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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探討─ 

以國立中興大學為例 
 

關永馨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及其相互關係。採用問卷調

查法，以中興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總計有效樣本人數為 669 名。問卷填答結果，

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pearman 等級相關等方法進行資料

分析，結果摘述如下： 

一、中興大學學生之整體生涯自我效能高於中等以上，然「收集職業資料」之效 

    能有待加強；在整體生涯阻隔低於中等以下，然「決策干擾」與「信心不足」 

    之阻隔較高。 

二、不同性別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然整體生涯阻隔則男生 

    高於女生。 

三、不同年級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然在「學習干擾」阻隔 

    與「科系困擾」阻隔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學院之學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效能有顯著差異；在整體生涯阻隔 

    有顯著差異。 

五、有工讀經驗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高於無經驗者；然有工讀經驗者 

在「學習干擾」阻隔較高。 

六、畢業後不同生涯選擇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有顯著差異；在「方向不 

    明」阻隔與「科系困擾」阻隔有顯著差異。 

七、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間存在顯著負相關。 

本研究結果可供大學生生涯輔導工作之參考及進一步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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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充，根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100 學年度大專

院校已達 163 所，在學人數達 1,352,084 人，99 學年度之畢業人數達 313,211 人。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錄取率，自 95 學年度開始已突破九成，於 98 學年度更高達

97.14％。由於大學數量、大學畢業生人數不斷攀升，因此大學文憑已不再是求

職的保證。大學生畢業後將面臨就業市場競爭之考驗，協助大學生積極尋找自我

定位、充實自我能力、掌握職業資訊、提升未來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大

學教育中之重要課題。 
Super（1990）之生涯理論顯示，大學生係處於生涯探索階段，此階段包含

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早期（18 至 22 歲），其生涯發展任務在於尋求職業方向或生

涯目標，為踏入就業市場而培養其專業技能。在此生涯發展的關鍵階段，大學生

必須面臨許多與未來發展相關的重要決定，例如：就業、升學、婚姻等，而此決

定也將影響其未來的生涯發展方向。董氏基金會（2008）對大學生的研究亦顯示，

擔心「未來生涯發展」及「經濟情況」是大學生的兩大壓力來源；大專院校學生，

求助於諮商輔導中心協助的問題類別，亦以生涯發展問題最多（金樹人等，1989；
黃惠惠，1994；洪立，2003）。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中原大學學

生輔導中心、空中大學學習輔導中心，歷年來申請心理諮商之問題類別中，生涯

輔導（含自我探索、轉系與升學就業）之個案量佔全部諮商個案人次之 30％至

40％（張德聰，2004）。相關研究亦顯示生涯發展問題為大學生發展過程中重要

的核心議題，大學生在校期間常無法確定未來職業方向，於職業抉擇時仍有阻力

存在（金樹人等，1989；袁志晃，2002）。 
由社會認知理論之觀點，生涯發展常受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之影響

﹙Lent、Brown＆Hackett﹐1994﹚。生涯自我效能（career self–efficacy）係指個體

面對生涯選擇與生涯適應時，能表現適切行為，以達成該任務之信心程度。此種

正向的認知態度可促使個體產生積極適當的生涯選擇和生涯準備行動，並能克服

生涯阻礙﹙Hackett＆Betz﹐1981﹚。高自我效能者面對生涯選擇時，焦慮感較低，

生涯表現亦較佳。當個體對自我的了解與肯定愈高，就愈能做出適當的生涯抉

擇，獲致成功的生涯發展（林幸台，1987）。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定向情形存在

高度相關性，當生涯自我效能高者其生涯愈趨於定向狀態（厲瑞珍，2002）。提

升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將有助於其面對未來生涯的選擇、選擇後的表現、以

及面臨困境時之持續性。 
生涯阻隔（career barriers）係指個體在生涯發展過程中，遭遇之困難事件或

情境，阻礙了生涯目標之達成。當個體未能察覺這些阻礙，將使個人的潛能無法

充分發揮，進而造成發展上的限制（田秀蘭，1998；陳麗如，1994）。在生涯輔

導過程中，除了認識自我、認識工作環境以及學習相關技巧外，生涯阻隔因素常

是造成生涯發展不順的主要關鍵（田秀蘭，2000）。生涯阻隔與生涯定向間存在

高度相關性，即生涯阻隔愈高者，生涯愈趨於未定向狀態（陳麗如，1994）。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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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生涯阻隔因素，將有助於解釋職業選擇過程未定向之原因（袁志晃，2002；
Swanson＆Tokar﹐1991）。探討大學生生涯阻隔因素，找出主要生涯阻隔因素，

並做適當之輔導，將有助於大學生之生涯發展及降低生涯阻隔之發生。 
本人擔任大學諮商輔導工作多年，從實務經驗亦發現，不少學生對未來前途

感到擔心與困惑，對自己缺乏自信，生涯發展面臨阻礙，深感生涯輔導工作之重

要性。本研究擬探討中興大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及其相互關係，

期能提供學校或輔導相關人員進行學生生涯輔導時之參考。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 
一、瞭解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現況。 
二、探討不同背景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上之差異。 
三、探討不同背景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上之差異。 
四、瞭解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進行大學生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探討，茲將相關文獻分別

說明如下： 

一、生涯自我效能 
生涯自我效能之概念，起源於 Bandura﹙1977a，1977b﹚的社會學習理論，

此理論強調行為、個人和環境三者間之交互影響，認為人的行為會受環境之影

響，然而人對環境的認知也會影響行為，而人之行為亦會影響環境。在此交互影

響過程中個人的認知因素（含思考、記憶、判斷等）對其行為有決定性的影響。

「自我效能」就是在特定情境中，個體對自己可以表現良好行為程度的自我知

覺，也是個體對自己行為成功程度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較高者對事情比較能努

力以赴並堅持到底（黃德祥，2008）。 
Bandura﹙1986﹚認為影響自我效能形成之因素，有以下四方面： 

（一） 成就表現（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是指個人過去的成功經驗， 
個人過去的成功經驗愈多，自我效能愈高。反之，過多失敗經驗則會削弱

個人之自我效能。 
（二） 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與相似他人比較，當相似他人成功的

事例愈多，也會增加個人之自我效能，反之亦然。 
（三） 言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由他人的言語訊息中獲悉個人可能成功

的程度，例如透過言語的分析、建議、訓誡及鼓勵等。 
（四） 情緒激起（emotional arousal）：指個人的身心狀態。當個體有適當的情

緒激起時，對成功的預期會比較高，反之太低或太高的情緒激起狀態，個

人成功的可能性較低。 
透過成就表現、替代經驗、言語說服及情緒激起等四種訊息來源，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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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為的影響，主要有三個層面﹙Bandura﹐1986﹚： 
（一） 行為選擇（choice）：指對於相關活動與行為的選擇。自我效能的高低

