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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的因應研究大部分都依循 Lazarus
與 Folkman（1984）所提出的「主動—被動」

向度，亦即將因應分為問題焦點因應以及情緒

焦點因應兩大類。前者是指針對引起沮喪的問

題加以處理或改變的因應，後者是指對於問題

所引起的情緒反應加以調節的因應。 
然而這種個人主義取向的因應概念是否

能直接套用在重視社會關係、倫理規範的華人

文化中，其適用性令人懷疑。在華人文化中，

一個以計劃、問題解決的方式去改變壓力源的

因應策略，若沒有顧及所處的人際脈絡，即使

能成功改變壓力源，卻不見得具有適應性。整

合分析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問題焦點因應與情

緒焦點因應對身心健康只有少量的解釋力（邱

兆宏，2004）。因此，因應除了在「主動—被

動」向度上的差異之外，還需要在「利他—損

他」的向度上加以區分。 
本研究欲採用 Hobfoll、Dunahoo、Ben-Porath
與 Monnier（1994）提出之雙軸向因應模式，

從「主動—被動」以及「利他—損他」兩個向

度來將因應概念化，並據以編製華人文化版的

因應策略量表，以貼近華人文化中的因應策

略。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計有：(1)第一年：編製

華人版的SACS 量表，並考驗其信效度，以及

從此量表區分出不同類型的因應策略，考驗其

與因應間的關係，來探討雙軸向或多軸向模式

在華人文化的適用性；(2)第二年：以不同的樣

本檢驗C-SACS的建構效度，並探討C-SACS 與

COPE 在「壓力-身心適應」中扮演的角色及

模 式 適 合 度 考 驗 ，以說 明 C-SACS 是 否 比

COPE 更適合探討華人的因應策略。 

 

 

研究一 
 

一、研究對象 
 

受試對象為大學生。本研究共收集394份

有效樣本 
 

二、研究工具 
 
（一）因應量表：採用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

量表共 77 題。 
（二）憂鬱量表：採用貝克憂鬱量表（BDI-II）

中文版。共 21 題。 
（三）焦慮量表：採用貝克焦慮量表（BAI）

中文版。共 21 題。 
（四）生氣量表：採用情境—特質生氣量表，

為 楊 淑 蘭 （ 1990 ） 根 據 Spilberger, ，

Jacobs，Russell 與 Crane（1983）所編製

的 情 境 — 特 質 生 氣 量 表 （ State —Trait 
Anger Scale）加以修訂而成。 

（五）心理福祉量表：採用陸洛與施建彬（Lu 
& Shih，1997）所編訂之「中國人幸福感

量表」。 
（六）人際和諧量表：採用簡晉龍（2002）所

修訂的「相融和諧量表」，此量表改編自

Kwan、Bond、Bouchler、Maslach 與 Gan
（1997）的「關係和諧量表」。 

（七）COPE 量表：採用 Carver、Scheier 與

Weintraub（1989）所編製的 COPE 問卷。 
 

 

三、研究程序 
 
（一）審題 

此次所編製的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

表之預試測驗卷，經小樣本進行審題後，發現

有以下幾種問題。 
1.將李克氏五點量表修改為：「幾乎沒有」、「很

少」、「一半一半」、「經常」、「幾乎都是」。 
2.在題目設計上，有鑑於受試者反應某些題目

題意不清而不易作答，有些措辭不恰當，有

些則是題意重複，有些題目敘述已經包含負

向的情緒，故將全部題目再度重新檢視，並

針對需要修改的題目進行調整。 
 
（二）預試 

受試對象為大學生，採用便利取樣的方式

抽樣，共收集252份有效樣本。 
 
（三）項目分析及選題 
1.探索性因素分析—將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

應量表之題目，以預試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以了解題目的背後有哪些向度。使用

promax 斜交轉軸，共萃取出六個因素，分別

為「主動」因應、「主動利他」因應、「被動

利他」因應、「主動損他」因應、「被動」因

應以及「被動損他」因應。此六個因素分別

可解釋總變異的 14.26%、11.10%、9.70%、

6.83%、5.19%以及 4.04%，共可解釋總變異

的 39.17%。各題目在六個因素上的因素負荷

量如表。取負荷量在因素上大於.3 者，藉此

分出六個分量表。 
2.各題與分量表相關—將華人文化版雙軸向

因應量表之題目分別歸到「主動」因應、「主

動利他」因應、「被動利他」因應、「主動損

他」因應、「被動」因應以及「被動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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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六個分量表之後，計算題目與分量表總

分之皮爾遜積差相關，其值如表。題目與分

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小於.25 者，予以刪除。 
3.內部一致性—計算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並計算刪除各題目後，分

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以瞭解

刪除該題目對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之影響。 
4.各題與總分相關—計算題目與華人文化版

雙軸向因應量表總分之皮爾遜積差相關，其

值如表。 
5.內部一致性—計算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

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並計算

刪除各題目後，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

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以瞭解刪除

該題目對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內部

一致性之影響。 
 
（四）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描述統計資

料：各分量表及總量表之描述統計值如

表。「主動」、「主動利他」、「被動利他」、

「主動損他」、「被動」、「被動損他」以及

總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分別為 2.53
（0.47）、2.33（0.56）、1.51（0.44）、2.18
（0.40）、2.31（0.48）、1.89（0.51）以及

