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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合作於少年虞犯處遇之應用
陳佩宜*

林妙容

摘要
隨著時代的改變，少年虞犯的問題變得多元、複雜，且往往涉及多種層面。
傳統上，著重於少年虞犯個案本身之處遇已逐漸不敷使用，且難以達到成效。本
文之主要目的為探討網絡合作於少年虞犯處遇之可行性，首先簡述目前少年虞犯
處遇面臨之現況與困境，並指出未來須著力的方向為何，接著說明少年虞犯之定
義，逐步針對少年虞犯行為之成因以及目前處遇的模式進行探討，最後，再根據
研究及文獻提出跨專業網絡合作應用於少年虞犯之可行性，以提供助人工作者處
遇少年虞犯實務之參考。

關鍵詞：網絡合作、少年虞犯
陳佩宜*
林妙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pei327@hotmail.com）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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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少年虞犯的處遇方式大多以直接進入司法體系的方式處理，經過案件調
查、審理裁定後，少年虞犯可能進入少年觀護所或其他短期收容處。藉由剝奪少
年行動之自由，以進而達到威嚇之效果；自民國 98 年 7 月 31 日起，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做出釋字 664 號解釋之後，考量比例原則，以及人權保障之前提，少年
虞犯不能再以限制行動之方式來處理（鄭瑞隆，2009），取而代之的是，如何以
輔導的方式協助虞犯少年步入正軌。
顧名思義，少年虞犯強調少年並未有犯罪之事實，而其處遇的概念乃從原來
的司法處遇轉為自兒少福利之觀點出發。因此，在處遇上，如何提供少年虞犯所
需要之資源、協助與輔導，即是當下最重要的議題（鄭瑞隆，2009）。
筆者瀏覽相關文獻發現，個人特質、家庭生活、學校適應，而至社會政策等，
都可能是讓少年產生虞犯行為之要素。面對時代急遽變遷的現況，新興及特殊的
社會現象因應而生。少年身處在社會快速流動的狀態，心智也尚在懵懂、成長之
際，確實易於受到影響，面臨不同以往的挑戰，而產生適應不良之狀況（劉梅真、
黃鈺婷、張明宜、吳齊殷，2006）。
自生態系統之觀點分析，身為心理師及相關之助人工作者，若僅侷限於單一
面向來看待少年虞犯之行為，可能會落入瞎子摸象之窘境，而對其問題之處理不
得其門而入。若能連結與少年服務相關之專業領域工作者共同思考處遇之重點與
方向，相信更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筆者認為，少年虞犯確實並非犯罪者，對於少年虞犯之處遇也應擺脫過去懲
罰之模式。因此，自少年除刑化之後，基於保護及教育少年的立場，助人實務工
作如何以福利先行之概念進行處遇工作將是一大挑戰（蘇峻瑩，2010）。本文則
試以先從少年虞犯之定義及成因進行探討，並依據過去處遇少年虞犯之經驗，嘗
試提出可行之策略。
貳、少年虞犯
一、少年虞犯之定義
就字面而言，少年虞犯意即有犯罪虞慮之少年。依據我國現行少年事件處理
法（以下簡稱少事法）第二條之規定，稱少年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
少事法第三條第二款說明少年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之虞者，包括：(1)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2)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3)經常逃
學或逃家者；(4)參加不良組織者；(5)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6)吸食或施
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7)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
之行為者；少年虞犯常被認為是瀕臨犯罪之高危險群，而對於這些具有犯罪危險
性的少年，於法應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因此，根據我國現行少事法之規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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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含兒童）如果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犯罪行為），依該法規定由少年法院
（庭）管轄審理。假使少年有各種偏差或不當行為之表現，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
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也需由少年法院（庭）管轄處理。
二、少年虞犯之成因
少事法定義少年之虞犯行為表現，同時也指出性格及環境是可能導致虞犯行
為發生之因素。由於對少年議題之重視，學者針對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之成因做
了很多討論。劉梅真等人（2006）之研究顯示，少年、家庭與學校之間的關係如
果愈正向、愈緊密，少年即可以在生活中表現出較好的適應行為。相關研究亦進
一步指出，家庭、社區、個人特質以及負向的學校經驗可做為預測少年虞犯之指
標（Sander, Sharkey, Mauseth, Olivarri & Tanigawa, 2010）。可想而知，影響少年
行為之因素是多元且複雜的。以下，筆者整理相關研究及文獻，從個人、家庭、
學校、社會四個向度來逐步討論少年虞犯之成因。
（一）個人因素
在個人因素之探討上，相關研究多聚焦在個體生理及心理狀態的討論，其向
度包含個人特質、自我概念、適應能力，以及生理性疾患、遺傳、智力等因素（陳
靜，2003；Sander et al., 2010）
。其人格特質部分則強調個體對於特定情境的認知、
動機以及行為傾向。
依據傳統精神醫學以及心理學的概念，外在的偏差或犯罪行為主要是個人人
格或情緒無法適應等狀態所造成的（張景然，1992）。心理學家針對人格的不同
向度，如攻擊性、依賴性、外向性等，並嘗試找出人格特質與少年偏差、犯罪行
為之相關性，曾有研究證實少年的人格特質對偏差及犯罪行為的發生確實具有關
鍵性的地位。Hathaway 與 Monachesi（1963）比較 714 名少年犯罪者與 1096 名
一般少年在明尼蘇達多向人格測驗得分上的差異。其結果顯示，在精神病態量
表、男女性化量表、妄想狂傾向量表、精神分裂傾向量表以及輕躁症量表上有顯
著差異，研究結果認為，犯罪少年有更多人格偏異之傾向。黃俊祥（1999）比較
少年犯罪者與一般少年之心理特質發現，少年犯罪者傾向更多刺激的尋求、難以
延宕滿足、容易外在歸因、自我概念薄弱、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情緒管理不佳以
及價值觀偏差等現象。
生理健康部份是健全心理與良好社會發展的基礎，也為個體適應之基本條
件。以生理發展階段來看，少年正處於生長快速的時期，內分泌以及身體型態等
都會面臨巨大的改變；再者，發展速度、先天性疾病以及遺傳等因素也會因個別
差異的不同而影響少年之成長。研究發現，少年患有內分泌失調或精神疾患等都
與暴力行為的產生有關（Thornton, James & Doerner, 1982）；許春金與侯崇文
（1996）的研究也指出，少年的健康狀況愈差，偏差行為也愈嚴重；Vijayanath 等
人（2010）也針對少年偏差行為之成因提出論點，並強調生理因素，認為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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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不佳以及智力不足可能導致少年類似之偏差行為之發生。
（二）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對少年之影響最為重要，同時也是最為糾結、混亂的，當中包含父
母婚姻關係、管教方式、親子關係、手足關係、家庭功能，和家庭價值觀等（Mann
& Reynolds, 2006）
。特別的是，少年虞犯當中也有極少數的少年是逃學但是不逃
家，思及原因可能與家庭過度溺愛或保護有關，家中過於舒適之感受讓少年在學
校裡的挫折忍受力降低（何明晃，2009），顯示家庭系統與少年的連結過與不及
都可能導致少年虞犯行為之發生。
對少年而言，家庭不僅是成長的地方，更是建立自我概念、發展社交技巧的
場所，由此可知家庭對少年之重要性絕對不容小覷。呂清發（2004）研究親子關
係與少年偏差行為之相關性。研究者針對 8 個個案家庭進行訪談，抽取出兩個家
庭影響變項，包括家庭結構不健全（單親、隔代教養）以及家庭功能不良（責罰、
溺愛、疏離或家長的不良示範等）；劉泰一（2005）針對 3 名保護管束之少年進
行訪談，一致地呈現出家庭成員互動之界限模糊或僵化、權力位階壓迫以及社經
地位低下的狀況；劉梅真等人（2006）研究也發現家庭凝聚力與偏差行為成負相
關，意指當家庭凝聚力愈高，少年偏差行為之產生就愈低；Chung 與 Steinberg
（2006）針對 488 位少年進行縱貫性研究，其得到之結論認為，家庭氣氛以及父
母之教育、養育之方式可做為預測少年偏差行為的要素之一。
（三）學校因素
除了家庭，學校亦為少年生活之重要場域，且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與這個環境
共處。想當然爾，學校對於少年行為之影響力就不見得會亞於家庭因素。
學校方面則是與學校生活相關，像是教學內容無趣、不當能力分班、師生關
係惡劣，以及校園幫派或霸凌（bully）現象等，強調學業困境、同儕人際互動以
及師生關係之衝突與困境。
相關之研究指出，少年智力成績表現較高、客觀學業較佳或自我學業評鑑較
佳者，其非行就愈少，受警告處分的次數也愈少，顯示學業成績與偏差、犯罪行
為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許春金、馬傳鎮、馬鎮華，1997）
。另外，許春金（1986）
指出學生「在乎老師看法」與否與偏差、觸法行為之間呈現負相關，表示師生間
的關係以及對老師的依附愈佳，相對地偏差行為就愈少；其他相關研究也發現，
少年對於學校的認同感增加時，相對地偏差行為也會隨之減少（劉梅真等，
2006）
，顯見少年對於師長以及學校之認同度，能夠穩定少年再學校的適應表現。
Mann 等人（2006）認為學校影響少年偏差行為之因素主要為負向經驗的累積，
包含學業成就低落以及在師長、同儕間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與關照等，都可能是
導致少年虞犯行為發生之因素。
（四）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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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因素是指家庭及學校以外，少年可能接觸之場域，由於範圍之廣大，對
於少年之影響更是防不勝防，例如：與社區及鄰里之互動、不良之校外同儕及友
伴關係、沈溺於娛樂休閒、宗教活動、不良之社會風氣，以及色情及暴力傳播媒
體的渲染等（郭靜晃，2001；Quigley, 2005）。
歸納並分析文獻發現，影響少年偏差、犯罪行為之社會因素可分為社區環
境、幫派、特種場所、大眾傳播以及失業率等要素（劉肖泓，2005）；研究也指
出社區功能以及鄰里之間的架構與連結與少年虞犯行為有關，包括社區貧窮、住
戶流動率、種族異質性等，都與少年虞犯行為有極高的相關性(Chung & Steinberg,
2006；Weijters, Scheepers & Gerris, 2007)。Fariña、Arce 與 Novo（2008）抽取高
危險社區之少年 115 名，以及低危險社區之少年 191 名以進行分析，希望能瞭解
社區對於偏差行為以及社會能力之影響，其結果證實，相較於低危險社區之少
年，在高危險社區之少年有較高的偏差行為以及較低之社會能力，更顯見社區環
境對少年行為之影響力。
綜合上述成因之討論，個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對於少年虞犯行為的表現
是影響深遠的，因此，如何能對症下藥，協助少年虞犯能夠重新擁有穩定的生活，
需考量到少年虞犯行為成因之多樣及複雜性。
三、少年虞犯之處遇
少年虞犯之處遇自立法以來一直是眾家爭論的焦點，直至今日，無論是以何
種形式來處遇少年虞犯皆有學者表態支持。由於我國對於少年虞犯議題之重視，
並期待尋求一個合適的處遇方法，周愫嫻與陳吳南（2008）統整我國至今對於少
年虞犯之處遇，並闡述各家學說之概念，以提供助人工作者對於少年虞犯之處遇
有更多的了解，以下筆者將摘述其內涵。
（一）司法處遇說
司法處遇之概念立基於國家親權主義以及社會防衛之思想。國家親權主義強
調國家應該以兒童、少年的幸福為名，強制地介入、干涉兒童、少年的成長過程，
以矯治其生活上或人格上的缺失；而社會防衛則考量被害風險，認為及時的制止
才能防止傷害繼續擴大，也因此，司法處遇充滿了強制性及管教性的特色。
目前針對少年虞犯之司法處遇策略主要以保護處分為主，提供法律的強制
力，透過約束以及教育的方式來協助少年虞犯重新修復並適應生活。然而，司法
處遇也有其限制，考量少年虞犯未有犯罪之事實，以及司法資源有限的狀況下，
要單以法治及公權力來協助少年虞犯似乎難上加難（鄭瑞隆，2009）。
（二）社會福利處遇說
社會福利處遇之觀點主要以生態系統觀以及復健哲學為主，聚焦於少年虞犯
生態系統之間的互動及連結，認為少年虞犯之行為表現即是系統互動下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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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家庭、學校更甚至是社會文化，都可能對少年之行為造成影響；而復健哲學
的概念即在於修補，考量到系統連結之破壞，因此，以提供社會福利之方式來協
助少年虞犯修復系統在互動時所造成的傷害。
只是，若單以社會福利處遇少年虞犯，可能將會面臨角色混淆之衝突，畢竟
助人工作者需要面對少年虞犯多重的生態系統，不同角色的轉換以及矛盾都可能
使的助人工作變得窒礙難行，有時更是需要強制性的力量來介入（古芳瑜、吳姿
儀、李佩穎、余致興、謝欣伶，2010）。
（三）個人責任說
個人責任意指個體享有應該之權利，當然也必須負應盡之責任與義務，特別
是現在強調個人主義、自由權利的社會，更應該負擔自己的責任與風險。
基於上述觀點，父母為少年虞犯之行為代理人，對於少年有教養之責任與義
務，因此當少年發生問題時，理應先由家庭介入處理，只有當家庭完全無法處理
少年問題時，國家才基於請求，被動地提供協助。
筆者認為個體確實有行使權利並為其負責之義務，但是要家庭為少年虞犯之
問題負起全部責任似乎過於沉重，在國家、社會處於被動協助的狀況下，最後可
能導致整個家庭的絕望及無力感。
（四）綜合說
綜合說即是整合上述三個概念，考量到標籤化的影響以及家庭與個人責任，
學者提出可將少年虞犯優先交由家庭負責，當家庭面臨困難無能為力時，再向社
會福利與司法單位求助，並請求國家公權力的介入。
觀其綜合說之論點，可以發現其融合了上述三項觀點的優勢，嘗試加入更多
的資源，來協助處遇少年問題。此論點與跨專業網絡合作之處遇模式有相同之概
念，也提醒著在處遇上不同資源連結的重要性。
從少年虞犯之成因來作思考，這群孩子所面臨的困境與衝突來自週遭不同的
系統，可能受到個人、家庭、學校亦或是社會因素的影響，意即少年虞犯的問題
並非單一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在面對如此混亂之狀況，他們需要更多資源的協
助。依據這樣的概念，似乎單一系統的介入策略已沒有辦法針對少年虞犯的狀況
提供更好的協助，且資源分散的結果也可能導致服務供給片斷、零散以及資源重
疊浪費等現象，對於少年權益亦或是社會成本都會是一種傷害。因此，透過網絡
合作以系統之觀點掌握少年虞犯的問題、需求與動態，並連結資源網絡提供所需
之服務，是解決目前少年虞犯處遇困境可行之方式。
社區鄰里、學校、醫療、衛生、教育、社會福利、警政以及司法等單位之資
源是少年健康成長強力的後盾，要如何將善用這些資源，並讓少年虞犯的生活回
歸平穩，我們需要更了解何謂網絡合作，故筆者將接著將針對跨專業網絡合作模
式進行更深入的說明與討論，並嘗試討論此模式於少年虞犯之處遇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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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網絡合作於少年虞犯處遇之應用
一、網絡合作之定義與內涵
受到生態系統觀以及社會變遷之影響，助人工作也嘗試因應個體不同之需求
發展出相對應的服務型態，而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即是目前助人實務之趨勢
（Fariña et al., 2008）
。那麼，要瞭解處遇少年虞犯是否適用跨專業網絡合作之模
式，我們第一步要先了解其定義及內涵。
Gardner（1994）定義網絡合作之概念，認為各機構間在共同目標以及整合
資源的前提下，連結專業及非專業之相關系統一起進行工作，以提供更多元的協
助。施教裕和宋麗玉（2006）提出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意旨跨越各專業科際之間
的整合與共事，共建一個完整和暢通的服務輸送體系或社會服務資源網絡，期待
能夠透過資源網絡的連結，以為面臨多重問題的案主提供符合其個人需求之全人
的服務。因此，為了能夠直接協助案主解決所面臨的複雜問題，並善用個體周邊
的生態系統及社會的各種資源，資源網絡的連結與建立是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環節
（黃源協，2006）。
網絡合作的概念與以往處遇的精神不同，過往的介入強調的是降低以及改善
問題行為的發生，大多聚焦在個體的心理因素，以再教育及認知重構的方式來協
助個案重新適應生活；然而網絡合作則是從需求出發，不單就個人行為問題來進
行診斷，而是評估個體的週邊系統來提供合宜之服務與資源。當然，以往處遇的
形式相信會有蝴蝶效應的發生，只要個體有一點的進展與改變，都有可能讓系統
間的互動有所不同；試想，網絡合作從生態系統的觀點出發，鬆動各系統之間僵
化的互動模式，對於個體來說會帶來多顯著的不同，如果說小改變能夠產生大改
變，相較於聚焦在個體問題的處遇，系統改變的結果似乎能夠帶來更龐大的效益。
總而言之，網絡合作是一套強調個體需求及其生態系統互動之模式，在資源
連結、整合的概念下進行互動，以提供不同的專業知能以及服務介入方式來協助
個體在生活上能夠逐漸恢復平衡穩定的狀態。
二、網絡合作模式之實務觀點
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的概念特別強調資源的連結及整合，其目的即是因應個
體生態各系統所造成之不良影響。思及少年虞犯之成因與多重生態環境因素有
關，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似乎能更有效地應用在少年虞犯之處遇，針對其面臨之
困境與挑戰提供合適之幫助，相關文獻在少年處遇之建議亦提及跨專業網絡合作
之處遇模式，並強調專業合作之必要性（許福生，2005；古芳瑜等，2010）。
以雲林縣家庭暴力事件高危險個案跨機構網絡評估方案為例，此評估會議結
合警政、社政、衛政、法官、檢察官、教育處承辦人，以及相關民間協會等人員
共同參與。因考量到個體的家庭暴力行為成因多元，若僅依賴單一行政單位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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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恐怕難收成效，故不同部門各司其職，透過即時的橫向連結與溝通來提供最周
全的服務，並兼收監督及提醒之功能，以適時調整方向與策略，在實務工作上也
確實能夠早期發現高致命之危險因子，並降低、避免更嚴重之事態發生（吳啟安，
2009）。
國內在有中輟之虞學生議題的處遇上也曾應用網絡合作之概念，其相關研究
指出，處遇行為問題時若只關注在學生個人面向而忽略生態系統之影響，輔導之
效能難以彰顯，且問題復發率極高，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成果，故有效之學校輔導
工作已將個體所處之生態系統納入評估及處遇範疇，結合各種專業和資源來提供
個體所需之服務（郁雲龍，2011）；另外，處理高風險家庭兒少的偏差行為過程
中也時常會遇到許多困難，諸如找不到孩子、家長拒絕溝通或是不聞不問、孩子
缺乏到校動機等，故兒少福利聯盟結合各專業之力，包括警政、法政、教育以及
社工等來組織一個跨專業的網絡合作團隊，共同處遇孩子的偏差行為（古芳瑜
等，2010）。
目前我國現行少年虞犯多僅由法院自行處理，而社會福利機構對於接受保護
處分之少年，多數不願意接納，加上司法資源有限，少年保護官要爭取少年需要
之福利與資源實屬不易（周愫嫻、陳吳南，2008）。雖然如此，對於偏差行為屬
輕微之少年，若能透過跨專業網絡合作由社會福利單位之助人工作者輔導為之，
不但可以減輕觀護人之負擔，同時也可避免少年抗拒反應以及標籤化效應（施奕
輝，2005）。研究指出少年司法處遇之工作成效會受到少年個人、家庭、環境以
及執法者等因素影響（劉芳安，2009），意即少年行為問題之成因可能受到多重
因素的影響，若僅處理單一面向仍舊徒然。也因此，為了因應少年虞犯多元之需
求，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似乎是目前不可避免的趨勢。相關研究建議，中央應連
結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及機構以及諮商師、社工師等助人工作者，並建立穩固的
夥伴關係，得以透過不同資源的連結，共同致力於少年虞犯之處遇（許福生，
2005；劉肖泓，2005）。黃碧霞（2006）也提出因應少年問題之策略，認為單一
的政策、方案是無法解決的，需積極整合司法、衛生、教育、勞工等不同專業與
民間團體共同參與推動，從而司法轉向制度不斷改良與精進，使兒童、少年能獲
得所需的協助。
網絡合作模式在實務工作上仍有其困境及挑戰，但是為了因應複雜且多元的
行為成因，從點、線、面系統觀的概念來進行處遇，已是不得不為之事，要如何
促進網絡間的合作以發揮更好之效能，即是需要努力學習的目標。
三、以南投縣少年輔導委員會-少年虞犯評估小組會議為例
自大法官做出釋字 664 號解釋後，少年虞犯除刑化對中央、地方社政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安置教養機構以及少年司法系統所造成之衝擊甚大，正因如此，
在積極倡導少年虞犯福利先行以及強調復原和犯罪預防之概念下，跨專業網絡合
作模式在助人實務工作中似乎更顯其重要性，透過整合社會福利之專業助人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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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入處遇，其包括兒少保護社工、兒少福利社工、教育及課輔人員、醫事工作
者、諮商師、少年警察隊與觀護人等，整體性地評估少年所需要之資源，來協助
少年虞犯得以修復並適應生活（鄭瑞隆，2009；Chung, 2000）。
隨著跨專業網絡合作模式逐漸為助人工作者所重視，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也開
始推動「少年虞犯評估小組會議」之機制，以預防的概念為基礎，及縣內少年輔
導網絡充分配合之有利條件下，以社區警政為主體，逐步建構小組之評估流程及
機制。同時，考量少年虞犯不同之需求，即開始著手連結跨專業之資源，以共同
針對少年虞犯的問題思考介入之策略。目前，「少年虞犯評估小組會議」參與之
成員包含少輔會、少年隊、教育處、社會處之代表，以及法院觀護人、少年就學
之學校主任及其老師和縣內各輔導機構之社工等與少年相關之資源與系統，至
今，仍持續透過溝通與協調邀請不同專業領域加入處遇少年虞犯的行列，以朝建
構更為全面、完整之預防網絡目標邁進（蘇峻瑩，2010）。
「少年虞犯評估小組會議」運作流程：（一）南投縣縣內鄉鎮之國民中學針
對高風險少年之處遇可轉介少年輔導委員會，或是其他相關兒少單位以尋求資
源；（二）介入處遇後若評估成效良好，即可自行結案；反之，評估個案尚需更
多資源來提供協助時，相關單位或機構得向「少年虞犯評估小組」提出申請；
（三）
可申請之單位包含社會處合作之福利機構、學校輔導室或學務處、警察局少年
隊、少輔會或其合作之輔導機構、法院觀護人室等。申請單位必須填寫「召開少
年虞犯預防評估小組會議申請單」，且須檢附輔導訪視紀錄，如無該紀錄，可請
通報者到會議當場報告；（四）申請案件達五案時，由少輔會啟動會議，邀請專
家學者代表、申請單位（機關、學校、機構）代表、社會處代表、教育處代表、
觀護人室代表、少輔會代表、少年隊代表、其他與個案有關代表針對提報之個案
共同參與討論與決策網絡之處遇方向；（五）會後則針對個案處遇方向之決議發
文於相關單位著手執行，由少年輔導委員會持續進行追蹤，並於下次會議時針對
決議事項之執行情況提出報告說明；（六）經後續追蹤成效良好可評估結案；反
之，少年行為問題倘若持續惡化，並符合虞犯要件時，則評估進入司法程序，移
送交由少年法庭進行審理。
以「少年虞犯評估小組」實際處理之一位個案為例，其少年轉介之主要問題
包括無學習動力、人際互動不佳，以及師生關係惡劣等狀況，學校評估行為嚴重
偏差；而少年之生理方面亦受到生活習慣以及物質濫用的影響，健康狀況不佳；
故轉介單位期待「少年虞犯評估小組」可協助糾正少年之行為，並幫忙個案回歸
學校生活。此個案之處遇經歷三次會議之討論，歷時近五個月。第一次會議決議
之重點在於警察局少年隊先派員對少年進行約制並填寫約制單，同時邀請學校代
表進行見證；另一方面協助少年連結社福資源，以提供就醫、就學、就業之需求；
第二次會議則針對執行情形進行討論，少年問題行為已漸趨減少，生活也逐漸出
現重心，但是為維持少年積極的生活態度，學校、社福單位以及家庭三方面仍須
橫向聯繫配合，定期提供關心並給予鼓勵；在持續進行追蹤後，開會評估個案心
理穩定發展，生活作息各方面都有所調整，且有明確之生涯目標，最後於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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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決議結案。
南投縣為少年虞犯之處遇辛苦踏出第一步，實為得來不易，也總算是有一些
初步的成果，雖然目前尚待具體的成效評估出現，但是確實為少年虞犯之處遇開
啟全新的嘗試。
肆、結論
少年虞犯的行為反映著整體社會的問題，他們可能因為個人生、心理的狀
態、家庭、學校、甚或因傳統社會結構失去功能等因素而導致偏差行為的發生（黃
碧霞，2006）
。因此，面對犯了錯的少年，應以包容的態度以協助他們度過危機。
社會快速的改變，少年的問題日益複雜，而助人工作的服務型態也因應如此
棘手的問題而逐漸有所調整。生態系統觀點，以及多元文化之概念擴展了助人者
對少年行為問題的詮釋及看法。以往強調因果之論點早已不再適用，有效助人者
必須重新考量個體週邊之生態系統及其交互作用是如何影響個體之生活方式，並
嘗試以不同的方式來撼動個體之生態系統以達到改變之目的；另外，處遇之概念
亦不再只是針對觸法行為的改善，而是更加重視預防之工作，除了嘗試降低少年
犯罪率，更以積極、正向的態度來看待少年問題行為的出現，讓我們有機會及早
給予支援，提前在狀況惡化之前，及時遏止遺憾的發生。
綜上所述，少年虞犯之處遇工作對於預防少年犯罪極為重要，而因其樣態之
多元與複雜，所以需要不同專業領域之工作者相互合作。在保護少年以及強調預
防的前提下，助人工作者應以跨專業網絡合作之概念連結相關的人員加入，以共
同協助虞犯少年得以重新開展新的生活，並進而達到處遇工作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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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of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have become diverse and complex,
making effective juvenile pre-delinquence intervention plans imperative.
The definition, causes and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for the juvenile pre-delinquents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juvenile pre-delinquent
intervention are also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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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悲觀對大學生學習倦怠的差異分析
黃韞臻

