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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後設分析方法，統整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各種因素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考驗結

果，並探討其中可能的調節變項，最後提出後設分析的因素結果模型。本研究被選入的文獻

計有 23 篇，從中找出用來後設分析的統計結果計有 110 個，超過 43500 人次的樣本。後設

分析的結果發現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一）男生與母親間不安全依附的關係，顯著大於女

生與母親間不安全依附；（二）孩子的家庭結構若完整（非單親），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有

顯著的正向關係及小效果值；（三）母親接納關懷的教養行為，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

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及大效果值；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間也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與中上的效果

值；（四）母親鼓勵獨立的教養行為，與母親的不安全依附間則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與中度的

效果值；（五）母親對其原生家庭母親的安全依附，與其子女對她的安全依附之間，有顯著

的正向關係，兩代間不安全依附亦同。亦即，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都有顯著的代間傳遞現

象。 
 
 

關鍵詞：母親依附、後設分析、親子依附 

國際婚姻與家庭百科全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marriage and family）定義「依附」

（attachment）是用來描述嬰兒與其照顧者的特殊關係。嬰兒與其照顧者互動的歷史、所浮現的情感

（affective）和認知的能力，使嬰兒能組織情緒（emotion）和行為的複雜脈絡，也促進了依附關係的

發展（Feeney & Collins, 2003）。而所謂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是英國精神醫師 Bowlby 在

二十世紀的下半葉所提出，強調兒童在環境中與他人關係發展的重要性，指嬰兒與其照顧者之間所

形成的強烈情感繫帶（affectional tie）或情緒鍵（emotional bond），是一種建立在人生早期，但影響

卻長達一生的動力過程（涂妙如，民 93）。 
在台灣文化中，嬰兒的主要照顧者或最重要他人通常是母親，將依附理論應用在母親和兒女的

情感關係上，依附指的是母親對子女，或子女對母親所產生之親密情感的行為，是一種相互關係，

藉由情感的鍵結將雙方更緊密的連結。母親與孩子間的依附關係，就是兩人之間持續的情感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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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是尋求接近母親及從母親那兒獲得安全感、分離時產生壓力、重逢時感到喜悅、失去母親時感

到悲傷等；母親對孩子而言有如安全據點，其所提供的安全感，能夠促進孩子對外在環境的信心及

探索，並影響孩子認知及情感上的調適。 
研究者曾在國內各大期刊論文資料庫中，初步分析以「依附」和「親子及依附」為關鍵字的研

究篇數，發現以「依附」為關鍵字的相關研究共有 341 篇，以「親子」和「依附」為關鍵字交集的

研究也已達 47 篇。但以「meta-analysis」為關鍵字之「依附」研究文獻付之闕如。取相近者，以

「meta-analysis」為關鍵字之「兒童」領域文獻僅有一篇，僅占總篇數之 0.6%，為張高賓（民  94）在

中華輔導學報中發表之「國內兒童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整合分析研究」；而以「meta-analysis」為關

鍵字之「家庭領域」文獻僅有四篇，占總篇數之 2.5%，分別為李信良（民 90）之國科會研究計畫摘

要之「後設分析台灣青少年濫用藥物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洪雪雅（民 92）碩士論文「影響青少年偏

差行為的家庭因素之整合分析」；許崇憲（民 92）的博士論文「家庭與學校變項對學生學業成就動機

的影響─一個後設分析」；以及許崇憲（民  91）在中正教育研究期刊中發表之「家庭背景因素與子

女學業成就之關係－台灣樣本的後設分析」。這四篇研究所分析者，都與「依附」沒有直接或間接相

關。有鑑於母親與子女間依附之研究雖多，但卻很難窺其全貌，實有必要為此領域過去的研究結果

做一個具體的總結，以深化後續研究的進行。 
Rosenthal（1991）提到社會科學裏兩種悲觀的來源：一是研究結果的累積困難，因物理科學的

新著作可直接立基在科學舊作品之上，但社會科學不然，每期的科學期刊都像是學科全新開始的一

般；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效果微小，批評者常抱怨某種社會行動方案即使被證明可行，但效果卻微