決 
定個體選擇積極面對問題、尋求解決方法或是逃避、不予理會。 

（二） 行為表現（performance）：指選擇後的表現，高自我效能者面對問題時， 
能努力投入比較不會有焦慮感，較自我效能低者有良好的表現。 

（三） 行為持續性（persistence）：指面臨障礙或挫折時的持續性。高自我效能 
者，在面對阻礙時較能堅持下去，努力克服問題。 

Hackett＆Betz﹙1981﹚是最早將 Bandura 的自我效能概念運用在女性生涯發

展的研究，認為生涯自我效能是個體在生涯發展過程中，對自己能成功完成任務

的看法、信念及期待。引起學者之重視，將自我效能概念運用在個體生涯發展上，

稱為「生涯自我效能」﹙Lent、Brown＆Hackett﹐1994﹚。 
Crites﹙1965，1974﹚認為生涯成熟代表個體達到生涯發展任務的程度，並

與是否具備五項生涯活動的能力有關，分別為：（1）正確的自我評量；（2）職業

資料的蒐集；（3）目標選擇；（4）未來計畫之擬定；（5）問題解決。Taylor＆Betz
﹙1983﹚根據 Crites 的生涯成熟模式，提出生涯自我效能係指個體在上述五項生

涯活動上，所具備的信心程度，發展出生涯自我效能的標準化評量工具，用以評

估個體投入生涯決定的信心程度。當自我對其應對能力具有高度信心時，就愈能

排除生涯發展過程所面臨的阻礙因素，進而獲致成功的生涯發展。 
Hackett＆Betz﹙1981﹚的研究發現，生涯自我效能影響女性的職業選擇。

Hackett、Lent＆Greenhaus﹙1991﹚認為生涯自我效能，可促使個體盡可能發揮

其天賦潛能，並追求其較感興趣的職業。在台灣，張佳晏（2004）之研究顯示生

涯自我效能程度較高的女大學生，其生涯成熟的發展較佳。陳佩雯（2005）之研

究亦顯示技職技院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發展狀況呈高度正相關。綜上所

述，生涯自我效能是生涯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 

二、生涯阻隔 
生涯阻隔的概念，係由 Crites﹙1969﹚所提出，意指在生涯發展歷程中，個

體所遭遇到的內在衝突與外在挫折：內在衝突如自我概念及成就動機；外在挫折

如性別或年齡歧視。Swanson＆Woitke﹙1997﹚將生涯阻隔（career barriers）定

義為個體在所處環境中，所面臨到任何會造成生涯發展困難的事件或情境。許多

研究指出，生涯阻隔的存在將導致個體在生涯發展過程中無法發揮潛能，造成其

發展上的缺失（鍾宜玲，2004；田秀蘭，1998；陳麗如，1994；Swanson＆Tokar﹐
1991）。 

生涯阻隔因素的分類，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法。多數學者將生涯阻隔分為

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兩大類來討論（陳麗如，1994；Crites﹐1969；Fitzgerald＆
Weitzman﹐1992）。內在因素包括：人格特質、自我概念、自我效能、價值信念、

角色衝突。而外在因素包括：刻板印象、歧視、他人影響、生涯相關課程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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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職業條件限制、社經地位、社會需求（鍾宜玲，2004）。而 Swanson＆Tokar
﹙1991﹚則將其區分為（一）背景/環境因素：包括性別、年齡、種族、教育訓

練背景等；（二）心理/態度因素：包括內在興趣、自我觀念等；（三）社會/人際

因素：包括原生家庭的影響、未來婚姻狀況、子女照顧、社會期許及刻板印象等。 
在台灣，田秀蘭（1998）根據 Swanson＆Tokar﹙1991﹚對生涯阻隔的分類

架構，編製了「生涯阻礙因素量表」，其內容包括：自我認識、性別上的差別待

遇、家庭責任、學校科系、他人支持、對女性的態度、多重角色壓力、不鼓勵選

擇非傳統職業、對工作不滿、競爭條件、不可控制之個體條件、婚姻及子女問題

共十二個因素。 
陳麗如（1995）透過訪談收集國內大學生之相關資料，並以國內大學生為樣

本，發展出本土化的「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內容包括：意志薄弱、猶豫行

動、資訊探索、特質表現、方向選擇、科系選擇、學習狀況、學習困擾等八個生

涯阻隔因素。陳麗如（2010）將原初版題目重新修訂為「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

（第二版）」，考量個人特質、定向情形、心理態度等向度，並進一步歸納為九個

因素：方向不明、信心不足、學習干擾、堅持不足、發展阻撓、意志薄弱、猶豫 
行動、科系困擾、決策干擾等九項生涯阻隔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方向不明：指的是大學生對自己不夠瞭解、相關資訊缺乏、方向不明確、 

未能明確選擇等。 
（二） 信心不足：指大學生對自己缺乏信心，擔心自己的實務經驗或個人條件

不足、擔心現實環境和時機等，影響其採取與生涯發展有關的行動。 
（三） 學習干擾：指大學生在學習狀況或專業的學習有困擾，因不當的學習態

度、不良的學習方法或情感困擾所造成。 
（四） 堅持不足：指大學生受到個人因素（例如：時間、經驗、個人毅力、想

法）的影響，而改變個人生涯方向的選擇，容易放棄在真正想要的方向發

展。 
（五） 發展阻撓：指大學生在發展規劃方面遇到較多阻撓，使其無法全力去做

準備，或者不知或不敢做準備。原因可能是：經濟問題、猶豫態度、資訊

不足等。 
（六） 意志薄弱：指大學生容易受到他人（例如：父母、親人、朋友）的影響，

而改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涯發展方向。 
（七） 猶豫行動：指大學生因為個人的被動、消極或逃避的態度，導致遲遲未

能 
採取生涯發展有關的行動。 

（八） 科系困擾：指大學生目前就讀的科系不是自己喜歡或期待的、不適合自

己或者尚未充分了解所就讀的科系。 
（九） 決策干擾：指大學生決策時受到某些因素干擾，而未能採取果斷的決策， 

包含相關評價、猶豫態度、個人刻板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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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為對象，抽取 13 班修習通識教育課程學生為

樣本，共計 736 名，剔除不完整的問卷，有效樣本為 669 名；有效樣本之基本資

料分類如下： 
（一）性別：男，375 名；女，294 名 
（二）年級：大一，213 名；大二，175 名；大三，182 名；大四，99 名 
（三）學院：文學院 102 名 （男 32；女 70）    社管院 77 名（男 17；女 60） 
            農資院 208 名（男 113；女 95）    獸醫院 21 名（男 13；女 8） 