林淑惠*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比較樂觀、悲觀特質不相同的大學生在學習倦怠上的差
異情形。本文以「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樂觀/悲觀量表」為研究工具，以國
內 10 所大學學生為問卷施測對象，共得有效樣本 1,932 份，採用 SPSS 套裝軟體
進行資料的分析，所使用統計方法包含敘述統計、Pearson 相關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ANOVA，以及 Scheffé事後比較法。主要獲致結果如下：（一）高度樂觀
大學生較低度樂觀者有較低的人際疏離與情緒耗竭，但有較高的負面學習情緒；
高度悲觀者在各方面的倦怠感皆較低度悲觀者嚴重；（二）無論就整體或個別構
面的學習倦怠來看，四種組別中以高樂觀高悲觀組的倦怠感受最高，其次為低樂
觀高悲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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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過去的研究中，倦怠主要針對專業助人工作者或工作中需與他人有密切互
動的從業人員為對象，其中又以社工人員、護理人員和教師受到較多的關注，然
而，研究（Balogun, Helgemoe, Pellegrini, & Hoeberlein, 1996; Jacobs & Dodd, 2003）
發現，倦怠現象同樣出現在學生族群中。學習倦怠是職業倦怠的理論擴展，意指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因為課業壓力、課業負荷，或其他個人心理層次上的因素，
以至於有情緒耗竭、消極態度，及個人成就感低落的現象（Balogun et al., 1996;
Lingard, Yip, Rowlinson, & Kvan, 2007; Zhang, Gan, & Cham, 2007）。學業學習是
大學生主要的生涯課題之一，此議題往往關係學生的生涯滿意與自尊，亦是家
長、教師和教育單位關切的重要議題（林清文，2001），目前國內關於大學生學
習倦怠的研究較為缺乏，本研究欲藉實徵數據探討國內大學生學習倦怠行為，希
冀研究結果能提供學校輔導單位或相關領域研究者之參考及應用。
樂觀/悲觀是經常被提及的一種人格特質，係指個體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
做出好壞預期的一種穩定傾向（Carver & Scheier, 2002），樂觀者通常會對未知
結果的生活事件傾向做出好的預期，而悲觀者則相反。Scheier、Carver與Bridges
（2002）綜合過去的研究指出，樂觀和悲觀在穩定的因應傾向及面對壓力情境所
產生的因應反應上均有差異，樂觀者偏向主動問題解決，悲觀者傾向逃避。洪瑞
斌與陳怡璇（2009）於回顧諸多職業倦怠的相關文獻之後認為，相關個人特質是
影響個體職業倦怠的重要前因變項，而個體的樂觀/悲觀風格即為其中一變項，
亦即個體的職業倦怠情況與個體的樂觀/悲觀傾向有關。由於學習倦怠是職業倦
怠的理論擴展，因此，研究者欲探究樂觀/悲觀的人格特質之於大學生，是否如
同其之於工作者一樣存在密切關聯，主要欲探究不同樂觀/悲觀取向的大學生在
學業學習過程中的倦怠感受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以往大多數的研究者將樂觀與悲觀視為一體兩面，簡單言之，就是將很不樂
觀視為等同於悲觀；然而，事實上，對事情不作正向的預期與對事情作負向的預
期兩者間應該還是存在著些許差異。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採取二向度的觀點
看待樂觀與悲觀，也就是將樂觀與悲觀視為兩個不同的，而不是單一向度的人格
特質；陸續出現的一些研究結果中，也發現樂觀與悲觀確實是相關但不相等的兩
種概念（丁明潔，2003；吳相儀、林耀南、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2008；
Creed, 2002; Herzberg, Glaesmer, & Hoyer, 2006; Kubzansky, Kubzansky, &
Maselko, 2004）。而賴怡君（2007）卻認為，單純考量樂觀及悲觀並不足以反應
出個體差異，若樂觀與悲觀確實代表預期特質中正向和負向兩向度時，應可從個
別差異的角度來進一步區分為高樂觀高悲觀、高樂觀低悲觀、低樂觀高悲觀，以
及低樂觀低悲觀組四個組型，其想法源自於Hummer、Dember、Melton與Schefft
（1992）於探討樂觀和悲觀之間的關係時發現，有一群不同於樂觀和悲觀者的個
體存在，而後賴怡君的研究證實，確實存在所謂的高樂觀高悲觀者。上述學者的
觀點各有其理論依據，本研究將參酌其觀點分別依二向度以及四個組型方式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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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樂觀/悲觀傾向者的學習倦怠議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比較高低樂觀者、高低悲觀者在學習倦怠上的差異。
二、比較高樂觀高悲觀組、高樂觀低悲觀組、低樂觀高悲觀組，及低悲觀低樂觀
組等四個組別在學習倦怠上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大學生的學習倦怠現象
倦怠的概念由Freudenberger（1974）首先提出，認為倦怠是個人由於執著於
某種生活的理想或方式，或者是因為無法得到預期的回報而產生的一種慢性疲乏
症、抑鬱及挫折感；之後許多學者紛紛提出了此方面的實證研究，Maslach（1982）
提出了「職業倦怠三因子模型」，此理論至今仍是學界進行職業倦怠研究時主要
的參考架構。依此理論模型，職業倦怠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1）低成就感：指對
自我與工作成就感的負面反應，個體感受到沮喪、退縮、無力，及缺乏因應能力；
（2）乏人性化：指與他人互動上的負面情緒，個體失去原有的服務熱忱或態度，
以不當的方式或反應對待服務對象及同事；
（3）情緒耗竭：指心理與生理的無力
感，例如個體感覺筋疲力竭、情感耗竭、喪失樂趣、精神不濟等等。
雖然學生並非工作者，但他們幾乎每天活動於彷彿為一組織的校園中，在規
定的時間到校、完成作業，為通過考試或優良成績而努力，就心理學的觀點，其
核心活動能夠被視為「工作」。因此，相對於工作者會出現倦怠現象，學生族群
亦會產生學業倦怠心態，對教師課業的要求感到筋疲力盡，對周遭人事冷淡而無
人情味，由學習中無法獲得成就感；誠如Meier與Schmeck（1985）以及McCarthy、
Pretty與Catano（1990）所認為，學習倦怠是大學生的一種經驗。因此，關心學
子心理發展的學者逐漸將工作倦怠理論延伸至學習範疇（Balogun et al., 1996;
Jacobs & Dodd, 2003; Schaufeli, Martínez, Marqués-Pinto, Salanova, & Bakker,
2002）
。張治遙（1989）
、Meier與Schmeck（1985）充分說明了學習倦怠的內涵，
認為學習倦怠所代表的涵意是指學生因為長期的壓力或負荷而產生精力耗損，對
學校課業及活動的熱忱逐漸消失、對同學態度冷漠和疏離的行為、及成績未如預
期的好而對學校課業抱持著負面態度的一種現象。
有關學生的學習問題或困擾時有耳聞，例如，在個人方面：對就讀科系不感
興趣，沒動機學習；學習困難，質疑是否有能力面對後續的課業；對學校、教師、
班級、課業的認同不強，甚至常缺課（黃玉，2004）；對自己未來很茫然、無目
標也無想法；社團外務活動太多（Black, 2002）或沉迷網路疏忽課業（游森期，
2001）等等。在家庭環境方面：父母期望過高、家庭氣氛不好、家庭窮困。在學
校環境方面：課程安排不妥、師生關係欠佳、班級氣氛不良（洪寶蓮，2001）。
這些在各方面層出不窮的問題都可能影響大學生專心學習的心態，Pines與Ka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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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以大學生和助人專業工作者為對象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對於學校
求學期間的學習倦怠程度高於助人專業工作者對於工作期間的工作倦怠程度，學
生族群於學習上的倦怠感受如同工作者的職業倦怠一樣需要加以關注。
學生一旦產生了學習倦怠，可以概括出下列幾項特徵（楊惠貞、范錚強，
2004；Lingard et al., 2007; Zhang et al., 2007）：1.學習意願和學習動機會降低；2.
情感與認知方面將產生負向改變，使學生明顯地喪失學習的熱忱及活力；3.無法
適當地應付功課壓力與挫折，對學校課業顯現出不關心與不在乎的態度；4. 學
生顯現出耗盡身心資源的現象；5. 缺乏成就感；6.在學校的課業或活動上容易表
現出疏離或退縮的行為，甚至遲到、早退、缺席或休學等情況。綜觀此等學習倦
怠徵狀，如同於一般工作者的職業倦怠，學生族群所產生的學習倦怠亦可以大致
歸類為低成就感、人際疏離、情緒耗竭等三個面向。
國外如美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於探討學生的學習倦怠行為時，均
依據三因子模型理論（Balogun et al., 1996; Chang, Rand, & Strunk, 2000; Law,
2010; Schaufeli et al., 2002）。然而國內學者黃韞臻與林淑惠（2011）於針對台灣
大學生的研究中，在學習倦怠行為的因素結構上增列了「負面學習情緒」，此因
素雖類似於情緒耗竭因素，同樣強調情緒上的負面發展，但「情緒耗竭」偏向於
心理方面，表示個體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缺乏活力、體力資源耗盡的現象；而
「負面學習情緒」因素則偏向於學習行為方面，表示個體對學校功課感到厭倦、
乏味、提不起勁，以至於對學業產生排斥。黃韞臻與林淑惠以四因素模式理論建
構了「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並進一步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了學習倦怠的
四因素模式對於國內大學生的適用性。換句話說，對國內大學生而言，在學習過
程中其倦怠感受應可由四個面向來觀察，除了偏重認知層面之「低成就感」、偏
重行為層面之「人際疏離」，以及有關個人心理方面情緒發展的「情緒耗竭」等
層面外，在情緒層面上，與個人心理方面的情緒同等重要的是，關乎課業方面的
學習情緒。學習倦怠四個因素內涵的界定大致如下（黃韞臻、林淑惠，2011）：
1. 低成就感：此因素偏重認知層面，指降低對自己的評價，甚至否定自我的
表現。也就是說，學生若於學業上出現倦怠感覺，容易喪失自信，對自己的能力
產生懷疑。
2. 人際疏離：此因素偏重行為層面，此指個人以玩世不恭和不帶感情的方式
或態度，以回應周圍的人際關係，對學校產生疏離感，以消極、疏遠、否定的態
度面對學習。
3. 情緒耗竭：此因素指有關個人心理方面的情緒發展，表示學生在學習過程
中，表現出缺乏活力、體力資源耗盡的現象。
4. 負面學習情緒：此因素指有關個人課業方面的情緒發展，表示學生對學
校功課感到厭倦、乏味、逃避、提不起勁，以至於對學業產生排斥。
二、樂觀/悲觀特質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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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人的樂觀與悲觀特質，學者依不同角度抱持不同觀點或看法。有研
究（Dember, Martin, Hummer, Howe, & Melton, 1989; Taylor & Armor, 1996）認為
樂觀是一種認知的偏誤，低估負向結果，高估正向結果，可說是一種正向幻覺；
施建彬與陸洛（1997）同樣提到樂觀是一種認知偏誤，這偏誤會使個體專注於接
收正向訊息，而忽略負向訊息，但是這正向偏誤是來自於個體對於負向心情找尋
一個可供選擇的解釋。也有學者（Bandura, 1988; Schwarzer, 1994）認為樂觀是一
種普遍化自我效能，即個體在面對環境時，對於自己的因應能力具有高度自信。
至於以結果預期的角度來定義，認為樂觀與悲觀是在面對不確定狀況時，預期會
有好或壞結果發生者，亦不在少數（丁明潔，2003；李澄賢，2004；Segerstrom,
2001）
。還有一些以歸因的角度為觀點的研究（常雅珍，2004；Peterson & De Avila,
1995; Seligman, 1991）認為，樂觀與悲觀是指個體對於發生於自身正面及負面事
件的解釋風格，Snyder（2002）即指出以理性、正向的情緒和態度接納眼前既定
的困難事實就是樂觀。本研究將依丁明潔（2003）、李澄賢（2004）與Segerstrom
（2001）的方式，以結果預期的角度來定義樂觀與悲觀特質，即樂觀與悲觀是個
人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做出好壞預期的一種穩定傾向。
在過去的研究中，大多將樂觀與悲觀視為單一向度，並未將兩者加以區分，
意即認為很不樂觀等同於悲觀；然而，近期的研究諸如吳相儀、林耀南、陳學志、
邱發忠與徐芝君（2008）、Creed（2002）
、Herzberg、Glaesmer與Hoyer（2006），
以及Kubzansky、Kubzansky與Maselko（2004）
，均認為樂觀和悲觀為兩因素模式，
此二者其實分屬於相關但不同的人格特質，應該分別進行探討或測量；許多研究
也開始從兩向度的觀點分別去分析樂觀和悲觀特質對個體適應及心理健康的影
響（丁明潔，2003；Chang, Sanna, & Yang, 2003; Gaudreau & Bolndin, 2004）。其
中，丁明潔（2003）探究了國中生樂觀/悲觀傾向與學校生活適應間之關係；吳
相儀、林耀南、陳學志、邱發忠與徐芝君（2008）針對國小學童編製了樂觀/悲
觀量表，於進行嚴謹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後指出，雙因子比單因子模式在各項適配
度指標及參數表現均為良好，顯示樂觀及悲觀是雙因子的論點得到支持，也就是
說，個人的樂觀及悲觀信念是有可能兼具的。
於社會學習理論中（Bandura, 1986），個體認知的評估、自我效能、結果預
期被認為是對特定情況的反應，而非性格或特質所決定，由此觀點，個體可能對
生活中的某些處境感到樂觀，例如，工作、交友，然而卻可能同時對其他處境感
到悲觀，例如，婚姻、性生活（Chang, D’Zurilla, & Maydeu-Olivares, 1994）
。Hummer
等人（1992）於探討樂觀和悲觀之間的關係時亦發現，有一群不同於樂觀和悲觀
者的個體存在，Norem（齊若蘭譯，2002）的觀點與之雷同，其發現有一群過去
具有良好成功經驗，但卻習慣藉由負向預期來面對壓力者（稱之為防禦性悲觀
者），其適應狀況與一般樂觀和悲觀者並不相同，其會藉由負向預期來促使自己
思考，並採取更多的解決之道來處理當下的壓力或情緒。Benyamini（2005）曾
針對120位患有關節炎的年長者進行研究，發現在某些情況下高樂觀和高悲觀特
質確實可能共存，同時具高樂觀和高悲觀特質者對於疼痛的因應策略與其他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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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相同。賴怡君（2007）研究認為，若樂觀與悲觀確實代表預期特質中正向和
負向兩向度時，應可從個別差異的角度來進一步區分為高樂觀高悲觀、高樂觀低
悲觀、低樂觀高悲觀，以及低樂觀低悲觀組四個組型，而後賴怡君的研究證實，
確實存在所謂的高樂觀高悲觀者。Palgi 、Shrira 、Ben-Ezra、Cohen-Fridel 與
Bodner （2011）比較年輕與年長兩族群的樂觀/悲觀四個向度在情緒適應方面的
差異，結果指出，對於年輕族群而言，高樂觀低悲觀者有利於情緒調適，而對於
年長族群而言，對情緒調適較具正面影響則是高樂觀高悲觀或低樂觀低悲觀者。
不過，雖然少數研究曾提到所謂的「低樂觀低悲觀者」（賴怡君，2007；Palgi et
al., 2011），但尚未出現確切證據支持此族群的存在。
樂觀除了在情緒狀態上，被發現與沮喪、生氣、焦慮呈現負相關之外，部
分研究亦指出，樂觀者較不易出現生理症狀及職業倦怠的現象，而且樂觀者的生
活滿意度與自尊也比悲觀者來得高（Cederblad, Dahlin, Hagnell, & Hansson, 1995;
Fry, 1995; Nelson, Karr, & Coleman, 1995），可見樂觀在個體生理與情緒的良好
適應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並非所有的研究中皆顯示樂觀將導致一切良性
的結果，有研究即指出當不考慮實際狀況而過度樂觀，或對徒勞無功的事物感到
樂觀時，有時反而會導致結果更糟糕（Epstein & Meier, 1989），因為當情況處
於難以改變之時，樂觀者可能會因為過度樂觀而不知放棄，以致問題愈加嚴重或
錯過改善的良機（Tennen & Affleck, 1987）。同樣地，有時悲觀者會由於對失敗
的憂心和恐懼而更加努力，以致於會與樂觀者有相同的成績表現，但是研究指
出，這樣的情形通常只會發生在短暫的時間之內，若長期觀察則發現，悲觀者會
產生較多的心理症狀與較低的生活滿意度（Cantor & Norem, 1989）。綜上所述，
個體的樂觀與悲觀對於生活事件似乎沒有好壞的定論。
目前針對樂觀/悲觀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它與心理發展、生理健康議題的關
連，例如，癌症（Carver et al., 1993）、適應或因應能力（Aspinwall & Taylor, 1992;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Harju & Bolen, 1998; Myers& Steed, 1999）、
情緒調適（Palgi et al., 2011），以及壓力（Chang, 1998a）。洪瑞斌與陳怡璇（2009）
的研究認為，樂觀與悲觀特質是影響個體職業倦怠的重要前因變項，亦即此二種
特質對於工作者的職業倦怠具有重要影響，由於學習倦怠是職業倦怠的理論擴
展，其本質極為相近，因此，研究者欲探究樂觀/悲觀特質之於大學生的課業學
習是否如同其之於工作者的工作般具有影響力，不同樂觀/悲觀取向的大學生在
學業學習過程中的倦怠感受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除將參酌前述文獻觀點依
樂觀/悲觀二向度，分別探討樂觀/悲觀差異的學習倦怠議題外，由於Benyamini
（2005）與Palgi 等人（2011）指出，高樂觀高悲觀者對於疼痛因應及情緒調適
與其他個體的反應存在差異，可見高樂觀高悲觀者對外在壓力或刺激的反應似乎
與其他個體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擬將樂觀/悲觀特質進一步細分為四個組型
方式，以進行研究目的的探討。
參、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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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內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共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預試
量表的施測，參與量表填答者為中興大學200名學生，刪除作答不完整者後得可
用樣本183份，其中男女生分占45.9%及54.1%，而後藉由預試結果進行項目分
析、題項語意之修訂，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部分為正式量表的施測，以便
利取樣方式由國內北中南地區抽出10所大學，再由各校隨機以班級為單位抽取願
意協助問卷填答之班級，於刪除作答未完整之問卷後共得有效樣本1,932份。其
中男、女生所占比例為46.1%與53.9%，一至四年級所佔比例分別為25.9%、
25.3%、26.5%及22.3%。問卷填寫前均告知參與者研究目的及結果的重要與貢獻
性，原則上採不記名方式，但為利於研究可能須要進行的後續追蹤，其中臺中科
技大學的250名學生（男、女分占40.9%與59.1%），請有意願接受後續追蹤訪談
的學生，並在問卷結尾加註學號，後續的質性訪談研究即以此部分學生為邀約對
象。
二、研究工具
（一）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
本研究以黃韞臻與林淑惠（2011）之「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為研究工具。
量表共 21 個題項，含「低成就感」
、
「人際疏離」
、
「情緒耗竭」
，以及「負面學習
情緒」等四個分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由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
很少如此、不曾如此，分別給予 5、4、3、2、1 分，受試者的得分愈高，表示學
習倦怠的程度愈強。原作者以嚴謹程序，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及模式複核效化進行量表的考驗，確認了所建構量表的信度與效度良好。
研究者針對 200 位大學生進行預試，採極端組比較法（CR 值）
、同質性檢驗
法（項目與總分之相關、因素負荷量）進行預試結果之項目分析，其中第 5 與第
8 題因素負荷量在.5 以下予以刪除，剩餘之 19 題經採主成分法進行因素的抽取，
以 Promax 進行因素的斜交轉軸，並將因素負荷量的絕對值小於.5 的題項予以刪
除，因素分析結果之摘要數據整理於表 1 中，分析結果發現，「大學生學習倦怠
量表」經第一階段之探索性因素分析共可以抽取出四個因素，且符合原作者所建
構之因素意涵，於是採原量表之命名方式，即「低成就感」
、
「人際疏離」
、
「負面
學習情緒」
，以及「情緒耗竭」等因素。四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部變異量的 64.2%，
各構面的 Cronbach’s  介於.730~.880 之間，整體則為.903，表示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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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學生學習倦怠量表」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成分
題項

