者的 

      間接效果又略高於後者。 

假設 3-6、「人格特質之神經質」、「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6-1：「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H3-6-2：「神經質」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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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38) 

      ×.75×(-.47)= .13，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情緒性寂寞的間 

      接效果為(-.38) ×.78 ×(-.27)=.08，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 

      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38) ×.83 ×.04=-.01，累計神經質到情緒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總和為 .13+.08+(-.01)＝.20，逹.05 顯著水準，H3-6-1 獲得支持，其中 

      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最強。 

（二）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 38)  

      ×.75 × -.35= .10，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社會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為(-. 38)×.78×.11=-.03，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 

      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38) ×.83 ×(-.27)=.08，累計神經質到情緒性寂寞 

      的間接效果總和為.10+(-.03)+.08＝.15，逹.05 顯著水準，H3-6-2 獲得支持。其中 

      神經質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以及神經質透過 

      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此兩路徑的間接效果較強， 

      而前者的間接效果又略高於後者。 

假設 3-7、「人格特質之外向性」、「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7-1：「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H3-7-2：「外向性」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值肯 

            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46  

       ×.75×(-.47)=-.16，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情緒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為.46 ×.78 ×(-.27)=-.10，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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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46×.83 ×.04=.02，累計外向性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 

      效果總和為（-.16）+（-.10）+.02＝-.24，逹.05 顯著水準，H3-7-1 獲得支持，其 

      中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最強。 

（二）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46  

       ×.75 ×(-.35)=-.12，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社會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為.46 ×.78×.11=.04，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 

       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46×.83 ×(-.27)=-.10，累計外向性到情緒性寂寞的 

       間接效果總和為(-.12)+.04+(-.10)＝-.18，逹.05 顯著水準，H3-7-2 獲得支持。其 

       中外向性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以及外向性透 

       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此兩路徑的間接效果較強， 

       而前者的間接效果又略高於後者。 

假設 3-8、「自覺健康狀況」、「社會關係數量」、「社會供應」與「寂寞」具有關聯。 

    H3-8-1：「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情緒性寂寞」。 

    H3-8-2：「自覺健康狀況」程度會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價 

            值肯定」、「社會共同感」，而間接的影響「社會性寂寞」。 

上述研究假設的考驗結果如下： 

（一）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 

      為(-.06)×.75×(-.47)=.02，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情 

      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06 )×.78 ×(-.27)= .01，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 

      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06×.83×.04=0，累計自覺健康 

      狀況到情緒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02+.01＝.03，未逹.05 顯著水準，H3-8-1 

      未獲得支持。 

（二）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情緒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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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06)×.75 ×(-.35)=.02，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再透過價值肯定到社 

      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06) ×.78×(.11)=-.01，自覺健康狀況透過社會關係數量、 

      再透過社會共同感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為(-.06) ×(.83) ×(-.27)=.01，累計自覺 

      健康狀況到社會性寂寞的間接效果總和為.02+(-.01)+.01＝.02，未逹.05 顯著水 

      準，H3-8-2 未獲得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