2.15（0.28）。「主動」、「主動利他」、「被

動利他」的平均數較高，顯示受試者使用

這三種因應策略的頻率較高。而「主動損

他」與「被動損他」的平均數較低，可能

表示受試者使用這兩種損他因應策略的

頻率較低。然而因為本量表為自陳式量

表，亦不排除此結果是由社會期許的反應

偏向所導致。 
 
（五）信度分析 

內部一致性信度：計算總量表及各分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總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係數則為 0.890。各分量

表的 Cronbach α係數值分別為：「主動」因應

策略為 0.895；「主動利他」因應策略為 0.854；

「主動損他」因應策略為 0.810；「被動」因應

策略為 0.659；「被動利他」因應策略為 0.818；

「被動損他」因應策略為 0.546。其中「被動

損他」因應分量表因為只有 6 個題目，故

Cronbach α係數較低，但仍有 0.546。 
 
（六）效度分析 
1.同時關聯效度 
(1)與身心健康指標之相關—以受試者在各分

量表之總分，分別與貝克焦慮量表總分、

貝克憂鬱量表總分、情境生氣量表總分、

中國人幸福感量表總分以及人際和諧度量

表總分，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以瞭解各

因應策略的使用與各身心健康指標的關連

性為何。其值如表一。 
 

表一、各分量表及總量表與焦慮、憂鬱、生氣、幸福感以及人際和諧度的相關（N=252） 

 主動 主動利他 主動損他 被動 被動利他 被動損他 總量表 

焦慮 -0.08 -0.15* 0.08 -0.04 -0.19** 0.16* -0.09 

憂鬱 -0.19** -0.32*** 0.19** -0.01 -0.18** 0.25*** -0.13 

生氣 -0.16* -0.24*** 0.15* -0.13* -0.25*** 0.20** -0.16* 

幸福感 0.53*** 0.53*** -0.25*** -0.01 0.36*** -0.27*** 0.37*** 

人際和諧 0.24*** 0.34*** -0.14* -0.03 0.12 -0.24*** 0.16* 

附註：*表示達.05 顯著水準，**表示達.01 顯著水準，***表示達.001 顯著水準 
 
 
(2)與 COPE 分量表之相關—將華人文化版雙

軸向因應量表各分量表及總量表，與 COPE
量表各分量表及總量表，進行皮爾遜積差

相關，以瞭解兩個因應量表的因應策略之

使用的關連性。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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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與 COPE 因應量表之相關（N=252） 
 主動 主動利他 主動損他 被動 被動利他 被動損他 總量表 

主動 0.80*** 0.52*** -0.13 0.07 0.45*** -0.09 0.62*** 

計畫 0.80*** 0.54*** -0.07 0.00 0.41*** -0.14* 0.61*** 

抑制干擾活動 0.52*** 0.32*** 0.08 0.19** 0.33*** 0.09 0.52*** 

約束 0.43*** 0.19** 0.12 0.34*** 0.30*** 0.01 0.45*** 

尋求工具性支持 0.54*** 0.84*** -0.10 0.02 0.42*** -0.09 0.60*** 

尋求情緒性支持 0.33*** 0.71*** -0.06 -0.03 0.25*** 0.05 0.43*** 

正向重釋及成長 0.76*** 0.52***  -0.12 0.20** 0.63*** -0.11 0.68*** 

接受 0.46*** 0.28*** -0.02 0.44*** 0.41*** 0.01 0.50*** 

信教 0.13 0.11 0.21** 0.07 0.15* 0.17* 0.25*** 

情緒聚焦與發洩 0.18** 0.36*** 0.15* 0.07 0.09 0.26*** 0.33*** 

否認 -0.31*** -0.30*** 0.25*** 0.19** 0.03 0.25*** -0.06 
行為逃脫 -0.46*** -0.31*** 0.26*** 0.25*** -0.11 0.39*** -0.13* 
心理逃脫 -0.18** -0.18** 0.23*** 0.27*** -0.02 0.51*** 0.07 

飲酒 -0.18** -0.25*** 0.32*** -0.03 -0.14* 0.26*** -0.05 
總量表 0.66*** 0.63*** 0.16* 0.33*** 0.56*** 0.24*** 0.83*** 

附註：*表示達.05 顯著水準，**表示達.01 顯著水準，***表示達.001 顯著水準 
 
 

皮爾遜積差相關結果顯示，「主動」因應

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主動」、「計

畫」、「抑制干擾活動」、「約束」、「尋求工具性

支持」、「尋求情緒性支持」、「正向重釋及成

長」、「接受」、「情緒聚焦與發洩」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有顯著正相關；

「主動」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

之「否認」、「行為逃脫」、「心理逃脫」、「飲酒」

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有顯著負相關。 
「主動利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主動」、「計畫」、「抑制干擾活