負面學
習情緒

我對學校課業感到厭倦
只要想到要上課，我就覺得提不起勁
我覺得學校課程十分乏味
我有不想上課的念頭
我覺得自己總是在應付功課
我覺得學校功課很吃力

情緒
耗竭

人際
疏離

低成
就感

.845
.839
.817
.710
.699
.654

我感到心灰意冷，無精打采
我覺得情緒低落，悶悶不樂
我覺得自己不受到他人關心

.860
.850
.833

我覺得心力的付出沒有得到適當的回饋
我覺得沒有人瞭解我

.807
.749

大學生活使我對朋友的情感漸趨冷淡
我不關心同學所發生的事情
自上大學以來，我變得比較冷漠無趣
我覺得自己失去與人相處的熱情

.863
.830
.825
.820

我覺得無法從學習中獲得滿足

.835

我覺得大學生活缺乏努力目標
我懷疑學習的價值和意義
我對大學生活感到失望

.818
.667
.570

正式施測後，為能確認此量表對於研究對象的適用性，研究者進一步對此量
表的四因素模式進行驗證，根據正式樣本分析結果，其絕對適配指標 GFI=.94、
AGFI=.92、SRMR=.053、RMSEA=.062，比較適配指標 NFI=.97、NNFI=.97、
CFI=.98，而精簡適配指標 PNFI=.83、PGFI=.72、CN=312.06，除了在易受樣本
數影響的  2 值（  2 =1215.96, df=146），以及卡方自由度比值（  2 /df=8.33）未
達理想以外，其餘適配指標皆在一般評鑑標準的可接受範圍內（黃芳銘，2004），
顯示觀察資料與理論模式達到合理適配。
（二）樂觀/悲觀量表
Dember 等人（1989）採取多向度觀點，將樂觀/悲觀視為兩種不同但相關的
特質，據此觀點 Dember 等人編製了樂觀/悲觀量表（Optimism and Pessimism Scale,
OPS），之後 Chang、D’Zurilla 與 Maydeu-Olivares（1994）應用 OPS 延伸至生
活滿意度、情緒，以及自尊等議題，Chang 等人發現 OPS 的雙向度模式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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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適配度良好。國內丁明潔（2003）採用 OPS 進行研究，因考量語言差異
因素，在盡量不改變原量表題意前提下，其以國人較能瞭解的語意將 OPS 翻譯
為中文版之樂觀/悲觀量表，OPS 原有 56 題，丁明潔刪除了其中 20 個易混淆題。
本研究採用丁明潔所編修之樂觀/悲觀量表，共計 36 題，含「樂觀」與「悲觀」
2 個分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由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有時如此、很少如此、
不曾如此，分別給予 5、4、3、2、1 分；在樂觀分量表上得分愈高者，表示愈樂
觀，反之，悲觀分量表上得分愈高者，表示愈悲觀。經以同上量表之處理方式進
行預試資料的分析，共刪除 8 題保留了 28 題（刪除第 1、10、12、18、25、33、
35 及 36 題），因素分析結果之摘要數據整理於表 2 中，其中悲觀、樂觀分量表
各 14 題，2 個因素共可解釋全部變異量的 47.7%，各構面的 Cronbach’s  為.905
及.922，整體則為.851，可見，「樂觀/悲觀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頗高。
而為瞭解此量表對於大學生的適用情形，同樣對此量表進行驗證，經以正式
樣本分析結果，除了  2 值（  2 =2449.98, df=349）以及卡方自由度比值未達理想
以外，其餘適配指標皆在可以接受的範圍（GFI=.92、AGFI=.91、SRMR=.062、
RMSEA=.074、NFI=.93、NNFI=.93、CFI=.95、PNFI=.79、PGFI=.70、CN=224.35）
，
顯示觀察資料與理論模式達到合理適配。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LISREL軟體進行量表的檢驗，而後應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
分析，所採用之統計方法包含敘述統計、Pearson相關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é事後比較法。
（一）資料檢視：進行預試結果的項目分析以及正式施測資料之檢視，檢查資料
登錄是否有誤、是否出現遺漏值。
（二）量表檢核：進行「學習倦怠量表」、「樂觀/悲觀量表」的探索性、驗證
性因素分析，確認量表的信效度。
（三）資料分析
1. 以敘述統計計算全樣本及各組型之樣本數、各變項平均數、標準差；透過 Pearson
相關分析瞭解各變項彼此間之相關係數。
2. 為分別探究高低樂觀者、高低悲觀者，在學習倦怠上是否存在差異，取出樂觀
分量表得分之前後各 27%的學生，作為高、低分組樂觀者，然後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二組的學習倦怠差異檢定，在高低悲觀者的比較方法上亦然。
3. 以 ANOVA 及 Scheffé事後比較法分析高樂觀高悲觀、高樂觀低悲觀，以及低樂
觀高悲觀等三個組別，在學習倦怠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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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樂觀/悲觀量表」因素分析結果摘要表
題項

成分
悲觀 樂觀

就算身邊事事皆如意，我還是覺得事情很快就會變得一團糟
當我自己決定事情時，我通常都會覺得這個決定是不好的
對於將來的計畫和抱負，我預料我會做錯的多，做對的少
我對人生歷程不抱太多希望
我覺得未來很令人沮喪
我覺得事情通常都會隨著時間愈變愈糟
當我參加競賽時，我通常預期我會輸

.792
.764
.762
.754
.745
.739
.724

比賽中只剩下我跟另外一個人，我覺得輸的會是我
我很少期待好的事情發生
我會把問題看的比實際上嚴重

.718
.717
.670
.648
.637
.587
.557

我有把小問題看得很嚴重的傾向
生命中大多數的事情都不如意
回答一個對錯機率各半的問題時，我通常會選到錯誤的那個
未來太多的不確定，使我無法好好做計畫
只要有足夠的信心，做什麼事情都能成功
做每件事情之前，我通常相信事情會很順利
持續地對一件事情抱持熱切的希望，最後將能得到理想結果
我通常往事情的光明面看
抱持著自己的信念走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當我嘗試新事物時，我預期自己會成功
當我去參加活動時，我期待得到許多樂趣
我相信任何願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很有機會成功
我認為事情的結果通常都會變好
既使生活中充滿挫折，我還是覺得這個世界很美好
有時候我會感到沮喪，但我很快就會復原
我希望能達成生命中大多數我想做的事情
對我而言，擺脫壞情緒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世界愈來愈美好

.739
.707
.703
.690
.686
.679
.677
.670
.656
.649
.644
.633
.610
.609

肆、結果與討論
一、高低樂觀/悲觀大學生在學習倦怠的差異比較
表3為樣本資料中各變項間的Pearson相關係數，除了樂觀傾向與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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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學習倦怠外，其餘變項間均呈顯著相關。接著，本研究利用極端組檢驗法，
分別將樂觀/悲觀量表得分之前後27%筆資料，視為高、低樂觀者與高、低悲觀者，
然後分別就樂觀與悲觀兩特質進行高低分組在學習倦怠量表得分差異之檢定，檢
定結果整理於表4及表5。
研究顯示，在樂觀特質方面，由表4可知，高度樂觀與低度樂觀者在整體學
習倦怠行為上並沒有顯著差別，但在「人際疏離」、「情緒耗竭」及「負面學習
情緒」等三構面出現顯著差異。更清楚而言，就整體學習倦怠來看，高度樂觀者
與低度樂觀者表現尚稱一致，但就細部來看，前者較後者有較低的人際疏離與情
緒耗竭，不過卻有較高的負面學習情緒。而在悲觀特質方面，由表5可知，高度
悲觀與低度悲觀者無論是在整體或各構面學習倦怠行為上皆存在顯著差異，而且
顯而易見地，前者高出後者甚多，高度悲觀者在每一層面的平均倦怠都大於
3.00，也就是說，高度悲觀者無論在低成就感、人際疏離、負面學習情緒，以及
情緒耗竭層面，皆超過“有時如此”的程度，值得教育當局特別予以注意與關切。
表3
變項間之Pearson相關係數
低成
就感

人際
疏離

負面學
習情緒

情緒
耗竭

人際疏離
負面學習情緒
情緒耗竭
整體學習倦怠

.327**
.566**
.387**
.702**

.281**
.639**
.764**

.359**
.739**

.805**

悲觀傾向
樂觀傾向

.335**
.043

.593**
-.119**

.262**
.110**

.629**
-.124**

整體
學習倦怠

悲觀
傾向

.610**
-.034

-.162**

**p<.01
表4
樂觀分量表高低分組之學習倦怠程度差異比較
高樂觀

低樂觀

平均數差

t 值

M

SD

M

SD

低成就感

2.967

.826

2.887

.753

.080

人際疏離

2.446

1.035

2.698

.827

-.252

-4.386***

負面學習情緒

3.111

.904

2.915

.765

.196

3.821***

情緒耗竭

2.559

1.061

2.780

.732

-.221

-3.957***

整體學習倦怠

2.778

.741

2.821

.590

.043

-1.05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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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表5
悲觀分量表高低分組之學習倦怠程度差異比較
高悲觀