不足道，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實際的後果（齊力譯，民 88）。而後設分析卻能為這兩種社會科學的困境

帶來希望。與 Rosenthal 同時期，Wampler（1982）以後設分析為整合家庭研究發現的策略，他認為

以後設分析整合前人研究的優點如下：(1)較客觀：用統計方法結合所有欲分析之研究的顯著性，比

起傳統文獻回顧採取「投票法」，直接計算「有顯著」和「沒顯著」的研究數目，卻忽略每個研究樣

本人數不同、顯著水準不同，研究品質也不同等議題，後設分析顯然較客觀。(2)小而穩定的研究效

果也可被定義：傳統文獻回顧中，當「有顯著」和「沒顯著」的數目接近時，很容易產生誤判或是

傾向「模稜兩可」的結論。後設分析的組合研究結果公式，允許研究者從大量的研究中精確定義小

而穩定的趨勢，縱使該趨勢在任一個個別研究中統計結果都不顯著。(3)結果較可理解：後設分析有

量化比較的基準，不需用「想」的來判斷所有研究品質的效果大小，後設分析的結果比傳統文獻回

顧較為合理。 
綜上所述，進行「親子依附」相關研究的後設分析，一來可以增加研究者所正在進行研究之文

獻探討的深度，二來可以為此領域過去的研究做一個統整及診斷，以利後續研究者的研究效率。由

於文獻繁多，研究者將親子依附分為母親依附和父親依附，本研究從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著手，

深入敘述影響子女對母親依附關係相關因素的國內量化研究，用來診斷過去此領域的量化研究結

果，節省未來研究者摸索的時間，促進親子互動領域新研究的產生。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以文獻回顧和後設分析法整理國內子女對母親依附的研究結果，主要研究

目的有三： 
一、調查國內親子依附相關研究中與「母親依附」有關的論文、期刊及專題研究報告中之實證

性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其研究變項累計情形，分析重點包括：出版年代、發表狀況、樣本數目、

樣本身份、樣本依附對象、依附因素分層、依附研究工具、相關研究主題及主要研究結果等，以瞭

解歷年來研究成果之全貌，並為本研究後設分析的準備。 
二、針對國內「母親依附」相關研究中，「子女對母親依附關係」與各研究變項間的相關或差異

情形進行後設分析，包括國內過去量化研究所載之所有與「子女對母親依附關係」有關之自變項和



依附與其相關因素之後設分析  ．41．

依變項間的關係。並探討其中可能的調節變項。 
三、根據後設分析的結果，提出整合國內過去量化研究中母親依附相關因素的後設分析結果模

型。以為後續研究者設計母親依附相關因素結構模型的參考。 

 

文獻蒐集與探討 

研究者首先在國內各大文獻資料庫中儘可能蒐集相關文獻，再依上溯和下延法儘可能網羅所有

親子依附的量化相關文獻，從這些相關文獻中，初步根據四點原則篩選：一、研究假設的統計考驗

結果值必須明確記錄以下的數值：r、t 或 F 等檢定統計值，以及 p（統計顯著性）或 N（總樣本數）

值。二、文獻的研究對象必須是親子依附關係，初選入的文獻中以依附風格為名，但實為人際依附，

與親子依附無關者，則不分析。三、如果文獻若為博碩士論文投稿在期刊論文者，則因博碩士論文

記載資料較詳盡之故選取博碩士論文，包括黃凱倫（民  80）的碩士論文「幼兒與母親依附關係及其

社會行為之研究」，黃凱倫曾於 1994 年發表在家政教育期刊中；蔡秀玲（民  86）的碩士論文「大學

男女學生依附關係、個體化與適應之相關研究」，隔年曾表發在教育心理學報（蔡秀玲、吳麗娟，民

87）；涂妙如（民 83）的碩士論文「幼兒與母親以及教師間的依附關係對幼社會學習行為之影響研究」

曾在民 87 年發表於弘光學報；歐陽儀（民 87）的碩士論文「教養方式與依附關係代間傳遞模式研究」，

曾發表於教育心理學報（歐陽儀、吳麗娟，民 87）。四、如果文獻重複發表在不同期刊內容相同者，

則隨機選取一篇，包括蘇建文（民  82）在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報發表之「幼兒與母親間依