理學院  66 名（男 49；女 17）     生科院 43 名（男 25；女 18） 
            工學院 152 名（男 126；女 2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包括個人基本資料、生涯自我效能量表及生涯阻隔因素量表等三

部分，分述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 

此部分包含有：性別、年級、學院、是否有工讀或工作經驗、畢業後的生涯

選擇（升學、就業、未定）、父親支持態度（非常不支持、不支持、無意見、支

持、非常支持）、母親支持態度（非常不支持、不支持、無意見、支持、非常支

持）、家庭經濟狀況（非常不好、不好、尚可、很好、非常好）。 
（二）生涯自我效能量表： 

本研究之「生涯自我效能量表」，係採用郭玟嬨（2003）參考 Taylor＆Bets
﹙ 1983 ﹚所編製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CDMSE）。 

此量表主要是測量大學生在面對生涯問題時，對自己解決問題能力的信心程

度，此量表分成五個分量表，包含「自我瞭解與評估」、「未來計畫擬定」、「收集

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全量表共計 31 題。量表作答採

五點量尺，其計分方式分別是，「完全有信心」為 5 分、「有些信心」為 4 分、「差

不多」為 3 分、「有些沒信心」為 2 分、「完全沒信心」為 1 分。本量表並無反向

計分題，分數愈高者，表示其生涯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則表示生涯自我效能愈

低。 
在信度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95。「自我瞭解與評估」

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90；「未來計畫量表」分量表為.86；「收集職業資

料」為.81；「問題解決能力」為.83；「目標選擇決定」則為.81。顯示此量表之信

度頗佳。 
（三）生涯阻隔因素量表 

本研究之「生涯阻隔因素量表」，係採用陳麗如（2010）所編製的「生涯阻

隔因素量表（第二版）」，此量表適用於國內大專院校的學生，量表的目的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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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檢視阻礙其生涯發展的因素，以便必要時做調整。 
此量表包含九個分量表，分別為方向不明（10 題）、信心不足（10 題）、學

習干擾（10 題）、堅持不足（9 題）、發展阻撓（9 題）、意志薄弱（9 題）、猶豫

行動（8 題）、科系困擾（7 題）、決策干擾（5 題），全量表共計 77 題。量表作

答採四點量尺，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四點，

分別計分為 4 分、3 分、2 分及 1 分。分數愈高者，表示個人生涯所處該因素的

負向狀態愈明顯。題目中包含八題反向題（第 7 題、58 題、59 題、63 題、65
題、67 題、68 題、71 題），計分以反向計分，即 1 分、2 分、3 分和 4 分。 

在信度方面，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71 至.95，重測信

度介於.62 至.80。顯示本量表具有高的內在一致性及穩定性。在效度方面，本量

表從質性處理蒐集題項、專家審查、預試施測、項目分析到因素分析等，過程嚴

謹，內容效度高。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茲將採用統計程序說明如下： 

（一）次數分配：分析研究樣本次數分配之情形。 
（二）平均數、標準差：瞭解研究樣本在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隔因素各分量表 
      上之情況。 
（三）t 檢定、變異數分析或 Spearman 等級相關分析（Spearman rank coefficient   
     analysis）：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研究樣本，在生涯自我效能、生涯阻隔因 

素各分量表上的差異或相關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經統整分析後說明如下： 
一、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概況 
（一）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之現況 

本研究將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以「自我瞭解與評估」、「未來計畫擬

定」、「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等五個分量表與整體

量表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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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興大學學生生涯自我效能之現況分析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題平均數 

生涯自我效能（整體） 31 105.14 17.42 3.40 
1.自我瞭解與評估 13 47.97 7.46 3.69 
2.未來計畫擬定 8 26.11 5.67 3.26 
3.收集職業資料 4 11.17 3.47 2.79 
4.問題解決能力 3 9.87 2.21 3.29 
5.目標選擇決定 3 10.02 2.33 3.34 

由表 1 可知，生涯自我效能各分量表中，每題平均數在 2.79 至 3.69 之間，

其中以「自我瞭解與評估」最高（M＝3.69），「收集職業資料」最低（M＝2.79）。
本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每題中間值為 3.00，除了「收集職業資料」外，其餘

每題平均數均高於中間值。其中中興大學學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之效能最佳，

但在「收集職業資料」之效能最低。就整體生涯自我效能而言，每題平均數為

3.40，超過中間值，顯示中興大學學生之生涯自我效能高於量尺的中間值。 
（二）中興大學學生生涯阻隔因素之現況 

本研究將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阻隔因素以「方向不明」、「信心不足」、「學習

干擾」、「堅持不足」、「發展阻撓」、「意志薄弱」、「猶豫行動」、「科系困擾」、「決

策干擾」等九個分量表與整體量表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2。 
 
表 2 
中興大學學生生涯阻隔因素之現況分析 

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題平均數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77 186.68 27.53 2.42 
1.方向不明 10 24.62 4.83 2.46 
2.信心不足 10 26.91 4.49 2.69 
3.學習干擾 10 23.24 4.63 2.32 
4.堅持不足 9 21.08 4.87 2.34 
5.發展阻撓 9 21.28 4.09 2.36 
6.意志薄弱 9 20.10 4.09 2.33 
7.猶豫行動 8 18.59 3.20 2.32 
8.科系困擾 7 16.34 3.01 2.33 
9.決策干擾 5 13.67 2.43 2.73 

 
由表 2 可知，生涯阻隔因素各分量表中，每題平均數在 2.32 至 2.73 之間。

其中以「決策干擾」最高（M＝2.73），「學習干擾」與「猶豫行動」最低（M＝

2.32）。本量表採 Likert 四點量表，每題中間值為 2.50，除了「決策干擾」（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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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信心不足」（M＝2.69）外，其餘每題平均數均低於中間值，顯示中興大

學學生在「決策干擾」、「信心不足」方面之阻礙程度較高。就整體生涯阻隔因素

而言，每題平均數為 2.42，低於中間值，顯示中興大學學生之生涯阻隔因素低於

量尺的中間值。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此部分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學院、工讀或工作經驗、生涯

選擇、父母親支持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情形。 
（一）不同性別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由表 3 可知，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及五個分量表，經

由 t 檢定分析結果，均未達顯著之差異。 
 
表 3 
不同性別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分析 

量表 

 