低悲觀

平均數差

t 值

.758

.587

12.878***

2.017

.662

1.330

27.565***

.783

2.784

.897

.511

9.872***

3.449

.820

2.081

.699

1.369

29.194***

3.343

.575

2.398

.560

.945

27.096***

M

SD

M

SD

低成就感

3.278

.725

2.690

人際疏離

3.347

.888

負面學習情緒

3.295

情緒耗竭
整體學習倦怠
***p<.001

丁明潔（2003）之研究結果顯示，國中生的樂觀傾向會導致較佳的學校生活
適應，樂觀對學校生活適應也具有高度預測力，其並進一步指出，樂觀程度愈高
的國中生，對於課業所帶來的壓力感、挑戰性與威脅性愈低，而對於自身能夠掌
握及有效準備課業的程度則愈高；相反地，悲觀程度愈高的國中生，所感受到課
業壓力愈高，而對於自身能夠掌握及有效準備課業的程度則愈低。黃德祥、謝龍
卿、薛秀宜和洪佩圓（2003）也發現，樂觀的人會對學校生活整體知覺較為滿意，
包括能認同學校生活素質、能體會教師付出的關懷、能感受同儕情誼，且能體會
學習的樂趣。也有研究以6種不同測驗，從222名大學生中挑選出最快樂的10%進
行研究，發現其都具有利他行為和豐富充實的社交生活（洪蘭譯，2003）。可見
多數文獻認同樂觀特質與學校生活適應是有關聯性的，愈樂觀者應有較佳的學校
生活適應；本研究發現在學業學習過程中，高度樂觀者較低度者較不常有人際疏
離與情緒耗竭感受，此與前述學者之研究成果相呼應。
不過，本研究同時發現，高度樂觀者較常出現負面學習情緒，Chang等人
（2003）以大學生所進行的研究顯示，即使是樂觀者，長期累積的壓力亦會使其
出現心理及生理上的適應問題。目前文獻中尚無發現相關理論或依據可直接或間
接解釋本研究在負面學習情緒方面的發現，於是，研究者欲藉由面對面接觸，實
際瞭解其發生原因。研究者訪談了數十位本研究參與者中的「高度樂觀」學生，
以瞭解其負面學習情緒產生之因，多數受訪者表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的觀念已逐漸式微，因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的攀升，能否順利就業比課業表現更
為重要，當其面臨課業壓力時，往往懷疑讀書的效益，同時認為順利投入職場才
是美好未來的關鍵，有不少人甚至為能提早接觸就業市場已著手打工或兼職，但
也由於在課業上的投入少、學業表現不如預期，反而產生比「低度樂觀者」較高
的負面學習情緒。然而，本研究的發現，其結論能否延伸至其他範疇是值得再探
的議題。
另外，根據丁明潔（2003）、Scheier等人（2002）研究指出，悲觀者在面對
壓力時，採用了更多的逃避因應，包括逃避去面對問題以及逃避面對自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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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由本研究的數據可看出，相對於高度樂觀者的平均數來看，高度悲觀者顯現
出較不良的學習行為，如同Cantor與Norem（1989）研究指出，悲觀者會產生較
多的心理症狀與較低的生活滿意度。Chang（1998b）以大學生為樣本所做的研究
發現，在面對考試壓力時，高正向預期與高負向預期者明顯在考試後的生活滿意
度及憂鬱症狀上有明顯差異，高正向預期者自評的生活滿意度明顯較高，且自陳
具有較少的憂鬱症狀。而Gaudreau與Bolndin（2004）以運動選手為對象的研究也
指出，在面對比賽的壓力時，高正向預期者能預測賽後的正向情緒；而高負向預
期者則能預測賽後的憤怒、拒絕等負向情緒。此二篇研究所言之高正向預期與高
負向預期者，即類似於本研究中的高樂觀與高悲觀者，因此，本研究的發現與之
前多數學者的結論頗為一致，大學生的樂觀與悲觀特質確實與其學習倦怠有所關
聯。
二、不同樂觀/悲觀組別大學生在學習倦怠的差異比較
本研究係依據多向度的觀點，將樂觀與悲觀視為相關但不相等的兩種人格特
質，因此，理論上，每個個體將可能同時具有高或低的樂觀/悲觀特質。換句話
說，因個人所具特質的差異，應可進一步將其區分為高樂觀高悲觀組、高樂觀低
悲觀組、低樂觀高悲觀組，及低悲觀低樂觀組等四個組別；而究竟這些組別在學
習倦怠上是否存在差異，此為接下來需要探討的問題。首先，研究者分別以樂觀
/悲觀分量表分數的中位數為準（前者為3.214分，後者為2.786分），將有效樣本
區分為高樂觀高悲觀、高樂觀低悲觀、低樂觀高悲觀，及低悲觀低樂觀等組別，
然後比較這些組別於學習倦怠量表的分數差異，表6中數據為全樣本與各組別在
各變項得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經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Scheffé法進行事後比
較，相關檢定結果之摘要數據整理於表7，表中順序係按照平均數大小排列，分
數愈大表示倦怠感受愈強，若前後二者的差異檢定為顯著（p<.001），則加註
“＞”表示。
表6
各組別在各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總樣本

高樂觀高悲觀

高樂觀低悲觀

低樂觀高悲觀

低樂觀低悲觀

n=1,932

n=400

n=500

n=606

n=426

M

SD

M

SD

SD

SD

M

SD

M

SD

低成就感

2.970

.739

3.216

.747

2.831

.745

3.083

.657

2.739

.735

人際疏離

2.665

.900

3.203

.938

2.081

.710

3.001

.783

2.369

.684

負面學習情緒

3.044

.798

3.288

.774

3.006

.900

3.102

.687

2.774

.755

情緒耗竭

2.777

.880

3.339

.876

2.210

.802

3.108

.689

2.442

.647

整體學習倦怠

2.867

.629

3.265

.614

2.541

.592

3.075

.489

2.583

.527

樂觀

3.275

.654

3.674

.374

3.947

.471

2.838

.319

2.734

.403

悲觀

2.775

.747

3.488

.537

2.025

.431

3.242

.414

2.319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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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高低樂觀/悲觀組別之學習倦怠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F值