附關係與其學校、社會能力表現之研究」，同年亦曾發表於教育心理學報（蘇建文、黃迺毓，民 82）。 
根據上述原則，研究者最初找到的文獻計有 56 篇，扣除質性研究 5 篇、人際依附相關研究 4 篇、

論文重複者 5 篇以及沒有可用數據者 5 篇（包括量表編制、模式驗證和國科會成果報告等論文，如

丁心平（民  78）、黃惠玲和吳英璋（民 80、民 81）、陳金定（民  87）、孫世維（民  89）。初步被選入後

設分析的文獻計有 37 篇：包括博碩士論文 28 篇、期刊論文 5 篇、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3 篇以

及會議論文 1 篇。 
最後，研究者再加入第五點篩選原則：五、研究結果中至少具有以一項以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

係為自變項或依變項的統計結果。據此，被選入本研究中的後設分析文獻計有 23 篇，其中碩士論文

18 篇、期刊論文 2 篇、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2 篇，以及會議論文 1 篇。從中找出用來後設分析

的統計考驗結果（原始研究結果數）共計有 110 個，涵蓋超過 43500 人次的樣本（詳見附錄一）。 
從附錄一的研究論文來源可知，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研究以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居多，期刊

論文僅有兩篇。可喜的現象是，這類的研究近年有增多的趨勢，研究者分析國內過去所有與母子（女）

依附有關的量化研究文獻，1994 年以前僅找到 5 篇，1995-1999 年共找到 8 篇，2000 年以後則有 10
篇。 

本文所分析的 23 篇文獻中，有 15 篇研究中，測量依附關係的工具，主要皆改編、或引用他人

改編自 Armsden 和 Greenberg 於 1987 年根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編製而成的「父母與同儕依附量表」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以下簡稱 IPPA），該問卷將依附分為「信任、溝通和疏離」

三個因素。仔細分析 IPPA 的問卷內容，IPPA 是測量個人與父親、母親和同儕間的相互信任度、溝通

品質和生氣或疏離的程度，例如：當討論事情時，我的父母會考慮我的觀點；當我需要說出累積很

久的心事時，我能指望父母聽我；我的朋友幫助我更瞭解自己（引自 Touliatos, Perlmutter ＆ Straus, 
2001）。在這 15 篇文獻中，多數的研究者使用原始 IPPA 的因素分層，無論研究者是否重做因素分析，

但有少數的研究者在重做因素分析後自己命名的因素與原始 IPPA 不同，例如洪聖陽（民 91）將依附

分成「接納、普通和疏離」三因素；莊麗雯（民  91）將依附分成「安全、焦慮和逃避依附」等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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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研究學齡期以下的子女對父母的依附關係，考量幼兒的敘述能力，則多使用 Waters 和 Dance 於

1985 年所編製之依附 Q 分類（Attachment Q-sort，中文譯為：兒童依戀行為測量）技術，該技術觀

察幼兒以母親為安全保壘的行為，求得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係數。本文所分析的 23 篇文獻中，有

5 篇使用Ｑ分類，都是研究學前幼兒與母親的依附關係。Ｑ分類是由受過訓練的訪員至受試幼兒的家

庭中，觀察自然家庭情境中的親子互動情形後依兒童依附行為測量題本計分，再計算出親子依附安

全係數，或將親子依附分成安全、分離或逃避三型，舉母親題本的前三題為例：(1)如果媽媽要求，

孩子很願意和媽媽分享自己的玩具或食物(2)遊戲後孩子回到媽媽身邊，有時會顯出莫名其妙的煩躁

不安。(3)孩子在受了傷或不高興的時候，可以接受媽媽或其他大人的安慰（涂妙如，民 83）。本研

究所分析的 5 篇文獻都是根據分數的高低，將母親依附分成安全依附與不安全依附。 
黃惠玲（民 83）和黃惠玲（民 84）的研究分別依 Bowlby 的依附理論及 Ainsworth、Main 等人