男（n＝375） 女（n＝294）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涯自我效能（整體） 105.49 17.09 104.68 17.85 0.60 
1.自我瞭解與評估 48.10 7.57 47.80 7.33 0.51 
2.未來計畫擬定 26.00 5.74 26.25 5.58 0.57 
3.收集職業資料 11.28 3.07 11.03 3.91 0.93 
4.問題解決能力 9.97 2.16 9.74 2.28 1.28 
5.目標選擇決定 10.15 2.27 9.86 2.40 1.63 

 
此結果與陳靜怡（2005）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及郭恬伶（2004）以師範院校

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相同，其研究顯示男女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沒有顯著差

異。但此結果與許雅嵐（2008）、陳佩雯（2005）與郭玟嬨（2003）以技職校院

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結果不同，其研究顯示男生的生涯自我效能高於女生。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並無一

致的結論，除了研究樣本不同之外，學校類型、就讀學院也可能與性別產生交互

影響。 
 
（二）不同年級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F＝0.74，P＞.05）及「自我

瞭解與評估」（F＝1.33，P＞.05）、「未來計畫擬定」（F＝0.14，P＞.05）、「收集

職業資料」（F＝1.14，P＞.05）、「問題解決能力」（F＝0.28，P＞.05）、「目標選

擇決定」（F＝1.91，P＞.05）等五個分量表，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均未達

顯著之差異。此結果與郭恬伶（2004）、許雅嵐（2008）、饒紋慈（2010）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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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相同，其研究顯示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整體及各分量表，並未隨著年級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此結果與任蕙玲（2005）以研究生為研究對象的結果不同，

其研究則顯示隨著年齡增長，生涯自我效能也會愈高。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並無一

致的結論，除了研究樣本不同之外，與任蕙玲（2005）研究結果不同的原因，可

能是研究生（包含碩、博士生）其年齡及經驗之變異大於年級。 
 
（三）不同學院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不同學院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F＝2.01，P＞.05）未達顯著

之差異，但在「自我瞭解與評估」（F＝2.29，P＜.05）分量表達顯著之差異，進

行 LSD 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文學院、獸醫學院顯著高於農資、理、工學院。此

結果與黎麗貞（1997）的研究顯示文學院男生在「自我瞭解與評估」與「未來計

畫擬定」上的自我效能，比社會及科技學院的男生高；厲瑞珍（2002）的研究亦

顯示，人文學院學生比社會及科技學院學生的自我效能高，結果類似。目前台灣

就業市場多為科技導向，是否文學院的學生較有危機意識，因此較能對自己有更

深入的瞭解與評估。另外，獸醫學系修業期間較長，臨床解剖實習課程繁重，是

否獸醫學院學生在面臨生涯抉擇時，更需對自己有深入的瞭解與評估，值得進一

步探討。 
 
（四）有無打工經驗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由表 4 可知，有無工讀或工作經驗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t＝
2.33，p＜.05），達顯著之差異；在「收集職業資料」（t＝2.69，p＜.01）、「問題

解決能力」（t＝2.03，p＜.05）二個分量表上，亦達顯著之差異。表示有工讀或

工作經驗的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及「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

二個分量表上之效能高於無工讀或工作經驗者。 
 
表 4 
有無工讀或工作經驗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分析 

量表 有經驗（n＝456） 無經驗（n＝21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涯自我效能（整體） 106.20 17.93 102.85 16.08 2.33＊ 

1.自我瞭解與評估 48.35 7.72 47.15 6.82 1.94 
2.未來計畫擬定 26.37 5.92 25.55 5.04 1.75 
3.收集職業資料 11.31 3.72 10.64 2.79 2.69＊＊ 

4.問題解決能力 9.99 2.25 9.62 2.11 2.03＊ 

5.目標選擇決定 10.09 2.38 9.89 2.23 1.02 

t 值＊：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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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與厲瑞珍（2002）、郭玟嬨（2003）、饒紋慈（2010）之研究皆顯示有

工作經驗之大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的表現優於不具工作經驗者。 
 
（五）不同生涯選擇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 

由表 5 可知，畢業後不同生涯選擇（升學、就業、未定）之大學生在生涯自

我效能整體量表（F＝7.70，P＜.001）及「自我瞭解與評估」（F＝7.85，P＜.001）、
「未來計畫擬定」（F＝4.12，P＜.05）、「收集職業資料」（F＝4.53，P＜.05）、「問

題解決能力」（F＝7.22，P＜.001）、「目標選擇決定」（F＝3.45，P＜.05）等五個

分量表上皆達顯著水準，進行 LSD 事後比較，顯示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上

升學組、就業組優於未定組；在分量表上，除了「未來計畫擬定」，升學組優於

未定組，其他「自我瞭解與評估」、「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

擇決定」四個分量表，皆為升學組、就業組優於未定組。此結果與厲瑞珍（2002）、
許雅嵐（2008）之研究皆顯示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定向情形存在高度相關性，亦

即畢業後生涯選擇定向者（升學或就業）比未定向者生涯自我效能為佳。 
 
表 5 
不同生涯選擇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分析 

量表 生涯選擇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生涯自我效能 

(整體)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106.29 

107.60 

100.99 

16.87 

16.80 

18.26 

7.70*** 升學組、就業組 > 未定組 

1.自我瞭解與評

估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48.21 

49.41 

46.31 

6.87 

6.89 

8.57 

7.85*** 升學組、就業組 > 未定組 

2.未來計劃擬定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26.61 

26.21 

25.13 

5.17 

5.98 

6.11 

4.12* 升學組 > 未定組 

3.收集職業資料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11.32 

11.58 

10.54 

3.84 

3.22 

2.87 

4.53* 升學組、就業組 > 未定組 

4.問題解決能力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10.00 

10.19 

9.36 

2.09 

2.27 

2.29 

7.22*** 升學組、就業組 > 未定組 

5.目標選擇決定 1.升學組(n=324) 

2.就業組(n=160) 

3.未定組(n=185) 

10.15 

10.21 

9.64 

2.26 

2.41 

2.35 

3.45* 升學組、就業組 > 未定組 

F 值＊：P＜.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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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父親、母親支持程度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關係 
由表 6 可知，父親支持程度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

係數分析結果，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r＝0.28，P＜.001）及「自我瞭解與

評估」（r＝0.24，P＜.001）、「未來計畫擬定」（r＝0.26，P＜.001）、「收集職業資

料」（r＝0.22，P＜.001）、「問題解決能力」（r＝0.29，P＜.001）、「目標選擇決定」

（r＝0.23，P＜.001）五個分量表上，皆呈正相關。母親支持程度在生涯自我效

能整體量表（r＝0.26，P＜.001）及「自我瞭解與評估」（r＝0.22，P＜.001）、「未

來計畫擬定」（r＝0.25，P＜.001）、「收集職業資料」（r＝0.18，P＜.001）、「問題

解決能力」（r＝0.24，P＜.001）、「目標選擇決定」（r＝0.22，P＜.001）等五個分

量表，皆呈正相關，顯示學生父、母親對其所就讀的科系及未來職業之規劃支持

程度愈高者，其生涯自我效能整體與五個分量表上之效能也愈高。 
 
（七）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關係 

由表 6 可知，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自我效能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