Scheffé法多重比較

低成就感
人際疏離
負面學習情緒
情緒耗竭

41.760***
214.762***
31.675***
236.066***

1＞3＞2、4
1＞3＞4＞2
1＞3、2＞4
1＞3＞4＞2

整體學習倦怠

193.567***

1＞3＞4＞2

註：1表示高樂觀高悲觀組，2表示高樂觀低悲觀組，3表示低樂觀高悲觀組，
4表示低樂觀低悲觀組；***p<.001
數據顯示，無論是就整體或個別構面的學習倦怠來看，高樂觀高悲觀組的得
分顯著最高，其次為低樂觀高悲觀組。類似研究中賴怡君（2007）以階層線性模
式搭配日記法所得的研究結果亦支持「高樂觀高悲觀組」的存在，其除了為兩向
度的樂觀/悲觀分類模式提供有力的支持證據外，也更具體地呈現出不同樂觀/悲
觀組型，特別是高樂觀高悲觀組，在壓力因應和長期壓力情緒適應上的特點，高
樂觀高悲觀組與低樂觀高悲觀組傾向使用更多的逃避情緒導向因應，而相較於其
他組，高樂觀高悲觀組在面對「高壓力」情境時，多數個體會廣泛地採用各種策
略來因應壓力。而Benyamini（2005）的研究認為，在面對壓力時，雖然高樂觀
高悲觀者會使用相當多不同的因應策略去面對，包括主動情緒導向，如重新詮釋
感覺、因應自我狀態，以及被動問題導向，如分散注意力，意即高樂觀高悲觀者
可能會主動積極地處理問題和情緒，但其亦可能採用消極逃避的態度面對。本研
究的發現呼應了Benyamini的看法，研究中的高樂觀高悲觀者明顯採取消極方式
面對學習壓力，如同數據顯示，同時具有高度樂觀及高度悲觀特質的大學生，相
較於其他人更常感覺到成就感低落、人際關係疏離、負面學習情緒，以及情緒耗
竭等徵狀。然而，正如研究者於前小節之論述，本研究的發現，其延伸推論值得
再進一步深探。
除此之外，「高樂觀高悲觀者」係指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同時具有高度正
向預期及負向預期者，Norem（齊若蘭譯，2002）在其著作中表示，部份個體在
具正向預期下仍同時具有負向預期，主要原因在於其本身對於壓力較為敏感，因
此，為了避免因實際結果不如預期而對其情緒等適應造成更大的負面影響，其會
習慣性地藉由負向預期來促使自己思考，並採取更多的解決之道，藉由採用各種
行動來處理當下的壓力或情緒。就Norem的觀點及本研究的發現而言，在樂觀者
與悲觀者之外確實存在另一類特殊族群，不過，Norem所論述第三類並非「高樂
觀/高悲觀者」而是所謂的「防禦性悲觀者」。Norem累積多年研究所提出的「防
禦性悲觀」
，是不同於一般樂觀、悲觀的另一種「悲觀」
，從因應策略的角度能夠
清楚的區分「防禦性悲觀者」與另二群人的不同。一般樂觀者對結果抱正向預期，
因此採積極行動策略，有較高機會得到正向結果，而一般悲觀者對結果抱負向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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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此採逃避行動策略，傾向放棄嘗試與努力；至於「防禦性悲觀者」，其對
結果抱負向預期，但卻採積極面對及反思策略，因而通常有很高機會得到不錯的
結果，可見，由因應策略的角度來看，「高樂觀高悲觀者」與「防禦性悲觀」是
明顯不同的兩個類型。
反之，高樂觀低悲觀者由於總是相信未來是美好的，較少會去思考失敗的可
能，以至於在面對壓力或困難時，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掌控或解決問題，而願意主
動積極地去面對問題；由於相信自己具有面對情緒的能力，對於壓力所引發的情
緒反應，也會主動地去處理及面對，而使其有較高的正向情緒及較低的負向情
緒，整體的壓力適應較好（Chang, 1998b; Scheier et al., 2002），這或許正是此族
群的學習倦怠感受較低之因。
再看倦怠程度居第二位的低樂觀高悲觀組，「低樂觀高悲觀者」係指具有高
度的負向預期以及低正向預期的個體，其相當類似於一般所謂的悲觀者。過去對
於悲觀者的研究多半認為，在面對壓力時，低樂觀高悲觀者會因為過度高估失敗
結果發生的可能，且認為正向結果出現的機會渺小，而對自己能力和未來可能的
結果產生懷疑，這種質疑會讓其無論是在處理問題或面對自己的情緒時，常採取
不予理會、退縮、逃避等反應，而使其出現更多的負向情緒，同時減少原有的正
向情緒，致使出現更多的不適應或困擾（Chang, 1998b; Gaudreau & Blondin, 2004;
Scheier et al., 2002）。由於低樂觀高悲觀者常與上述徵狀連結在一起，因此，本
研究的結果亦顯示出理論與實際相符合的情況。
再者，由表7的數據更可看出，各組別中倦怠感受相對嚴重者，均為高程度
悲觀者；而低程度悲觀者，其學習倦怠情況相對較少出現；也就是說，低悲觀者
較不會對未知結果的生活事件做出負向預期，較不常出現「低成就感」
、
「人際疏
離」
、
「負面學習情緒」
，以及「情緒耗竭」等方面問題。根據研究（丁明潔，2003；
Scheier et al, 2002）所指，悲觀者在面對難題時，採用了較多的逃避因應方式，
研究者推測，低程度悲觀者由於很少會去思考失敗的可能，在面對困難時，較不
會採用逃避方式因應壓力，即使面對長期的課業壓力，也會主動地去處理及面對
情緒，因此，此類別學生其整體的校園學習適應自然較為良好。
三、「高樂觀/高悲觀組」與「低樂觀/低悲觀組」之追蹤訪談結果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論發現悲觀與學習倦怠確實是顯著正向關聯，但樂觀所
扮演的調節作用並非緩衝悲觀對倦怠的影響力，反而是加劇二者關係強度，這似
乎和一般的社會期待不同；另一方面，關於低樂觀低悲觀者的特質及行為表現是
另一值得思考問題，因此，為能進一步對樣本特性有所瞭解，以期釐清研究結果
的疑問，於是研究者邀請研究中「高樂觀/高悲觀組」以及「低樂觀/低悲觀組」
學生各 15 名進行個別訪談。訪談焦點包括對學習結果的預期、學習目標的設定、
學習壓力與焦慮狀況、面對學習目標與壓力的因應策略、實際學習成效與成績狀
況、以及對學習成果的歸因方式與風格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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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樂觀/高悲觀組」的15位學生中（男5位、女10位）
，其成績優劣皆有，
對於學習上的成敗均歸因於努力、能力等個人因素，除少數幾位對於學習成果或
學習目標有著正向或很高的期待外，多數沒有特定的預期，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
對於未來發展抱持負面看法，對生涯發展的憂心明顯超越了學業的壓力，但普遍
表示會使用各種不同的因應策略來處理其所面對的壓力，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具信
心的表示，自己應當可以克服所遭遇難題，但是整體社會的不景氣或是過去的失
敗經驗會使他們在遇到瓶頸時有些悲觀和畏縮，意即他們一方面樂觀以對，但另
一方面卻不免擔憂，訪談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於學業的重視度遠不及未來的發
展，同時也發現其既悲觀又樂觀的雙重想法。
由訪談結果研究者認為，
「高樂觀/高悲觀組」是倦怠程度最高之因，或許如
社會學習理論（Bandura, 1986）所指，在於對特定情況的反應，個體可能對生活
中的某些處境感到樂觀，然而卻可能同時對其他處境感到悲觀（Chang et al.,
1994）。另一個原因或許單純是目標的追求因素，意即將生活中的關注重點置於
生涯的發展上，導致對學業有所倦怠。不過，不管原因為何，關鍵因素在於這群
學生對「未來生涯缺乏正向預期」，使目前學習目標與作用無法與未來生涯相連
結；換言之，當學生看不到未來生涯的可能圖像，自然對目前的學習也缺乏期待
與動機，可能因此造成「高度學習倦怠」之因素。但此發現也衍生更多問題待未
來探討，例如「高樂觀/高悲觀」類型究竟屬於「特質」使然，或是「狀態」造
成？因為目前資料顯示此類型之形成似乎與目前台灣社會環境之經濟趨緩、就業
市場競爭、就業條件不佳有關，以致這些學生對未來缺乏希望感或正向預期。但
是其「樂觀」是否為原本既存的「特質」？而其「悲觀」是否為環境因素造成的
「狀態」？或者這是「高樂觀者」進入艱困情境無法再樂觀看待時的特殊狀態或
現象？此為未來可以再進一步探討與思考之問題。
至於在「低樂觀/低悲觀組」的訪談結果（男 6 位、女 9 位）
，無論是對學習
結果的預期、學習目標的設定、…...等前述問題皆未顯現共通特徵，研究者臆測
此群組的產生也許來自問卷資料的填寫問題或分析過程中的歸類方式所致，未來
需更多的實徵數據來探索此群組存在的可能性，或此類型者的相關行為特質。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關心國內大學生的學業學習為由，分別比較在樂觀、悲觀兩構念具
高低傾向及不同組合之大學生在學習倦怠上的差異，以探究大學生的樂觀與悲觀
特質是否與其學習倦怠行為有所關聯。所獲致結論與相關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除了樂觀傾向與低成就感、整體學習倦怠外，其餘變項間（樂/悲觀特質
與學習倦怠各向度）均呈顯著相關，而高低樂觀/悲觀大學生在學習倦怠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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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著差異。在樂觀特質方面，高度樂觀者較低度樂觀者有較低的人際疏離
與情緒耗竭，不過卻有較高的負面學習情緒。在悲觀特質方面，高度悲觀與
低度悲觀者無論是在整體或各構面學習倦怠行為上皆存在顯著差異，高度悲
觀者在各方面的倦怠感皆較嚴重。
（二）若進一步將研究對象區分為高樂觀高悲觀組、高樂觀低悲觀組、低樂觀高
悲觀組，及低悲觀低樂觀組等四個組別，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及Scheffé法
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無論是就整體或個別構面的學習倦怠來看，高樂觀高
悲觀組的得分顯著較高，其次為低樂觀高悲觀組；而低程度悲觀者，其學習
倦怠情況都較少出現。整體而言，悲觀與學習倦怠確實是顯著正向關聯，但
樂觀所扮演的調節作用並非緩衝悲觀對倦怠的影響力，反而是加劇二者關係
強度。
（三）由訪談結果顯示，「高樂觀/高悲觀組」有著既悲觀又樂觀的雙重想法，
面對挑戰時一方面樂觀以對，另一方面卻不免擔憂，同時也發現他們對於學
業的重視度遠不及於對未來發展的關切。
二、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樂觀程度愈高或愈低的受試者，分別在「負向學習情緒」
或「人際疏離」及「情緒耗竭」向度的倦怠感較高，而悲觀程度愈高的受試者，
其整體及各向度的學習倦怠愈嚴重。因此，建議各大專院校輔導單位應當建立一
套信、效度良好之評量，於入學時進行大學生樂觀/悲觀傾向之施測，更可將結
果建立檔案，以作為大學生未來學業學習情形的預測標準，而能於事先將相當樂
觀、相當不樂觀，以及悲觀傾向嚴重之大學生列入導師觀察或輔導的對象，以期
能預防此類學生產生學習倦怠。
訪談過程中發現不少學生對「未來生涯缺乏正向預期」，「萬般皆下品唯有
讀書高」的觀念已逐漸式微，因經濟不景氣、失業率的攀升，能否順利就業比課
業表現更為重要，當面臨課業壓力時，讀書的效益受到質疑，同時認為順利投入
職場才是美好未來的關鍵；換句話說，學生對於學業的重視度遠不及於對未來發
展的關切，使目前學習目標與作用無法與未來生涯相連結。建議除設法協助學生
進行生涯規劃儘早做好就業準備，協助學生完成生涯發展的任務外，此發現也衍
生了相關問題待未來探討，例如「高樂觀/高悲觀」類型的「樂觀」是否為原本
既存的「特質」?而其「悲觀」是否為環境因素造成的「狀態」?或者此乃「高樂
觀者」進入艱困情境無法再樂觀看待時的特殊狀態或現象？此為未來可以再進一
步探討與思考之問題。此外，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身分並未加以設限，若根據一
般研究或理論來看，在學習上較可能出現問題者，通常為身分較特殊的學生，例
如，單親家庭子女、休學後復學者、成績落後者等等，而此方面學生不管是日常
生活或是課業學習，都需要得到特別的關注，因此，瞭解這些學生的學習狀況是
研究者未來計畫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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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sm/pessimism and academic
burnout. Using the “Academic Burnout Scale” and “Optimism/ Pessimism Scale” as
research tools, 1,932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10 different colleges. SPSS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including descriptive analysi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ependent t-test, ANOVA, and Scheffé method.
Some majo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 (1) Students with higher
optimism feel less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but have
more “negative learning emotion” while students with higher pessimism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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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新鮮人學生時期友誼的維持與轉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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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新鮮人學生時期友誼的維持與轉變經驗，希冀追尋學生
時期友誼自校園綿延至踏入職涯後，其所呈現的樣貌更迭及影響因素，並瞭解受
訪者看待與應對之方式。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進行，以深度訪談形式收集資料。經由文獻檢閱，且透
過四位受訪者之敘說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
一、
「時空差異產生隔閡」
、
「生涯新焦點分散心力」
，及「相異個人發展減低
熟稔」等三項議題，是學生時期友誼跨入職場時主要發生的變化。
二、在此同時，個人會選擇如何看待與因應，決定於「對方的言行態度」
、
「關
係中的良性互動氛圍」等二部分，若還能從該學生時期友誼裡得到支持肯定，則
應對作為將使關係導向「平和整理」；相反地，若交流中體會到冷淡、目的性明
顯，甚至產生衝突，此交情便不免在實質意義上「趨於終止」。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建議，供助人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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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個體由「求學」進入「謀職」，不啻是明顯地生命歷程轉換，一方面生涯
面臨了探索期與建立期的銜接（Super, 1990），若從 Erikson（1982）社會心理發
展任務，這般二十多歲的年紀又正應對著「親密對孤立」議題，強調應培養、建
立並維持他人間的親密關係；而除卻親近的家族成員外，人們最早先的社會親密
關係便是從朋友出發（Zanden, 2003/2008）。Duck（2007）即表明，友誼為社會
網絡的主幹，提供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其重要性與影響力不容小覷。以心
理衛生角度觀之，這樣的友誼關係還包含：親密的依附感、增強自尊及能力、實
質和資訊幫助，以及促進社會整合等，可提升生活品質與心理衛生的特色（王以
仁、林淑玲、駱芳美，2006）。
自上述可見，友誼對生涯轉換而初入社會職場者具有重要意義；但另一方
面，職涯狀態亦可能牽動舊有的情誼關係變化。不同在學時環境相似，職場工作
將連帶產生了生活圈差異、職業性質、經濟狀況，乃至於喜好興趣等狀態的遞移，
終導致了原來好友間互動樣貌轉變（Wood, 2010）。筆者從自身經驗也發現，身
旁工作後的學生時期朋友們，如今在彼此相處情況、談話焦點等部分已有所差
異，確實需要調適，且其中的變化亦值得進一步理解。因而本文將焦點置於此人
際議題，用以追尋友誼關係跨越學生時期，在生涯轉換之際出現的景況差異，探
究當中的可能影響因素，以及看待與應對關係遞移時的取捨，期供予助人工作者
參考，增加對此議題的掌握面向。
是故，本文旨在探尋學生時期開始的友誼關係，綿延至社會職場階段時，產
生的變化與議題，以及當中成員應對、維繫與承接轉變之經驗。本文將依序探討
跨越學生階段後的友誼關係文獻，說明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討論，最後提出結
論和建議。
貳、跨越學生階段的友誼關係
對於從校園步入社會之際，友誼關係的動力進程及影響因素，筆者在此將先
由關係演變的歷程著眼，接續則整理相關文獻，陳述職場工作對學生時期友誼的
效應。
一、友誼關係發展與變化的可能進程
提到友誼關係隸屬於其中的關係演變歷程，Knapp 和 Vangelisti（2009）曾
以著名的階段模式詳加說明，其區分關係動力為「趨向親密」（coming together）
與「步入分離」
（coming apart）等二大面向，並歸類出十階段，包含：「初識」
（initiating），關係間的成員開始有接觸行為；「檢驗」（experimenting），藉由談
話等方式決定是否要進一步建立關係；「增誼」（intensifying），從表層的認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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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度的關係邁進；「修整」（integrating），成員間的個性彼此磨和、認同；「親
密」
（bonding）
，清楚表現出雙方對這段關係情誼的重視；
「變異」
（differentiating）
，
關係間的成員開始追尋各自的空間；「受限」（circumscribing），成員間的關係有
了壓抑和限縮的現象；「停滯」（stagnating），關係變成如例行公事般，麻木且缺
乏熱情；
「迴避」
（avoiding）
，成員彼此間產生距離，避免直接的表達與溝通；
「終
止」（terminating），表示關係的最終階段，成員可能藉由某些或長或短的儀式，
結束這段關係。
Knapp 和 Vangelisti（2009）認為，即便關係階段未必均是線性或固定一致，
每段關係有其個殊性，但大抵而言仍都在此十階段內。雖亦有其他研究者指出相
異型態的階段論分類（DeVito, 2009; Dindia, 2003; Verderber, Verderber, &
Berryman-Fink, 2010），不過歸納其型態皆近似，亦即均由發展、穩定、停滯、
衰退、修復與結束等週期演進，甚或反覆循環。將之置在友誼關係轉變的脈絡中，
便得較清晰地知曉友誼跨越學生時期時，可能出現的更迭歷程。
相較於階段論，另一種論述關係的動態張力論則源於 Baxter 與 Simon（1993）
的辯證觀（dialectic）
，其認為關係之間存有二種對立的極端相互拉扯，分別是：
「自主與連結」（autonomy-connection），為關係中的獨立和依賴；「新奇與可預
測性」（predictability-novelty），為關係中的新鮮感和熟悉度；「開放與封閉」
（openness-closedness）
，為關係中的自我揭露及保留。有研究者指出，關係成員
會因著此三類辯證形成的動態張力，影響關係變化，如當個人希望能擁有較多「自
主性」時，互動便可能會趨於減緩(Adler & Proctor II, 2011; DeVito, 2009)。若從
此觀點而言，友誼關係的氛圍即繫於當中個人如何管理這類動態張力。
而另一方面，對於前述之關係進程及張力氛圍，當中成員會如何感受、作為，
影響關係發展與變化，內隱人格理論（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則提出了相關
解釋，其認為個人會因著當前互動對象的人格特質或行為發展出假設，形成整體
概念（Verderber et al., 2010）
，甚或進一步採行適宜的互動方式（許功餘，2007）。
納入友誼關係進程中，內隱人格理論其實點出，關係成員也會將體察到的對方所
言所行，產生對應想法及舉措，回饋至友誼的進程狀態。
應注意的是，友誼之變化進程，還須考量某些重大事件的發生，即所謂「轉
捩點」（turning point）。轉捩點將引領關係的性質、牽動未來發展，亦是對關係
造成正向或負向影響的轉變性事件（Baxter, Braithwaite, & Nicholson, 1999;
Verderber et al., 2010）。因此，如下即再由文獻中發掘，當友誼橫跨學生時期而
為重要轉捩時，彼此關係會出現的變化。
二、當友誼關係從學生時期到社會新鮮人
就友誼關係而言，不同人生階段之獨特性，將反應在其狀態與互動上（Adams
& Blieszner, 1996; 引自 Noller, Feeney, & Peterson, 2001）
。當從校園踏進職場，如
此全職時間的工作型態與伴侶關係並列，同為影響友誼關係的最主要因素，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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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事業上的要求不僅會壓縮朋友相處的時間，也接連地影響到友誼的發展與維
繫（Wood, 1995）。換句話說，當此一族群跨出校門的那刻起，其生活形態便已
然不同於以往，開始得應付工作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關係與責任，這些新浮現的標
的會佔據一席之地，促使生活重心轉移，從而減少朋友間的交誼（Blieszner &
Adams, 1992）。
但另一方面，著眼於人們在暇餘時間所從事的休閒安排，Osgood 和 Lee
（1993）曾調查後發現，已有工作的成年前期族群中，朋友仍為相當重要的陪伴
者，受訪者基本上每週會與好友相聚一次，且未必有特定目的，常只是純粹想找
人互動。如此看來，若將此研究結果與上述論述綜合，其實呼應了 Wood（2010）
所指出，即友誼關係難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而出現「競爭效應」
（competing
demands）
，即使仍渴望友伴，但礙於更迫切的工作責任及其他龐雜事務，只能將
沒有受到制式規範的友誼關係向後挪移。
此外，Wood（2010）也表示職場工作連帶形成的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亦影響友誼關係，不同的階層性質會塑造個人的生活方式，舉凡經濟程度、生活
品味、工作性質，以及居住地點等皆受牽連，順勢地改變了友誼狀態與互動。針
對此，亦有研究發現，成年前期族群的友誼社交圈有著相似性，人們會傾向跟自
己類似的年紀、職業、性別、婚姻狀態，以及收入水平等向度類似者，保有友誼
關係（Blieszner & Adams, 1992; Collins & Madsen, 2006; Winstead, Derlega, & Rose
1997）。因之可見，當友誼關係從學生時期延續到社會新鮮人，無論由於外在條
件、社會位置改變、成員焦點意向的移轉，乃至於社交圈的特性等，考量皆較學
生時期來的複雜且廣泛。
透過緒論和檢閱文獻，引導出本文的二個研究問題：原本為學生身份的個
人，進入職涯後，感受到學生時期友誼關係的變化經驗及影響因素為何？又如何
看待與應對現今關係？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中的社會新鮮人（fresh graduate）一詞乃脫胎於英文之「freshman」，
並將其「新生」與「新手」的解釋（Merriam-Webster, 2007）延伸至於社會職場，
加以定義為「自學校畢業，離開校園而初入職場工作的族群」。本研究欲專注從
學校初至職場之生涯遞嬗時，個人學生時期友誼的維持與轉變經驗，考量社會現
況，設定選取標準為：
1.大專院校畢業，年齡為 23 至 33 歲之成年前期者。
2.自學校畢業進入職場工作三年以內，且現正就業中之人士。
3.目前仍保有與學生時期友人之互動往來，且彼此友誼關係維持數年以上，對於
此議題有所感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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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意願接受訪談，具備一定程度表達能力及提供豐富訊息之對象。
受訪者計有男、女各二位，分別接受二至三次訪談，基本資料如表 1，訪談
大綱詳見附錄 1。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編號）