的研究結果自編兒童依附行為和成人依附行為量表，其中，民國 83 年幼兒對母親的依附因素分成「安

全、遠避和曖昧依附」等三因素；民國 84 年兒童和成人的依附行為量表則分成「安全依附、分離焦

慮和躲避因素」。涂妙如（民 88）的研究，除了使用 Q-set 量表測量幼兒對母親的依附關係外，直接

引用黃惠玲於民國 84 年編定的成人依附行為量表，但她直接將母親依附分為「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

附」。另外，劉修全曾於民國 86 年依 Bowlby 的依附理論及 Mahler 的客體關係理論自編國中生對父

母親的依附關係量表，他將親子依附分為「安全依附、分離焦慮和逃避依附」三因素。 
上述的 IPPA 量表多由受試樣本自陳其與母親的依附關係；依附Ｑ分類多由研究觀察者觀察親子

實際的互動計分，或由研究觀察者協助母親回答再分類計分，而研究者自編的量表則視實際研究所

需，可能由樣本填答其與母親的依附關係，也可能由母親自陳子女與其的依附關係。研究者認為：

依附量表的施測方式不同，也就是填答者不同，會對組合研究的後設分析結果造成偏誤，子女觀點

的母親依附關係和母親觀點的母親依附關係應視為不同。執是之故，本研究擬將「研究工具」視為

影響後設分析原始研究結果群異質性考驗結果的調節變項。 
最後，從附錄一「研究主題」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原始文獻的研究主題歧異，例如袁儷綺（民

91）研究生活適應、孫淑琴（民 89）研究同儕衝突處理、張芝鳳（民 89）研究自我價值、張秋蘭（民

89）研究自我尊重與身心健康、徐君怡（民 90）研究友誼概念、紀怡如（民 91）研究壓力知覺與因

應等……，可以預測的是，各原始研究中所載的與「子女對母親依附」有關的個人和家庭背景等自

變項應有重疊性，其原始研究結果數足以後設分析出整合性的研究結果；但與「子女對母親依附」

有關的依變項（即相關研究主題）歧異性頗高，甚至有許多依變項只見於 1 篇文獻中，恐怕不足以

後設分析出整合性的研究結果。 

 

研究方法 

Meta-analysis 的譯名有許多，如整合分析、統合分析、聚合分析、全面分析等。後設分析是一種

計量性文獻回顧方法，將某個領域中現有的研究結果，給予再分析，它的目的是整合研究的特定變

項，決定單一變項對其他變項的重要性，以計量的方法歸納出一個客觀結論（Wampler, 1982）。

Rosenthal 描述早期的後設分析有三種目標：第一個目標是要從一組研究中摘要兩變項間的總體關

係，通常是去估計這一組研究中所發現的兩變項間的平均關係。第二個目標是要確定兩變項關係強

度的變動所關聯的因素為何，也就是調節變項為何。第三個目標是提供每項研究的每個變項一個集

群資料或平均資料，這些集群性或平均的資料是彼此相關或與其他研究特性相關，可供檢定假設或

提示日後特定設計之研究中可檢驗的假設（齊力譯，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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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分析假定同一主題下各研究結果均代表相同母群的效果量，然因誤差所致，各研究之統計

結果不盡相同，若能將不同研究效果量標準化後再加以合併，得出一平均效果值，便可得知某一領

域的研究成果（齊力譯，民 88）。本研究即是採用 Rosenthal 於 1991 年敘述的後設分析方法，針對親

子依附研究中，子女的個人背景變項、父親的個人背景變項、子女的生活等三個層面及子女對父親

的依附間之關係，進行量化的顯著性及效果值比較。其具體做法簡述如下： 

一、登錄各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水準 

由於後設統計所需，研究者儘量記錄文獻中各個統計結果的 p 值。但因為國內原始論文記錄的 p
值常是不精密的，像是 p＜.05 或 p＜.01 等，但真實的 p 可能是.001、.0001 或.00001。有鑑於此，研