動」、「約束」、「尋求工具性支持」、「尋求情緒

性支持」、「正向重釋及成長」、「接受」、「情緒

聚焦與發洩」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

用頻率，有顯著正相關；「主動利他」因應策

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否認」、「行

為逃脫」、「心理逃脫」、「飲酒」因應策略之使

用頻率，有顯著負相關。 
「主動損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信教」、「情緒聚焦與發洩」、「否

認」、「行為逃脫」、「心理逃脫」、「飲酒」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有顯著正

相關。 
「被動」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抑制干擾活動」、「約束」、「正向重釋

及成長」、「接受」、「否認」、「行為逃脫」、「心

理逃脫」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用頻

率，有顯著正相關。 
「被動利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主動」、「計畫」、「抑制干擾活

動」、「約束」、「尋求工具性支持」、「尋求情緒

性支持」、「正向重釋及成長」、「接受」、「信教」

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有顯

著正相關；「被動利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

與 COPE 量表之「飲酒」因應策略之使用頻

率，有顯著負相關。 
「被動損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信教」、「情緒聚焦與發洩」、「否

認」、「行為逃脫」、「心理逃脫」、「飲酒」以及

COPE 總量表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有顯著正

相關；「被動損他」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與

COPE 量表之「計畫」因應策略之使用頻率，

有顯著負相關。 
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之因應策略

的使用頻率，與 COPE 因應量表的因應策略的

使用頻率，有高度正相關，皮爾遜積差相關值

達 0.83，顯示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有良

好的關連效度。 
 
2.建構效度 
(1)性別差異—將男性與女性在各分量表及總

量表的使用頻率，進行 t 檢定，以瞭解男性及

女性在各因應策略的使用上是否有性別差

異。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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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男性與女性在因應策略的使用上之差異（N=252） 
 主動 

（平均數） 
（標準差） 

主動利他 
（平均數） 
（標準差） 

主動損他

（平均數）

（標準差）

被動 
（平均數）

（標準差）

被動利他

（平均數）

（標準差）

被動損他 
（平均數） 
（標準差） 

因應總分 
（平均數） 
（標準差） 

男性 
47.66 24.66 25.69 19.83 27.99 10.67 157.05 

N= 9.25 6.67 6.98 3.77 6.03 2.97 21.99 
女性 

48.34 26.66 22.77 19.46 27.52 11.96 156.74 
N= 8.55 5.54 6.97 3.37 5.37 2.98 18.14 

t 值 -0.59 -2.58* 3.29** 0.80 0.65 -3.45*** 0.12 
附註：*表示達.05 顯著水準，**表示達.01 顯著水準，***表示達.001 顯著水準 
 
 

t 檢定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常使用「主動

利他」與「被動損他」的因應策略，而男性比

女性常使用「主動損他」的因應策略。在「主

動」、「被動」、「被動利他」以及總量表因應策

略的使用頻率上，則無性別差異。 
此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在「主動—被動」

向度上並無差異，但在損他因應策略的使用

上，男性較女性常使用「主動損他」因應策略，

而女性則較男性常使用「被動損他」因應策

略。在利他因應策略的使用上，女性較男性常

使用「主動利他」因應策略，在「被動利他」

因應策略的使用頻率上則無性別差異。 
(2)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對焦慮、憂

鬱、生氣、幸福感以及人際和諧度的解釋

力，是否較 COPE 量表對焦慮、憂鬱、生

氣、幸福感以及人際和諧度的解釋力要

高？見表四。 

 
表四、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與 COPE 量表對焦慮、憂鬱、生氣、幸福感及人際和諧度的解

釋力（N=252） 
 華人文化版 

雙軸向因應量表 
COPE 因應量表 差異百分比 

焦慮 0.4871 0.3471 40.33% 

憂鬱 0.5678 0.4167 36.26% 

生氣 0.5712 0.3770 51.51% 

幸福感 0.6555 0.5882 11.44% 

人際和諧度 0.4901 0.3766 30.14% 

 
 
 
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的題目對焦

慮情緒、憂鬱情緒、生氣情緒、幸福感、人際

和諧度的解釋力，皆比 COPE 量表對依變項的

解釋力為高。解釋力的差異百分比分別為

40.33% 、 36.26% 、 51.51% 、 11.44% 以 及

30.14%。其中，華人文化版雙軸向因應量表對

生氣情緒的解釋力，比起 COPE 因應量表對生

氣情緒的解釋力，有最大的差異百分比。而在

幸福感變項上的解釋力之差異百分比則最小。 
 

研究二 

 

一、研究對象 

    從「大一身心健康調查」的問卷反應，將

大一新生分成四組，分別為(1)身心症狀高、心

理困境高組 (2)身心症狀高、心理困境低組(3) 

身心症狀低、心理困境高組(4) 身心症狀低、

心理困境低組。本研究在這四組學生中目前收

集了各101、60、75、117位。 

 

二、研究工具 

這 些 受 試 利 用 網 路 填 寫 壓 力 問 卷 、

C-SACS、COPE、POMS、SCL-90R、social support

等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