荳荳（A）

小飛（B）

品客（C）

小詩（D）

性別/年齡

女/28

男/26

男/26

女/25

職業

中學輔導教師

運輸服務業

工作年資

3年

1年

3年

2年

9年

10 年

7年

6年

友誼相識
對方
友人狀態

中學國文教師 大學行政人員

（大學同學） （高中、大學同學）（大學同學） （大學同學）
友人 W
就讀研究所

友人 X
從事電子業

友人 Y
中學教師

友人 Z
就讀研究所

二、研究取向
（一）研究法取向
本研究的取向為隸屬於質性方法中的敘說研究，其長處在於獲悉人們所經歷
過的生活體驗，探究故事（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社會新鮮人學生時期的友誼經驗，其如何看待與維持、應對關係上的轉變；主軸
聚焦在研究參與者本身的經歷，及詮釋後所呈現的內容，呼應敘說研究要義，而
選之為研究方法。
（二）逐字稿編碼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訪談過程採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並將內容以逐字稿編碼梳理。對
逐字稿編碼和後續文本資料的分析處理，各陳述如下：
1. 逐字稿編碼方法
在每段逐字稿編碼代號中，第一碼英文為受訪者編號、第二碼英文為訪談次
第、後三碼阿拉伯數字則為引述段落；若為逐字稿中的長段落，則再另加上引述
段落的意義單元。舉例如下：
「『……比如說上班完會不會太累，我們要不要約一個大家比較近一點、方
便的地方，或者是我們大家比較 OK 的時間，會比較多顧慮。』
（Ab004）」即表
示受訪者 A 於其第二回訪談，談話段落中的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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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覺得以前時間空間近，當你主動去表露內在的一些孤獨也好阿、受
傷也好，就會有人主動去關心。可是我覺得現在出了社會就比較不會有……。』
（Ab060-1）」則表示受訪者 A 於其第二回訪談，談話段落中的第六十段之第一
個敘說單元。
2.資料分析步驟
本研究的分析方法是依據 Lieblich、Tuval-Mashiach 與 Zilber 等人（1998）
提出的敘說研究之「類別—內容」分析概念；其特色在於探求文本內容的意義，
並將其歸於已界定出的類別中，用以探究某一族群共通的主題現象。
筆者參酌前述觀點，並綜合本研究所需，形成資料分析步驟如下：反覆閱讀
訪談逐字稿後，先嘗試將其分別歸類於符合研究發問之「現今學生時期友誼的變
化與影響議題」
、
「承接並引領關係維持與轉變的回應」等二大向度，經由不斷審
視，一方面確認歸類的適宜性，再萃取出分類底下各文本意義的共通概念，從各
概念中形成回應發問的論述主題。
透過反覆整理確認，
「現今學生時期友誼的變化與影響議題」之主題計有：
「時
空差異產生隔閡」
、
「生涯新焦點分散心力」
、
「相異個人發展減低熟稔」等部分；
「承接並引領關係維持與轉變的回應」之主題計有：「關係平和整理」、「關係趨
於終止」等部分。隨後將呈現出的內容加以統整，並綜合討論。
（三）研究品質檢核
為確保本研究可信性及研究效度，筆者採用下列作法：
1.邀請協同分析，降低主觀偏誤
本研究中，筆者將訪談內容轉譯為逐字稿且編碼，加以分析、歸類及萃取詮
釋後，還邀請一位具備質性研究經驗的諮商與輔導碩士，擔任協同檢核人員，降
低資料分析可能出現的主觀偏誤或解讀，目的在提升 Riessman（1993）提出對
敘說分析結果檢證之說服力（persuasiveness）。
2.研究結果回饋受訪者，確認貼近敘說經驗
除了分析過程經由協同檢核人員的審視並討論修訂，筆者也將最後整理完成
的文本、發現討論等部分呈現予受訪者，確認內容貼近其所經驗到的意義內涵，
增加 Riessman（1993）提出敘說分析結果檢證之符合度（correspondence）
。根據
四位受訪者檢核涵回饋顯示，研究結果皆十分貼近其陳述經驗，相符程度均為
「優，90~100%」。
綜合上述，本研究結果除了筆者個人加以反覆審視、整理外，尚有協同檢核
人員進行二度對照，最終再由受訪者覆閱後回饋。透過如此程序，即是期望以更
多元、開放的視角檢核，盡可能地深度理解、詮釋受訪者經驗，確保本研究結果
品質。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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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訪談分析，筆者從中萃取出學生時期友誼的更迭經驗，以及其看待與因
應的方式，並綜合相關文獻論述，加以統整為「現今學生時期友誼的變化與影響
議題」與「承接並引領關係維持與轉變的回應」，以下依序說明：
一、現今學生時期友誼的變化與影響議題
針對踏入職場後，學生時期友誼的變化與影響議題，共計有包含「時空差異
產生隔閡」、「生涯新焦點分散心力」，及「相異個人發展減低熟稔」等三部分，
分別呈述討論。
（一）時空差異產生隔閡
觀諸現今學生時期友誼狀態，四位受訪者幾乎都首先提到，在彼此就讀學校
畢業後，由於產生時空差異，原本能自然、頻繁接觸的機會已不再。像荳荳就表
示因為相處得來不易，和 W 聊天變成多傾向聚焦輕鬆、愉快的話題，少觸及私
心事。
「……因為相聚的時間很短，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大學那樣子，就衝去她
家，然後可以暢談一整夜，現在沒有辦法。
（Ab067-1）……大學會阿，就是因為
時間多，然後湊在一起就會聊聊心事、聊聊八卦（笑）……。（Ab062）」
「因為覺得以前時間空間近，當你主動去表露內在的一些孤獨也好阿、受傷
也好，就會有人主動去關心。可是我覺得現在出了社會就比較不會有……。」
（Ab060-1）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們在相聚、聚在一起聚餐啊，或者聚會的時候，那
時間是很少的，就沒有辦法去談很多這些東西。
（Ab067-2）……雖然說我們在聚
會的時候常常是很快樂的玩玩鬧鬧，可是當曲終人散會覺得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東
西，那樣子的相處，好像又有點膚淺了些。（Aa071-1）」
品客也認為由於工作分處北部、中部兩地，無法似學生時代天天見面，缺乏
醞釀的結果，和 Y 對話的廣、深度皆較先前不足。
「工作之後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點是說，我們不是每天相處了，對，這當
然是一個最大的點。
（Ca065-1）……距離阿，很遠阿。我們可能只能很久，一段
時間才能聚一次會。（Ca067）」
「……在相處上雙方沒有辦法，比較少像以前這樣毫無保留。
（Ca082-2）……
彼此的想法也缺乏了一些時常的溝通跟交流。
（Ca083-1）……有些事情是你電話
中也講不清楚。……相處的時候，又好像沒有那麼多時間。（Ca082-3）」
而小飛指出，踏入職場後，自己及 X 皆受工作的時間、地點所限，無法像
先前般常常見面，有著聚少離多之感。
「聚少離多吧。
（Ba120）……以前念書的時候是三不五時就出去，見個面，
聊個天，打個屁、吃個飯。
（Ba121-1）……（出社會後）他的工作時間比較不固
定，有時候比較早下班，有時候比較晚下班，我工作其實固定，就是工作狀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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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有時候，自己加班。有時候四處亂跑。比如說到南部，到中部，北部這樣
四處跑。
（Ba123）」
從小詩的敘說則能發現，雙方由於地域不同，連帶影響生活圈差異，產生了
互動落差。
「我覺得第一個很明顯的就是，大家生活圈不一樣啦。因為那可能我有我的
工作領域，然後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圈。對啊，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Da060）……她在○○地，我在□□地……。（Da062）」
如此情況實與 Wood（2010）所指呼應，朋友間常遇到的挑戰之一便是地理
距離，身處位置的變化總牽動著情誼關係；若雙方位置遠離（less proximity），
將對關係會產生負面影響（Rose & Serafica, 1986）。
另一方面，猶如品客所言：
「我覺得那時（和 Y 還沒分隔中、北部）還好，因為雖然環境不同，但至
少我們都在中部地區嘛。都在中部地區其實就有差阿，因為我還是可以常常回去
看看阿。」（Cc013-1）
因此，固然可知工作地點、生活圈分隔了原本共處的學生友誼，但若進一步
探究會發現，一旦距離愈拉伸，影響也隨之愈強烈。作用所及，使友誼互動頻率
降低，層面亦較難深刻，此為最直接明顯的變化。
（二）生涯新焦點分散心力
除時空差異外，筆者也發現種種生涯新焦點轉移了受訪者們的心力，此亦是
要面對的課題。就似 Blieszner 與 Adams（1992）所言，跨出校門後的生活形態
已不若學生，工作及各種關係與責任皆會佔據日常重心，減少朋友間往來。統整
本研究受訪者陳述，生涯上的新焦點可分為：工作職涯部分、重要他人關係，以
及個人空餘時間規劃等三方面。
如小飛就指出工作和下班後運動佔的份量頗重，難以再撥出空檔和 X 聯繫。
「對啊，工作，最忙。
（Bb023-1）你下班……然後再出去運動一下，回到家
十點了。要準備休息了。一個禮拜這樣下來，沒有時間。（Bb023-2）」
而品客則表示無論工作、家人及女朋友等等，都使自己雖然仍重視和 Y 的
友誼，但不免有捉襟見肘之感。
「因為我交女朋友了嘛，然後我覺得我把很多很多的時間，其實給了我的女
朋友，給了我的家人，然後甚至更多的一部份投注在工作上，……變成說，友情
上可能我覺得很重視，但是可能鞭長莫及，沒有辦法說顧及到。」（Ca069-2）
荳荳由於得顧慮彼此工作後的氣力復原，因此無法再隨興而至，和 W 的見
面時間及地點均得斟酌、節縮。
「……比如說上班完會不會太累，我們要不要約一個大家比較近一點、方便
的地方，或者是我們大家比較 OK 的時間，會比較多顧慮。」（Ab004）
「我們都希望說，有一天花一天時間去聚餐，或者去玩。第二天我們希望可
以回家休息，然後第三天我們還要回到工作崗位。我們需要那個復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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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011-5）
小詩認為自己已經在工作，而 Z 選擇繼續攻讀研究所，雙方有各自的職涯追
求，也連帶影響生活交集。
「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圈不一樣了。對啊，
就是都各自有各自……，就是我在工作，然後可能她在唸研究所。」（Da075）
值得注意的是，小詩提到了學生時期即使雙方各有要事得忙，但因為同學關
係，仍容易有自然而然的接觸。
「……如果今天這樣的關係，移到學生時期去的話，……還是會因為班上或
你們互相有一些連結點而有接觸（Db033-10）……譬如說她今天不跟你出去玩，
但是你們還是要一起做報告，然後下課還是會一起去吃飯。對阿，其實那種感覺
沒有很明顯啦。（Db017-2）」
綜合可知，從學生友誼的角度而言，彼此的學生身份、乃至於校園生活環境
本身，其實便是一種連結，使雙方關係可自然維繫。離開校園後，由於已有前述
時空差異的因素作用，進而使得包含「工作職涯」、「重要他人關係」，或「個人
空餘時間規劃」等新出現的生涯焦點，影響友誼愈加突顯。
（三）相異個人發展減低熟稔
隨著時空及新焦點遞移，相異的個人發展在學生友伴間也逐漸確切。
Blieszner 與 Adams（1992）即指出，生命歷程將導引外在社會位置、內在心理等
部分交互作用，終而形塑友誼樣貌。而不同人生階段之獨特性，也會反應在友誼
關係的狀態與互動（Adams & Blieszner, 1996; 引自 Noller et al., 2001）
。因此，較
諸時空差異與生涯新焦點，相異的個人發展更偏向前述因素反饋至自我的生命狀
態，進而讓成員感受到彼此關係出現「生疏感」。
如於本研究中可見，荳荳工作之後和 W 的身份及專業著重不一，使其在話
題間感到陌生。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會有陌生耶，譬如說她現在是研究生、可是我是老師，
所以有時候我們談的話題，我可能會談我的學生，她會談她的論文……就還是會
有隔閡在阿。」（Ab033）
品客發覺 Y 由於職場同事的帶領，培養出原來沒有、且自己亦不喜愛的釣
蝦嗜好，因此有些悵然若失。
「嗯……可能在有一些興趣上是不一樣的了。……比如說他（現在）很喜歡
釣蝦子。但是我很不喜歡。那話題之間可能就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嘛。
（Ca078）……
他會開始釣蝦，其實是因為他們學校有人在釣。然後他漸漸變得喜歡釣蝦。
（Ca092）」
小詩則因為社會經驗洗鍊乃更圓融，與 Z 依然直率的作風南轅北轍，意識彼
此差別愈加擴大。
「我覺得有可能她有轉變，我也有轉變。就是我在職場經過一些洗鍊之後，
其實想法也比較圓融了，比較社會化了。然後我覺得她可能因為還在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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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可能落差就拉得蠻大的。對。行為還有想法。」（Da084）
「可能她有不一樣，我也有不一樣，然後我們兩個不一樣的方向剛好越來越
遠。」（Da098-1）
歸納受訪者敘述可知，職業性質及際遇導引了多元的個人發展面向，使原來
學生時期熟識的好友有了獨特變化。這樣的個人發展，即近似 Baxter 與 Simon
（1993）提出關係辯證中的「新奇與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novelty）之糾結，
新鮮陌生與原來的熟悉感開始相互拉扯。
而當受訪者亦逐漸意識到，雙方關係開始產生辯證與推拉，其所展現出的相
應措施與思維，同樣將反饋至彼此友誼動力。至於其中的歷程與影響結果如何，
則為接下來所探究。
二、承接並引領關係維持與轉變的回應
從前述時空差異、新焦點及個人發展等影響因素之探究得瞭解，對自學校畢