究者依下列順序記錄每個原始研究結果的 p 值： 
（一）研究者回溯每個 p 值所用的原始檢定統計值，像是 t、F 或 χ2 等值的效果大小（effect size），

因為 t 的自由度與變異數分析裡 F 檢定中分母的自由度都可以告訴我們研究的大小。因為效果大小和

統計顯著性是分別對應的，它們會隨著樣本大小的作用而產生改變，若原始論文有報告該筆研究結

果的效果大小，則研究者優先依下列的公式計算出較精密的顯著水準： NrZ = 。 

（二）但若原始論文未報告效果大小，只提供了 p 值，研究者就只能使用常態分配表去找與所

報告的 p 值相對應的 Z 值，例如：單尾 p 值.05、.01 與.001 可分別查出相對應的 Z 值 1.65、2.33 與

3.09。 
（三）如果原始論文只記錄該研究結果是「不顯著」，沒有進一步的資料，研究者別無選擇，就

只能把結果視為 p 是.50，Z=0.00。 

二、登錄各研究結果的效果大小（effect size） 

效果大小涉及到效果的影響程度。它和顯著水準相當類似，不同形式的假設檢定可以被轉換為

效果大小的少數共同測量單位，例如 r、Fisher’Z，以及 d。Rosenthal 偏好使用 r 做為效果大小的估

計值，因其比起 d 值，在計算時的限制較少、所需的原始資料較少、誤差也較小，且任何可以使用 d
值的地方，亦可使用 r 值（齊力譯，民 88）。故本研究依 Rosenthal 的看法，使用 r 值做為後設分析

效果大小的估計值。若原始論文中研究結果的效果大小不是 r 值，則研究者用 Rosenthal 書中所記載

的公式（齊力譯，民 88）將 t、F、 2χ 等值轉換為 r 值。 
接著，研究者將 r 值轉換為 ZFisher（ rz ）值，這代表著 r 之測量性質的標準化與線性性質

（linearization），ZFisher 與 r 之間的對應關係，與代表顯著性的 Z 如何轉換為 p 一樣，其對應關係可

用下列公式轉換： )]}1/()1[({log　5.0 rrz er −+= ，或直接查附表Ｅ（林清山，民 81；黃銘惇譯，民 89）。 

也因為效應大小和統計水準是分別對應的，它們會隨著樣本大小的作用而產生改變。故如果沒

有現成的效果大小，研究者只要將 Fisher’ Z 轉換成為 r。或者研究者只要知道 N，即抽樣單位數，就

可以自行就每一 p 水準各自計算，研究者所使用的公式為： NZr = 。 

Cohen（1977）曾將效果大小界定為小、中、大，它們在 r 上的值分別是：0.10、0.30、0.50（黃

銘惇譯，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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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分散檢定考驗各研究結果間顯著水準和效果大小的異質性 

分散檢定是考驗各研究結果之間的顯著水準和效果大小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亦即，各研究結

果間是否為異質。研究者用Ａ公式來考驗顯著水準的同質或異質，公式Ｉ為： ( )22 ∑ −= ZZ jχ 。Ａ

公式的分配同 2χ 分配，而自由度 K-1，K 為被組合的研究項數。 

另外，研究者用Ｂ公式來考驗各研究結果間效果大小的同質或異質性： ( )( )22 3∑ −−= rrjj zzNχ 。

rjz 對應於任一 r 值的 Fisher’s rz ，而 rz 就是加了權的 rz ，研究者以原始研究的樣本數為加權值，

目的在校正因樣本因素所產生的誤差。加權公式為： ( ) ( )∑ −∑ −= 33 jrjjr NzNz 。 

考量原始論文中 r 值的記錄較 p 值為精確，故本研究的異質性檢定先記錄Ｂ公式的結果值，如果

原始論文中缺乏所有的檢定值（如 t、F、 2χ 和 r），無法換算出 rz ，則研究者記錄Ａ公式的結果值。 

四、用集中檢定找出自變項和依變項間可能的調節變項 

根據公式 A 和 B，若為異質，理論上應除異質再重新計算效果大小，但刪除異質後對整理影響

十分有限，且當樣本數增大後，卡方值敏感性也會增大，異質性考驗易顯著（連啟舜，民 90）。再加

上本研究原始論文數量有限，除異質後反而喪失後設分析的意義。因此在本研究中異質性考驗的的
2χ 若值顯著並不加以調整，只做為尋找可能的調節變項（moderator variables）之用。 