係數分析結果，在生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r＝0.10，P＜.05）及「收集職業資料」

（r＝0.13，P＜.001）、「問題解決能力」（r＝0.12，P＜.01）、「目標選擇決定」（r
＝0.13，P＜.001）三個分量表上，呈正相關。顯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愈好，在生

涯自我效能整體量表及「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上

之效能也愈高。 
 
表 6 
父親、母親支持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自我效能的 Spearman 等級相關 

量表        

 

變項 

生涯自我效

能（整體） 

自我瞭解

評估 

未來計畫

擬定 

收集職業

資料 

問題解決

能力 

目標選擇

決定 

父親支持程度 0.28＊＊＊ 0.24＊＊＊ 0.26＊＊＊ 0.22＊＊＊ 0.29＊＊＊ 0.23＊＊＊ 

母親支持程度 0.26＊＊＊ 0.22＊＊＊ 0.25＊＊＊ 0.18＊＊＊ 0.24＊＊＊ 0.22＊＊＊ 

家庭經濟情況 0.10＊ 0.05 0.07 0.13＊＊＊ 0.12＊＊ 0.13＊＊＊ 
＊：P＜.05、＊＊：P＜.01、＊＊＊：P＜.001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情形 

此部分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院、工讀或工作經驗、生涯

選擇、父母親支持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情形。 
（一）不同性別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由表 7 可知，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生涯阻隔整體量表（t＝3.49，P＜.001）
及在「方向不明」（t＝2.02，P＜.05）、「學習干擾」（t＝3.95，P＜.001）、「堅持

不足」（t＝2.31，P＜.01）、「發展阻撓」（t＝3.93，P＜.001）、「意志薄弱」（t＝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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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猶豫行動」（t＝3.48，P＜.001）等六個分量表上達顯著之差異，表

示男生在生涯阻隔整體因素及「方向不明」、「學習干擾」、「堅持不足」、「發展阻

撓」、「意志薄弱」、「猶豫行動」等六個分量表上之阻隔高於女生。 
此結果與鍾宜玲（2004）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顯示不同性別在生涯阻隔因

素整體量表未達顯著差異，而女生在「資訊探索」的阻隔高於男生；男生在「學

習困擾」的阻隔高於女生的結果不完全一致，除了研究樣本及量表版本不同外，

是否隨著社會愈趨兩性平權，女性在職業發展上的限制降低，機會也變多；此外

女性先天身心成熟度較高，造成女性阻礙較低。值得進一步探討。 
 
表 7 
不同性別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 

量表 男（n＝375） 女（n＝294）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189.94 28.09 182.51 26.27 3.49＊＊＊ 

1.方向不明 24.95 4.48 24.19 5.22 2.02＊ 
2.信心不足 27.14 4.57 26.61 4.37 1.52 
3.學習干擾 23.86 4.48 22.45 4.71 3.95＊＊＊ 
4.堅持不足 21.46 4.65 20.59 5.12 2.31＊＊ 
5.發展阻撓 21.83 4.24 20.59 3.79 3.93＊＊＊ 
6.意志薄弱 21.54 4.19 20.26 3.84 4.07＊＊＊ 
7.猶豫行動 18.97 3.36 18.11 2.91 3.48＊＊＊ 
8.科系困擾 16.39 3.00 16.28 3.03 0.45 
9.決策干擾 13.81 2.59 13.50 2.19 1.63 

t 值＊：P＜.05、＊＊：P＜.01、＊＊＊：P＜.001 
 
（二）不同年級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由表 8 得知，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量表（F＝1.68，P＞.05）
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學習干擾」（F＝4.25，P＜.01）、「科系困擾」（F＝3.20，P
＜.05）二個分量表上，不同年級之間達顯著之差異，進行 LSD 事後比較顯示，

在「學習干擾」上，二、三、四年級顯著高於一年級；在「科系困擾」上，四年

級顯著高於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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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年級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 

變項 量表 F 值 事後比較 

年級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1.68  

 1.方向不明 2.08  

 2.信心不足 0.85  

 3.學習干擾 4.25＊＊ 大二、大三、大四＞大一 

 4.堅持不足 2.49  

 5.發展阻撓 1.13  

 6.意志薄弱 1.46  

 7.猶豫行動 0.43  

 8.科系困擾 3.20＊ 大四＞大一、大二 

 9.決策干擾 2.44  

F 值＊：P＜.05、＊＊：P＜.01 
 

綜合上述，本研究顯示在「學習干擾」上，二、三、四年級的阻隔較一年級

高，其原因是否因一年級的學習科目較多為通識課程與基礎課程，而隨著年級增

加，專業課程逐漸增加，因此知覺到較多學習狀況與專業學習之干擾。而在「科

系困擾」上，四年級的阻隔則高於一、二年級，可能原因為四年級即將畢業，面

臨就業市場的考量，因此比一、二年級知覺到較多「科系困擾」的因素。 
 
（三）不同學院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由表 9 得知，不同學院之大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量表（F＝4.31，P＜.001）
達顯著之差異，而在分量表上，除了「決策干擾」（F＝1.79，P＞.05）未達顯著

差異外，其餘「方向不明」（F＝2.76，P＜.01）、「信心不足」（F＝2.94，P＜.01）、
「學習干擾」（F＝6.79，P＜.001）、「堅持不足」（F＝4.05，P＜.001）、「發展阻

撓」（F＝2.94，P＜.01、「意志薄弱」（F＝3.13，P＜.01）、「猶豫行動」（F＝3.11，
P＜.01）、「科系困擾」（F＝5.65，P＜.001）等八個分量表上皆達顯著差異。進行

LSD 事後比較顯示，就生涯阻隔因素整體而言，理、工學院顯著高於社管學院。

在「方向不明」上，理、工學院顯著高於社管學院；在「信心不足」上，文、農

資、理、工、生科、社管院顯著高於獸醫學院，又理、生科學院顯著高於社管學

院；在「學習干擾」上，文、農資、理、工、生科學院顯著高於獸醫學院，又理、

工學院高於文、農資、社管學院，又農資、生科學院高於社管學院；在「堅持不

足」上，理、工學院高於獸醫學院；在「發展阻撓」上，文、農資、理、工、生

科學院高於社管學院；在「意志薄弱」上，理、工學院高於文、社管學院，又農

資學院高於社管學院；在「猶豫行動」上，理學院高於文學院，文學院高於獸醫

院，又農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高於社管、獸醫學院，又生科學院高於獸醫學院；

在「科系困擾」上，文、農資、理、工、生科學院高於獸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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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學院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 