業且進入社會工作的受訪者們而言，主客觀條件介入，加諸於往昔學生時期友誼
的態勢已無法避免；也因此，如何承接並因應，便可能左右關係的後續樣貌，下
文即綜合受訪者的思維感知及回應作為，並討論其所形成的友誼關係維繫與轉
變。
誠如先前文獻指出，關係動力的發展為一動態歷程，就關係本身而言，其往
後或仍有動力遞移，然本研究焦點在個人自學生時期而初入職場，面臨此生命歷
程轉換之際，原已先建立的重要友誼之樣貌。因此，乃依受訪者當前關係狀態，
暫分以「關係平和整理」與「關係趨於終止」等二類型探討，旨在探尋友誼跨越
學生時期與社會新鮮人間的景況，並將重點置於當中維繫與轉變的脈絡，如下分
別敘述：
（一）關係平和整理
當學生時期友誼面臨前述的變化與影響因素，本研究發現荳荳、小飛、品客
處於較為「平和整理」的因應狀態，亦即體會到雖然關係強度不再如昔，但仍會
試圖從互動之中達到和緩地再確認及維繫，終使友誼持續。好比荳荳感受聚會氣
氛欠缺深刻，幾經嘗試而使用 MSN 與 facebook 和 W 補充聯繫。
「其實 W 還蠻常掛在網路上的（笑），……所以有時候有一些留言啊什麼
的，或者是有一些部落格啊、文章，她就會去回應你。
（Aa072-2）……我覺得那
個回應其實有時候也是一個支持，即使她是不瞭解那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Aa073）」
「facebook 也還好，可是我覺得 MSN 是比較即時，就是至少如果你看到她
上線的話，那是一個很立即的回應啊。」（Aa149）
小飛適應工作帶來的友誼影響同時，也相信與 X 情誼本質仍穩固，亦選擇
利用吃飯、剪髮等簡單必要活動保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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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兩個人的友情到了某個一定的程度，它不會退燒，……在那個友情
見到面的那個當下，雙方只要放下社會歷練，又回到那個當初，基本上是不會改
變的。」（Bc030-1）
「有時候剪個頭髮，電話打一下，他陪我去剪或我陪他去剪……」
（Ba025-2）
「……吃飯是每個人都必須去吃的東西嘛，剪頭髮也是每個人幾個月一定會
去一次的地方，那對於我們這種上班時間只有六日有空的情形之下，大家只能選
一個地方、選一個點、選一件事情，大家一起做。」（Bc005）
品客擔心自己對友誼疏忽怠慢，因此除了向 Y 表達感懷，確認彼此關係之
認知，另外則維持聯絡頻率，使接觸一直都在。
「……像我也還蠻常跟 Y 講，例如有時候我也會還蠻害怕說，會不會未來
有一些人生的變化或轉折的時候，彼此的友情變得不是像以前那樣。我有跟他提
過阿，……因為我覺得人生真的一輩子要交到好朋友，說實在真的不是那麼容
易。」（Cb013-1）
「可能基本上都是至少一個禮拜會聯絡一次吧。
（Cc039）……電話阿或者是
MSN 阿。（Cc043）……對，基本上的聯絡還是會有的。（Cc045）」
此般情形如同處於 Knapp 和 Vangelisti（2009）提出，關係互動的階梯模式
中之「親密」（bonding）、「變異」（differentiating）、「受限」（circumscribing）等
徵兆，於畢業步入職場後，友誼由當初學生時期的熱絡改弦更張，個人得再度摸
索並調合觀感及作為。
雖然受訪者皆面臨了學生時期友誼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同」，但還願意持續
調適，筆者發現當中重要因素在於「良性互動氛圍」
。如荳荳即便和 W 在專業取
向有差異，可是討論後亦能會心一笑，未必孰優孰劣，也從網路接拋球中得到彼
此支持。
「其實像 facebook 不是可以留言嗎？（Aa072-1）……她還是可以拋一顆球
給你接，你就可以很自然把你的東西丟出來。（Aa074）」
「那是有時候還蠻好玩的，就是有一些針鋒相對，但是又沒有惡意出現。……
都會覺得，就是會心一笑……。」（Aa093）
「……我們就只是彼此相信的信念是不同的。對，然後我也不認為我的有錯
啊，然後她也不認為她的是不好的啊（笑）。」（Aa095）
小飛與 X 邀約出遊，亦可如往昔般互虧，還願意從日常交集裡減緩關係間
隔。
「……（看電影）因為 X 也睡著了（笑）
。他說他是『瞇一下，看一下，瞇
一下，看一下』，我說『你不要傻了，不要假了，你睡著就睡著了，講那麼多幹
嘛！（笑）
』」（Bb071-11）
「會需要很多的……比如說我之前提到的一些活動，出去看個電影、吃個
飯、一起出去剪頭髮、稍微出去聊個天，才能夠維持友情阿。」（Bc015）
品客會整理自我信念，更自 Y 的回應肯定雙方友誼狀態。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說，會不會就根本是我自己想太多了，……就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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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阿，我會不會就是根本是想得太多阿。友情根本不會有什麼太嚴重的變化，
只是我自己想的過份嚴重了點。」（Cb026-1）
「……他覺得我不用這麼擔心，這應該是不會。他應該還蠻重視這一個朋友
的，才會這麼說吧。」（Cb013-2）
就此而言，除了受訪者學生時期友誼的現今狀態，已由前述之關係階梯模式
點出；另一方面，內隱理論（implicit theory）則有助於釐清受訪者願意持續調適，
保持情誼氛圍的可能原因，即「個人會透過互動對象的狀態推估其性格、預測其
行為，並且根據實際結果發展出相應的回饋（許功餘，2007）」
；若將之放入學生
時期友誼的維持與轉變則能見，由於還能從往來中察得善意回應，縱使現今彼此
各分隔，受訪者依然會在對於雙方關係的想法及行為上努力，希望一定程度地維
繫關係。
（二）關係趨於終止
又由內隱理論觀之，小詩因為 Z 與其男友的相處方式，使自己無法、也無意
共同聚會，且對方平時被動、有事始積極，加上言談間南轅北轍，種種徵兆皆使
之對此友誼感到沮喪，推論 Z 應無心經營二人情誼，最終雙方不免大吵，選擇結
束彼此關係。此也呼應了 Knapp 和 Vangelisti（2009）所提，關係階梯的分離階
段——「終止」（terminating），二人藉由 MSN 攤牌性的對話為媒介，宣告此發
展。
「我覺得主要是，跟她交了這個男朋友應該也有很大的關係吧。
（Da128-1）……她交了這個男朋友之後，對朋友還滿沒心的啊。
（Da128-3）……
她跟這個男朋友相處的方式，……如果我們三個出去的時候，他們兩個就會旁若
無人地做一些事這樣，然後其實可能我表現出來，也不是很想要與跟他們一起，
所以他們到後來就是也減少找我的次數……。（Da074-2）」
「……我覺得她後來幾次找我見面阿，都是因為她要工作了。……會覺得她
出現是很有目的性的。」（Db026-1）
「……因為這次的事在 MSN 上大吵。然後後來她就怒了，
（Db025-5）……
我也回她很情緒性的字眼，
（Db025-8）……後來她好像就說什麼再見掰掰的，我
就把她封鎖加刪除了。（Db025-10）」
「……她接二連三的一些行為跟動作，讓我對她這個人已經失去信心了。」
（Db026-4）
「一開始一定會選擇克服的阿，就會想要跟她談一下，……那如果她給你的
回應不是理想中或是期待的狀況的話，甚至有段差距，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必要繼
續維持阿。」（Db035-6）
「……我覺得我跟她的關係，是可以透過 MSN 來解決一些事情的，所以當
人家跟我說 MSN 有可能是造成你們吵架的時候，我會去思索說，它佔的比重有
多大，
（Db028-2）……一定就是不夠大阿（笑）
，覺得她本身就是這種個性的人，
我們才會吵架，而不是因為 MSN 這個溝通管道。（Db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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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照受訪者的不同應對方式，及關係後續之「平和整理」與「趨於終
止」可發現，學生時期友誼接續職場生涯後，在相關議題影響下，此時如何形塑
互動氛圍更加重要，然營造此氛圍無法只靠單方面，另一端之態度、舉止也為關
鍵，綜合而反應了內隱理論指出的想法、行為之檢證回饋，也引領各自友誼在關
係階梯模式的差異走向。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關注學生時期友誼延續至社會新鮮人階段後，其產生的更迭經驗。無
論著眼於生涯層面或整體生命歷程，此際皆為嶄新變動，本研究在發掘先前已建
立的重要社會支持——學生摯友關係，面臨的影響議題與變化，且進一步地，探
究關係維繫及轉變的脈絡，以下就結果說明。
研究發現，當受訪者自校園步入職場，現今個人工作地點、生活圈分隔而產
生時空間的差異，使得原友誼雙方無法頻繁地往來，互動品質不似昔日，且地理
距離愈拉伸，影響傾向愈明顯。於此同時，包含跨出校門後之工作職涯、重要他
人關係，及個人空餘時間規劃等生涯新焦點亦會分散友伴間心力，難全盤顧及。
重要的是，諸般新焦點的影響並非獨立存在，乃是奠基自前述時空差異之基礎，
亦即由於原本同處於校園環境的自然連結消逝，而使新焦點更加凸顯。再從訪談
中可知，一旦時空差異和生涯新焦點持續，將反饋到個人的相異發展，也讓受訪
者覺察原本熟稔的友誼關係逐漸出現生疏感，增添關係未知數。
面對學生時期友誼的影響議題與變化，初始受訪者會試圖從通訊工具、邀約
共同活動、整理自我對關係看法等方式，嘗試確認情誼；隨之而來地，另一方回
應的態度、舉止則進一步影響到後續氛圍發展。若還能自該學生友誼獲得社會支
持如：情感意見分享、活動中的善意氣氛、關係信念的肯定等，則即便彼此現今
已有各自方向，友誼關係仍可一定程度維繫。相對而言，若關係中的支持性消逝，
感受到對方態度冷淡、功利目的性明顯，甚至於有衝突的不愉快經驗，再輔以前
述的友誼影響議題，那麼此學生時期關係便不免在雙方的選擇下，漸入趨於終止
之態勢。
觀諸本研究可見，其關係維繫與轉變的樣貌大致符合友誼文獻、關係階梯模
式所陳述，然而除了前人已著眼的影響因素外，再統合受訪者經驗後會進一步發
現，學生時期友誼的維繫與轉變實為一「被動中帶有主動」的歷程。換句話說，
受訪者們並不全然任由影響議題主導，而是還會願意在各樣變化下先嘗試努力和
付出。筆者認為這可能跟踏入職場狀態後，面對全新且複雜的環境，受訪者愈加
會想把握昔日單純校園生活中建立的深刻支持，直到後續對方的回饋而反應。此
種歷程及背後對情誼存有的仰賴和看重，應是學生時期友誼維繫與轉變中的特
色，也是本研究能為先前立論加以增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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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由本研究能得知，從學校跨入職場確實是明顯的生命歷程轉換，且此般歷程
更迭牽涉諸多面向，影響所及之一便是學生時期所建立的友誼關係。是故，當助
人工作者面對當事人處於生涯銜接，面臨學生時期友誼今昔景況落差，考量如何
看待關係，並斟酌關係取捨時，筆者輔以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先審視關鍵客觀因素，釐清關係今昔樣貌緣由
在本研究可見，因為生涯銜接而萌發的特定客觀因素，影響學生時期友誼景
況甚巨，諸如：現今彼此的地理位置距離、生活圈是否仍有交集、工作安排與空
餘時間規劃、其餘重要他人關係的投注比重等部分。由於地理位置、生活圈等，
會塑造遠近不一的時空差異，造成直接往來的隔閡；而工作與空餘時間規劃、重
要他人關係等，則是奠基於時空因素的生涯新焦點，亦將分散個人運用於友誼的
心力。筆者建議要先協助當事人釐清這些客觀因素的影響，使其體察學生時期友
誼今昔樣貌的差異緣由，對於友誼變化的脈絡有所知悉，提升因應關係落差的心
理建設。
（二）從主觀層面澄清關係想望，並由理論性知識輔助
另一方面，則可接續從主觀層面著眼，諸如：當事人感受到的相異個人發展
及影響、覺察到雙方目前互動情形良窳、目前對於該學生時期友誼的想法及期待
等，用意在觸發當事人審視自我對雙方關係的思考。由於跨入職場後的學生時期
友誼勢必無法如先前熱絡，因而當事人如何加以解讀、詮釋，便會相當程度地影
響後續對於此關係的言行態度，也進一步形塑關係動力。基於此，助人工作者可
邀請當事人澄清自我對於這段關係的觀察、想法、期待，使其表述看待此關係的
價值意義為何，引導出關係後續的處理方向；另外則不妨適時說明情誼演進的可
能歷程，使當事人在澄清關係之際，也對此議題具備較完整的理論性認知，以期
做出適當判斷、應對。
（三）掌握關係「良性互動氛圍」的原則，盡己之力應對學生時期友誼
再者，對於可能左右情誼關係的「良性互動氛圍」，助人工作者則能協助當
事人把握數個面向，即便已各自擁有不同生活，然而諸如：主動掌握聯繫、善加
利用多樣的溝通工具及管道、整理對於關係的信念並嘗試向對方表達等，此類積
極性行為仍有創造善意回應的效用，使關係動力持續維持調適；而避免過於目的
性、工具性的接觸動機等，則是從消極層面著手，讓學生時期友誼免於過多利害
干擾，維繫此階段情誼發乎真誠而可長久的要件。以上舉止，都是己方仍可掌握，
在好友互動變化之際，有助於情誼延續，能盡量留存此一社會支持。建議助人工
作者可視情誼關係狀態的性質差異，和當事人一同探討發揮，妥善安排學生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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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於生命歷程轉換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終整理四位受訪者經驗，並將其友誼動力暫歸以「平和整理」及「趨
於終止」等面向，不過誠如關係階段的文獻所指，情誼發展實具有個殊性，即便
研究結果已知悉學生時期友誼的數種演變，然除此之外，筆者認為仍還有其他發
展可能值得追尋，這是本研究在資料收集上的侷限；同樣地，受訪者男性、女性
各有二位，但礙於資料豐富程度，只能將研究重心放置友誼維持與轉變的整體脈
絡，未能採性別視框進一步分析，此亦是研究未竟之功，期待後續有興趣者再加
以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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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訪談大綱
1.