也就是說，公式Ａ和Ｂ的 2χ 結果若為異質，則需再找出調節變項，即根據理論上的調節變項重

覆進行集中檢定，用公式Ｃ和Ｄ找出兩變項間可能的調節變項。Ｃ公式為： 2
jjjZZ λλ∑= 。其分

配同 Z 分配， jλ 是對任一項研究由理論所衍生的預測或對比權值，選擇時就要考慮使 jλ 值的總和為

零，而 jZ 為任一項研究的Ｚ值。另外，Ｄ公式為： ∑∑= jjrjj wZZ 2λλ 。 jw 是每一研究之效果

大小的變異數的倒數。對於效果大小 r 的 Fisher’s rz 值轉換，變異數是 ( )31 −jN ，所以， 3−= jj Nw 。 

Rosenthal 強調，所得到的調節效果大小的變項不應該被解釋為任何因果關係的強而有力證據。

不過，調節變項的關係在提示因果關係的可能性上是很有價值的（齊力譯，民 88）。 

五、加總各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性 

分散檢定的結果若同質，則依公式Ｅ進行組合研究，公式Ｅ是將每個研究所得之 p 值轉換為Ｚ

值，再予以加總並除以全部研究的個數的平方根，公式為：平均 KZZ j∑= 。檢驗中，若研究者

能正確預測欲組合的多數的結果，就應用單尾 p 值，否則就用雙尾 p 值。研究者選擇以原始研究的

樣本數為加權值來加總研究結果的統計顯著性，以校正因樣本因素所產生的誤差。公式為：加權的

2∑∑= jjj wZwZ 。研究者在研究結果中同時比較 Z 值和加權的 Z 值。 

六、加總各研究結果的效果大小 

研究者將代表著各研究結果效果大小之標準化後的 r 值（即 rz 值）依下列公式Ｆ加總：平均

 Kzz rr ∑= 。再查出對應於平均值 rz 值的 r 值。同樣的，研究者也選擇以原始研究的樣本數為加

權值來加總研究結果的效果大小，以校正因樣本因素所產生的誤差。加權平均 rz 值公式為：

∑∑= jrjjr wzwz 。研究在研究結果中同時比較 rz 值和加權的 r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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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度 

在信度方面，考量後設分析在判讀和登錄原始論文研究結果的顯著水準和效果大小時最易出

錯，研究者使用黃光雄和簡茂發（民 85）的信度考驗法計算登錄者間的信度：研究者訓練另一位修

過高等統計的研究生共同參與登錄作業，依登錄之結果，先求相互同意值： 212 NNMP += ，其中，

M 為兩人同意的項目數， 1N 及 2N 為每人應有的同意數。再求出信度： PPR += 12 。依公式計算的

結果，本研究登錄者間的信度為 0.91，針對彼此不同意的項目，作者與協同登錄者間也經共同討論，

取得一致共識。 

八、研究者自行撰寫後設分析軟體計算程式 

考量所登錄數據龐雜，計算程序冗長易錯。本研究所有統計運算，皆根據後設分析公式，應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SP2 軟體自行撰寫程式。每一登錄資料及計算結果皆經兩次以上的校對程

序，並逐一另存新檔，方便研究者的後續分析、再校正與修改。這種做法在研究者必須改變某些研

究結果的呈現方式，而需重新計算某些數據時，尤其有用。 

 