變項 量表   F 值 事後比較 

學院別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4.31＊＊＊ 理、工＞社管 

 1.方向不明   2.76＊＊ 理、工＞社管 

 2.信心不足 2.94＊＊ 1.文、農、理、工、生科、社管＞獸醫 

2.理、生科＞社管 

 3.學習干擾  6.79＊＊＊ 1.文、農、理、工、生科、社管＞獸醫 

2.理、工＞文、農、社管 

3.農、生科＞社管 

 4.堅持不足  4.05＊＊＊ 理、工＞獸醫 

 5.發展阻撓  2.94＊＊ 文、農、理、工、生科＞社管 

 6.意志薄弱  3.13＊＊ 1.理、工＞文、社管 

2.農＞社管 

 7.猶豫行動  3.11＊＊ 1.理＞文＞獸醫 

2.農、理、工＞社管、獸醫 

3.生科＞獸醫 

 8.科系困擾   5.65＊＊＊ 文、農、理、工、生科＞獸醫 

 9.決策干擾  1.79  

F 值＊＊：P＜.01、＊＊＊：P＜.001 
 

綜合上述，整體而言，理、工學院的學生之生涯阻隔因素較社管學院為高。

可能的原因除各學院學生人數上的差異外，近年來台灣科技產學就業市場轉型也

可能影響理、工學院的學生，在生涯阻隔上所知覺的阻隔較高。理、工科畢業生

眾多，就業市場飽和，加上近年來科技產業轉往大陸設廠，台灣對科技人才需求

相對降低，屢聞裁員、放無薪假，使得理、工科學生對未來產生不確定感，因而

知覺到較高的阻隔。相對之下，社管院之法律、財經、管理與行銷等領域，近年

來就業市場需求量穩定成長，因此生涯阻隔較低。另外在各分量表上，獸醫學院

學生也較其它學院學生知覺的阻隔為低，可能的原因是獸醫系未來就業方向明確 
，加上近年來飼養小動物的風氣很盛，獸醫師是相當熱門的工作，因此獸醫學院

學生所知覺的阻隔較低。 
 
（四）有無打工經驗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由表 10 得知，有無工讀或工作經驗之大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量表（t
＝1.07，P＞.05）未達顯著之差異，但在「學習干擾」（t＝2.76，P＜.01）分量表

上則達顯著之差異，亦即有工讀或工作經驗的大學生在「學習干擾」的阻隔高於

無經驗者。可能的原因是有工讀或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投注時間與精力在工作上，

因而影響到學習狀況與專業學習成果，而較無經驗者在「學習干擾」上的阻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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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表 10 
有無工讀或工作經驗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 

量表 有經驗（n＝456） 無經驗（n＝21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187.45 28.25 185.01 25.93 1.07 

1.方向不明 24.64 4.97 24.57 4.52 0.19 

2.信心不足 26.81 4.59 27.11 4.26 -0.80 

3.學習干擾 23.57 4.83 22.52 4.10   2.76＊＊ 

4.堅持不足 21.25 4.52 20.73 5.55 1.28 

5.發展阻撓 21.42 4.22 20.99 3.79 1.29 

6.意志薄弱 21.18 4.20 20.53 3.82 1.92 

7.猶豫行動 18.51 3.25 18.77 3.08 -0.99 

8.科系困擾 16.47 3.08 16.08 2.85  1.55 

9.決策干擾 13.65 2.45 13.72 2.38 -0.33 

t 值＊＊：P＜.01 
 
（五）不同生涯選擇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 

由表 11 可知，畢業後不同生涯選擇（升學、就業、未定）之大學生在生涯

阻隔因素整體量表（F＝2.65，P＞.05）未達顯著之差異；但在「方向不明」（F
＝15.92，P＜.001）、「科系困擾」（F＝7.93，P＜.01）二個分量表上則有顯著之

差異，進行 LSD 事後比較顯示，在「方向不明」上，未定組顯著高於升學組與

就業組；在「科系困擾」上，就業組與未定組顯著高於升學組。 

表 11 
不同生涯選擇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 

變項 量表 F 值 事後比較 

生涯選擇 生涯阻隔因素（整體）    2.65  

 1.方向不明 15.92＊＊＊ 未定組＞升學組、就業組 

 2.信心不足    1.65  

 3.學習干擾    0.73  

 4.堅持不足    2.29  

 5.發展阻撓    2.32  

 6.意志薄弱    1.67  

 7.猶豫行動 2.66  

 8.科系困擾   7.93＊＊       就業組、未定組＞升學組 

 9.決策干擾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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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P＜.01、＊＊＊：P＜.001 
 

此結果顯示，生涯選擇未定組在「方向不明」的阻礙高於生涯選擇定向組（升

學組或就業組）。而生涯選擇就業組與未定組在「科系困擾」的阻隔高於升學組。

在目前就業市場不景氣，大學畢業後就業困難的情況下，畢業後選擇就業組往往

比升學組更清楚所就讀的科系的不適性，希望進入職場中開展新的領域，因此「科

系困擾」阻礙較升學組高。 
 
（六）父親、母親支持程度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 

由表 12 可知，父親支持程度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

係數分析結果，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量表（r＝-0.31，P＜.001）及「方向不明」

（r＝-0.29，P＜.001）、「信心不足」（r＝-0.21，P＜.001）、「學習干擾」（r＝-0.25，
P＜.001）、「堅持不足」（r＝-0.23，P＜.001）、「發展阻撓」（r＝-0.24，P＜.001）、
「意志薄弱」（r＝-0.29，P＜.001）、「猶豫行動」（r＝-0.24，P＜.001）、「科系困

擾」（r＝-0.38，P＜.001）、「決策干擾」（r＝-0.11，P＜.01）等九個分量表上，皆

呈顯著負相關。母親支持程度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

數分析結果，母親支持程度在生涯阻隔整體量表（r＝-0.28，P＜.001）及「方向

不明」（r＝-0.29，P＜.001）、「信心不足」（r＝-0.19，P＜.001）、「學習干擾」（r
＝-0.24，P＜.001）、「堅持不足」（r＝-0.21，P＜.001）、「發展阻撓」（r＝-0.21，P
＜.001）、「意志薄弱」（r＝-0.26，P＜.001）、「猶豫行動」（r＝-0.20，P＜.001）、
「科系困擾」（r＝-0.36，P＜.001）、「決策干擾」（r＝-0.10，P＜.01）等九個分量