請你談談當初是在什麼情形下認識這位朋友的？你們是如何漸漸變成好友
的？你們之間都是怎樣互動的？習慣什麼樣方式來維繫情誼？

2.

請問你畢業後從事何種（或哪幾種）的職業？你覺得自己現在這樣出社會
後的工作狀態，相較於學生時期的生活，會有什麼因素是可能影響該友誼
關係的相處和互動？
除了自己個人外，你覺得那位朋友出社會後，不管是外在生活習慣或個性
上，有沒有什麼地方讓你覺得有了變化？對於這些變化（或沒有變化）
，就
你主觀而言，會覺得以前那些滿足使你們成為朋友的要件，有什麼是仍相
同或已經不一樣的？對於這些部分，你是什麼樣的心態、行為去因應的？

3.

4.

和學生時期相較，現在雙方都以何種方式相處和互動？有沒有特別令你印
象深刻的經驗或場面？這對於你們的友誼關係有什麼樣的影響？

- 53 -

A Study of Maintenance and Change in School Friendships
Among Fresh Graduates
Shang-Yeh Chou*

Yueh-Ting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aintenance and change in school friendships among
fresh graduates. . The study explored possible changes to school friendships after
students embarked upon their careers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changes, and
studied how fresh graduates perceive and respond to these changes.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using in-depth interviews to gather
information. Literature was reviewed and interview results were analyz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ime and location differences”, “new focus in life”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leading to divergent paths” are three major reasons leading to the
changes.
2. Individual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are dependent on the
attitude of friends and whether there i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maintaining
friendships. If friends continue to build rapport, the relationship will remain stable.
In contrast, if distancing, self-interest and conflict occur, the friendship will end.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for social workers.

Keywords: fresh graduates, school friends, friendships, maintaining friendships,
friendship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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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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