研究結果與討論 

從上述的文獻探討可知，本文所分析的 23 篇文獻中，有 15 篇的依附研究工具為 IPPA 量表，該

量表將依附分為「信任、溝通和疏離」三類。另有 5 篇是依附 Q 分類工具，將母親依附分成「安全

依附」與「不安全依附」兩類。其餘 3 篇為原作者自編的依附行為量表：其一是將幼兒對母親的依

附因素分成「安全、遠避和曖昧依附」等三因素（黃惠玲，民 83）；另一是將「安全依附、分離焦慮

和躲避因素」等三因素轉分為「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涂妙如，民 88）；而劉修全（民 86）則是

分為「安全依附、分離焦慮和逃避依附」等三因素。也就是說，過去依附研究工具的編製，並非將

依附視為同一向度之兩極，而是獨立的兩個向度。經過研究者的整理，過去研究文獻中有關「母親

依附」的變項，大體可分為「母親安全依附」和「母親不安全依附」。所謂的「母親安全依附」包括

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信任依附、溝通依附；而「母親不安全依附」包括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

附、焦慮依附、逃避依附和疏離依附。 
研究者要再強調，本文所指的「母親依附」是「子女對母親的依附」，而非母親對子女的依附。

以下分為子女性別因素、母親個人因素、母親教養因素和母親原生家庭因素等四方面來呈現其子女

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一、子女性別因素：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本研究依公式 E 和加權 E 的統計結果來說明各研究結果群加總後的統計顯著性，即下表 1 至表

4 中的「平均 Z 值」和「加權平均 Z 值」，再依公式Ｆ和加權Ｆ的統計結果來說明各研究結果群加總

後的效果大小，即「平均效果 rz 值」和「加權平均效果 rz 值」，由表 1 至表 4 中呈現的數據可知，

加權後的值和原始值差異不大。但本研究為提高後設分析數據的可信度，將兩個數據並陳，只是為

求研究內容分析的精簡，以下的文字解釋中，所有關於後設分析研究結果的數據只引原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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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 
母親依附 研究

數 
樣本數總

和(Ｎ) 
平均 Z 值 平均效果

值( rz ) 
加權平均 
Z 值 

加權平均

效果值

( rz ) 

異質性檢定

( 2χ ) 

（一）安全依附 25 14833 -2.381 -0.013 -2.462 -0.022  54.206*** 
（二）不安全依附 10  4917   1.831*  0.023  1.417  0.002   17.055*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從上表 1 的異質性檢定來看，男生和女生對母親的安全和不安全依附，兩個研究結果群的異質

性檢定結果都呈顯著（ 2χ 值分別為 54.206***和 17.055*），代表每群中所有的原始效果值並未享有

共通的母數效果值，象徵每一群內的原始效果值（ rz 值）都來源於不同母群體。根據上述的公式 A

和 B，異質性檢定的結果若為異質，應再運用公式Ｃ和Ｄ找出兩兩變項間可能的調節變項。其實際做

法和結果將詳述如下第五點。 
在性別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許瑞蘭（民 91）和紀怡如（民 91）的研究

都發現女生的安全依附顯著比男生高（t 值分別為-4.42**和-4.65**）；還有許多研究有同樣的發現，

只是未達顯著差異（孫淑琴，民 89；袁儷綺，民 91；涂妙如，民 83；張芝鳳，民 89；陳瑩珊，民

89；黃惠玲，民 84；劉修全，民 86；蔡素玲，民 86；賴怡君，民 91）。相反的，其他研究則發現男

生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比女生高，只是未達顯著差異（洪聖陽，民 91；孫世維，民 83；張秋蘭，民

89；黃素英，民 83；莊麗雯，民 91；楊淑萍，民 84；楊芳彰，民 86）。 
由上述可知，文獻中關於性別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兩變項之關係的研究結果歧異，本研

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研究中，所有男生和女生對母親安全依附的歧異結果後發現：性別和

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Z=-2.381），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