表上，皆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學生父親、母親對其所就讀的科系及未來職業之規

劃支持程度愈高，其生涯阻隔因素整體與九個分量表上的阻隔愈低。 
 
（七）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 

由表 12 得知，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

係數分析結果，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量表（r＝-0.11，P＜.01）及「方向不明」（r
＝-0.08，P＜.05）、「信心不足」（r＝-0.13，P＜.001）、「學習干擾」（r＝-0.09，P
＜.05）、「發展阻撓」（r＝-0.14，P＜.001）、「意志薄弱」（r＝-0.08，P＜.05）、「科

系困擾」（r＝-0.08，P＜.05）、「決策干擾」（r＝-0.12，P＜.01）等七個分量表上，

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愈好者，在生涯阻隔因素整體及「方向不

明」、「信心不足」、「學習干擾」、「發展阻撓」、「意志薄弱」、「科系困擾」、「決策

干擾」等七個分量表上之阻隔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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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父親、母親支持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與生涯阻隔因素的 Spearman 等級相關 
量表 

變項 

生涯阻

隔因素 

方向不

明 

信心不

足 

學習干

擾 

堅持不

足 

發展阻

撓 

意志薄

弱 

猶豫行

動 

科系困

擾 

決策

干擾 

父親支

持程度 

-0.31 ＊＊＊ -0.29＊＊＊ -0.21＊＊＊ -0.25＊＊＊ -0.23＊＊＊ -0.24＊＊＊ -0.29＊＊＊ -0.24＊＊＊ -0.38＊＊＊ -0.11＊＊ 

母親支

持程度 

-0.28  ＊＊＊ -0.29＊＊＊ -0.19＊＊＊ -0.24＊＊＊ -0.21＊＊＊ -0.21＊＊＊ -0.26＊＊＊ -0.20＊＊＊ -0.36＊＊＊ -0.10＊＊ 

家庭經

濟情況 

-0.11  ＊＊ -0.08＊ -0.13＊＊＊ -0.09＊ -0.04 -0.14＊＊＊ -0.08＊ -0.02 -0.08＊ -0.12＊＊ 

＊：P＜.05、＊＊：P＜.01、＊＊＊：P＜.001 
 
四、中興大學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的相關性 

由表 13 得知，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關係，經 Spearman 等級相關

係數分析結果，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即生涯自我效能愈高者，其知覺生涯阻隔因

素也愈低。此結果與任蕙玲（2005）的研究結果相近。 
就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的相關部分，發現在「方向不明」分量表，與生

涯自我效能及各分量表的相關最高（r =-0.53，r =-0.49，r =-0.37，r =-0.37，r 
=-0.48，r =-0.50），其次分別為「猶豫行動」、「信心不足」，即在方向不明、猶豫

行動及信心不足三分量表上，所知覺到的阻隔愈高，其生涯自我效能會顯著較低。 
 
表 13 
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的 Spearman 等級相關 

量表 

量表 

生涯自我效能

（整體） 

自我瞭解 

與評估 

未來計畫 

擬定 

收集職業 

資料 

問題解決 

能力 

目標選擇 

決定 

生涯阻隔因

素（整體） 

-0.55＊＊＊ -0.44＊＊＊ -0.40＊＊＊ -0.34＊＊＊ -0.49＊＊＊ -0.50＊＊＊ 

方向不明 -0.53＊＊＊ -0.49＊＊＊ -0.37＊＊＊ -0.37＊＊＊ -0.48＊＊＊ -0.50＊＊＊ 

信心不足 -0.47＊＊＊ -0.35＊＊＊ -0.36＊＊＊ -0.37＊＊＊ -0.49＊＊＊ -0.46＊＊＊ 

學習干擾 -0.35＊＊＊ -0.30＊＊＊ -0.30＊＊＊ -0.18＊＊＊ -0.34＊＊＊ -0.31＊＊＊ 

堅持不足 -0.308＊＊＊ -0.274＊＊＊ -0.257＊＊＊ -0.155＊＊＊ -0.264＊＊＊ -0.320＊＊＊ 

發展阻撓 -0.375＊＊＊ -0.314＊＊＊ -0.272＊＊＊ -0.292＊＊＊ -0.349＊＊＊ -0.367＊＊＊ 

意志薄弱 -0.360＊＊＊ -0.299＊＊＊ -0.282＊＊＊ -0.245＊＊＊ -0.341＊＊＊ -0.362＊＊＊ 

猶豫行動 -0.495＊＊＊ -0.481＊＊＊ -0.843＊＊＊ -0.268＊＊＊ -0.437＊＊＊ -0.412＊＊＊ 

科系困擾 -0.388＊＊＊ -0.288＊＊＊ -0.364＊＊＊ -0.257＊＊＊ -0.381＊＊＊ -0.351＊＊＊ 

決策干擾 -0.272＊＊＊ -0.224＊＊＊ -0.168＊＊＊ -0.218＊＊＊ -0.279＊＊＊ -0.316＊＊＊ 
＊＊＊：P＜.001 



教育科學期刊 11(2) 

11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的結論分述如下： 

（一）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現況 
1.中興大學學生生涯自我效能高於中等程度，但在「收集職業資料」之效能

較低。 
2.中興大學學生生涯阻隔因素低於中等程度，但在「決策干擾」、「信心不

足」之阻礙較高。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1.不同性別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及五個分量表上，無差異存在。 
     2.不同年級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及五個分量表上，無差異存在。 
     3.不同學院之學生在生涯自我效能「自我瞭解與評估」分量表上文學院、 

獸醫學院學生之效能高於農資、理、工學院。 
     4.有工讀或工作經驗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及「收集職業資料」、「問 

題解決能力」二個分量表上效能高於無經驗者。 
     5.畢業後選擇升學、就業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及「自我瞭解與評估 

」、「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四個分量表上 
效能均高於未定組。而選擇升學組在「未來計畫擬定」分量表之效之能 
高於未定組。 

     6.父親、母親對就讀科系及未來職業規劃支持程度愈高之學生，在整體生 
涯自我效能及「自我瞭解與評估」、「未來計畫擬定」、「收集職業資料」、

「問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五個分量表上之效能也愈高。 
     7.家庭經濟狀況愈好之學生，在整體生涯自我效能及「收集職業資料」、「問 

題解決能力」、「目標選擇決定」三個分量表上之效能也愈高。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中興大學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情形 
     1.男生在整體生涯阻隔因素及「方向不明」、「學習干擾」、「堅持不足」、「發

