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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研究生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之因素，主要以親子溝通及

自我認定討論研究生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以了解研究生親子溝通、自我

認定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的現況、彼此間的關係及研究生與父母間親子溝

通是否透過自我認定對生涯決策自我效能產生影響。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法，研究對象以一般大學日間部碩士生為主，利用立意抽樣的方式，透過

認識的老師、朋友進行問卷發放，共計發放 900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

整、不適用及發放後未回收之問卷，有效樣本為 704 份，回收率達 78%，

再剔除父或母歿者及單填一方之親子溝通問卷，實際有效樣本為 656 份；

男女生人數分別為男生 312 人、女生 344 人；全體研究生平均年齡 25 歲。 

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 研究生與父母間親子溝通開放程度屬於尚可，

且研究生與母親的溝通比研究生與父親的溝通更為開放；研究生在自我認

定上多處於「尋求認定」；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則多接近「有些信心」的

程度。 (二) 研究生的整體親子溝通越開放及分別與父母親溝通越開放，個

體越傾向「自主認定」與「他主認定」；其次，研究生的整體親子溝通與

母親溝通越開放，個體越不傾向「尋求認定」。再者，研究生在整體親子

溝通及分別與父母親溝通越開放，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越高。最後，研究

生越傾向「自主認定」，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越高；研究生越傾向「他主

認定」、「認定混淆」、「尋求認定」，其生涯決策自我效能越低。 (三)

自我認定會透過不同的認定狀態對研究生與父母間的親子溝通與生涯決策

自我效能產生中介影響。首先，自主認定除了在分開看男女後，男生在父

親溝通路徑上，未出現中介效果外，其餘路徑皆會透過自主認定，在親子

溝通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間形成中介效果。其次，透過他主認定，在整體

親子溝通、全體研究生跟女研究生之母親溝通路徑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間

形成中介效果。最後，透過尋求認定，在整體親子溝通及全體研究生的母

親溝通路徑與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間形成中介效果。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graduate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ego-identity status, and to discuss the impact and correlation of 

these factors along with the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A survey on 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ese universities was implemented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purposively through acquainted teachers and friends.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by acquainted teachers and friends. The grand total provided 900 

questionnaires. Out of 90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65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fter discarding incomplete or unqualified(e.g single parent) copies, 

including 312 males and 344 females. The average age of participants was 25 years 

old.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he openness of parent-

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is adequate, and the openness with mothers is higher than 

that with fathers. Higher degree on “Moratorium status”, contributes to “quite 



confident” on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2. With higher openness on 

overall or individual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more of the participants 

favor “Identity-Achievement” and “Foreclosure”. Moreover, the higher level 

of overall or mother’s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leads to less 

“Moratorium” and also with a higher level of overall or individual parent-

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the bette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is. Lastly, 

participants favoring “Identity-Achievement” have highe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n the contrary, participants favoring “Foreclosure”, “Identity- 

diffusion”, “Moratorium”, have lower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3. 

Ego-identity,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affects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differently. However, Identity-

Achievement does not serve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between mal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father. Moreover, Foreclosure serves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among 

overall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ll participants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with mothers,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Finally, 

Moratorium serves as an intervening variable among overall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mother communications and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

efficacy. Key word: The graduate student,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ego-

identity status,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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