展阻撓」、「意志薄弱」、「猶豫行動」等六個分量表上的阻隔高於女生。 
     2.不同年級之學生在生涯阻隔「學習干擾」分量表上，二、三、四年級學 

生之阻隔高於一年級；「科系困擾」分量表上，四年級學生之阻隔高於一、 
二年級。 

     3.不同學院之學生在整體生涯阻隔因素及「方向不明」、「信心不足」、「學 
習干擾」、「堅持不足」、「發展阻撓」、「意志薄弱」、「猶豫行動」、「科系 
困擾」等八個分量表上有差異存在。在整體生涯阻隔因素上，理、工學

院學生之阻隔高於社管學院。 
     4.有工讀或工作經驗之學生在生涯阻隔「學習干擾」分量表上之阻隔高於

無經驗者。 
     5.不同生涯選擇（升學、就業、未定）之學生在生涯阻隔因素「方向不明 



教育科學期刊 11(2) 

112 
 

上」分量表上，未定組之阻隔高於升學組與就業組；「科系困擾」分量 
表上，就業組與未定組之阻隔高於升學組。 

6.父親、母親對就讀科系及未來職業規劃支持程度愈高之學生，在整體生 
涯阻隔因素及「方向不明」、「信心不足」、「學習干擾」、「堅持不足」、「發 
展阻撓」、「意志薄弱」、「猶豫行動」、「科系困擾」、「決策干擾」等九個 
分量表上之阻隔也愈低。 

    7.家庭經濟狀況愈好之學生，在整體生涯阻隔因素及「方向不明」、「信心不 
足」、「學習干擾」、「發展阻撓」、「意志薄弱」、「科系困擾」、「決策干擾」 
等七個分量表上阻隔則愈低。 

（四）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即生涯自我效能愈高 
之學生，其生涯阻隔則愈低。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獲之結果，茲提出相關建議作為學校生涯輔導及未來研究之參

考。 
（一）對學校生涯輔導工作之建議 
    1.加強職業資料及相關網頁之建置，提供學生便捷的資料搜尋與取得： 
      本研究顯示中興大學學生在「收集職業資料」之效能較低，除鼓勵學 
      生主動、積極獲取生涯發展相關訊息外，學校及各院系所分門別類整合校 
      內外資訊，提供學生查詢參考，並定期舉辦生涯專題演講、企業座談會與 
      就業博覽會等，以協助學生獲取職場資訊。 
    2.針對不同年級、學院、性別學生之需求，提供適當的生涯輔導方案： 
      本研究顯示高年級學生在「學習干擾」、「科系困擾」之阻隔高於低年級；    
      理、工學院學生之生涯阻隔高於社管、獸醫學院；男生之生涯阻隔高於女

生。因此針對不同年級、學院、性別的學生，給予主動、適切的生涯輔導，

提供學生適當的協助，如個別諮商、團體（班級）諮商及職業探索工作坊

等。以下根據大學各年級學生需求，提出諮商內容之建議： 
     （1）大一學生：協助其瞭解就讀科系及科系資源，並提供心理測驗（生涯 
          探索量表、生涯興趣量表、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等）檢測，探討雙

主修、轉系等。 
     （2）大二學生：瞭解其在系上的學習適應狀況，提供心理測驗（大學生學 
         習與讀書策略量表）檢測，探討學習態度與學習方法，協助其克服學 
          習困擾。 
     （3）大三學生：依照學生之生涯定向狀態，協助其做決策，提供心理測 
          驗（生涯抉擇平衡單、工作價值觀量表）檢測，探討推甄、研究所考 
          試或就業專長培養。 
     （4）大四學生：針對工作世界中應具備的條件和能力、履歷表撰寫和面試 
         等技巧，給予適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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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開設生涯相關課程，提昇學生生涯規劃的能力 
     大學教育訓練過程，常較注重專業知識的學習，對於生涯發展的相關課程 
     較少，因此建議學校通識教育增加生涯發展與輔導相關之課程，並結合產、 
     官、學界合作開設就業輔導相關學程，協助學生了解自己並提昇就業能力。 
  4.提供學生工讀、實習及產學合作機會，與職場接軌 

     本研究顯示，約有六成八的中興大學學生有工讀或工作經驗。有工或工作 
     經驗者的生涯自我效能，尤其在「收集職業資料」、「問題解決能力」上顯 
     著高於無經驗者。因此學校可多提供學生工讀、實習及產學合作途徑，讓 
     學生有實務學習的機會，及早瞭解就業市場。然本研究亦顯示有工讀或工 
     作經驗者在「學習干擾」上的阻隔高於無經驗者，因此應協助輔導學生慎 
     選工讀類型，做好時間管理，並舉辦與工讀相關的講習、座談，以降低工 
     讀可能對學生造成「學習干擾」之負面阻隔。 
   5.邀請成功之職場人士或校友分享其生涯規劃之經驗 
     除建議學生多嘗試累積成功的經驗外，並可藉由楷模的學習，邀請不同職 
     場成功人士或校友來校演講或授課，與學生分享其生涯發展之經驗，以過 
     來人的身分提出建議，更能使學生接受與瞭解，同時發揮學習模仿的功效。 
   6.營造有利的生涯發展環境 
     本研究顯示父親、母親對大學生就讀之科系及未來職業規劃的支持程度愈 
     高，生涯自我效能愈高，而生涯阻隔愈低。因此大學生之父母、親友及學 
     校中的老師皆應重視與大學生建立良好關係，支持其生涯選擇。建議加強 
     舉辦導生及家長座談、聯誼活動，增進導師、家長與學生間之互動與瞭解， 
     進而鼓勵並支持學生之生涯選擇。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1.本研究僅以單因子考驗生涯自我效能與生涯阻隔因素之差異分析，無法排  
      除干擾變項之影響（例如：在考慮學院別差異時，無法排除性別或年級之 
      干擾），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做更精確之探討。 
    2.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四學生的科系困擾顯著高於大一、大二學生，本文雖對 
      此結果有初步解釋可能原因，但僅為猜測與推論，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此 
      問題進一步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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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of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barriers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tudents. A total of 669 
effective samples of students were examined. Data of the questionnaires of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barriers were analyzed by t-test, ANOVA and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s: 
1. The career self-efficacy of students was in general higher than the medium;  
  the career barriers of students were in general less than the medium. 
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reer self-efficacy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hip;  

however, the career barriers of male were higher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reer self-efficacy among different grade levels ;  

however,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learning interference barrier and in  
Department interference barrier.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efficacy of self-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among different colleges;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career  
  barriers . 
5. Students with part-time job experience were higher in career self-efficacy than  

without experience ; whereas they were higher in learning interference barrier .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career self-efficacy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areer selections after graduation;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unclear direction barrier and in the Department interference barrier . 
7.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factors of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barrier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helpful information of career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as the bases of th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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