很小（ rz =-0.013）。 

在性別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有些研究發現男性對母親的焦慮依附值比女性高，男

性對母親的逃避依附值也比女性高（黃惠玲，民 84；莊麗雯，民 91）。此外，男生對母親的疏離依

附也高於女生（孫世維，民 83；張芝鳳，民 89）。相對地，也有些研究發現女生對母親的焦慮依附

值顯著的比男生高（t=-2.14*），女生對母親的疏離依附也高於男生（孫淑琴，民 89；賴怡君，民 91）。  
由上述可知，過去文獻中關於男生或女生與母親不安全依附之關係，兩變項之關係的研究結果

歧異，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歧異的結果後發現：性別和母親的安全依附之間有顯著的

關係（Z=1.831*），由於研究者整理文獻時將男生定為第一組，女生定為第二組，故正向的 Z 值表示：

男生與母親間的不安全依附值顯著大於女生與母親間的不安全依附值，只是代表兩者間關係強度的

平均效果值不大（ rz =0.023）。 

綜上所述，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子女的性別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平均

效果值也很小；但男生與母親間「不安全依附」的關係，顯著大於女生與母親間不安全依附，只是

平均效果值也不大。 

二、母親個人因素：母親個人背景因素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從下表 2 的異質性檢定來看，「母親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研究結果群的異質性檢

定結果呈顯著（ 2χ =12.451**），代表此群中 4 個原始效果值並未享有共通的母數效果值，象徵此 4

個原始效果值（ rz 值）來源於不同母群體。根據上述研究方法中的公式 A 和 B，異質性檢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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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異質，應再運用公式Ｃ和Ｄ找出兩兩變項間可能的調節變項。其實際做法和結果將詳述如下第

五點。 
研究者從所整理的文獻中，歸納出各種母親本身的因素，包括：教育程度、家庭結構以及職業

水準，並計算出其與子女的安全與不安全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後設分析的統計值如下表 2 所載，

以下分點詳述之： 
（一）母親教育程度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些研究發現兩者呈負相關（黃

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有些則發現兩者為正相關（黃惠玲，民 83；涂妙如，民 83；許瑞蘭，

民 91；莊麗雯，民 91）。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後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與

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Z=0.663），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很

小（ rz =0.036）。 

 
表 2 母親因素與母親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 

母親 
個人背景 

依附 
種類 

研

究

數 

樣本數

總和(Ｎ) 
平均 Z 值 平均效

果值

( rz ) 

加權平均 
Z 值 

加權平

均效果

值( rz ) 

異質性檢定

( 2χ ) 

安全 6 1690  0.663  0.036 1.227 0.026 8.282 
（一）教育程度 

不安全 6 2000 -4.503 -0.149 -3.381 -0.089 5.963 
安全 3 1764 2.622**  0.063 2.669** 0.064 0.276 

（二）家庭結構 
不安全 2 1294 -2.807 -0.078 -2.807 -0.078 0.082 
安全 4 1082  0.743  0.021 1.732 0.039 12.451** 

（三）職業水準 
不安全 6 2042 -1.711 -0.037 -2.102 -0.045 6.573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在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些研究發現母親的教育程

度和子女對母親的逃避依附呈顯著或未達顯著的負相關（黃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莊麗雯，

民 91），另外，有些研究顯示母親的教育程度和子女的曖昧焦慮依附呈顯著或未達顯著的負相關（黃

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莊麗雯，民 91）。綜合來說，文獻中關於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子女對母

親的不安全依附間的原始相關皆為負值，且其中有一半達顯著的差異。但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

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後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間未達顯著的負向關係

（Z=-4.503），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不大（ rz =-0.149）。 

（二）家庭結構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家庭結構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皆發現完整家庭的國中生，對母親的安全

依附值高於不完整家庭（單親、繼親或隔代教養家庭）（紀怡如，民 91；許瑞蘭，民 91；莊麗雯，

民 91），只是都未達顯著差異。但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家庭結構與子

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Z=2.622***），但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

值不大（ rz =0.063）。 

在家庭結構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來自於完整家庭的國小學童，其對

母親的逃避依附顯著高於不完整家庭的學童，對母親的焦慮依附也高於不完整家庭的學童（莊麗雯，

民 91）。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後發現：家庭結構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

之間沒有顯著的負向關係（Z=-2.807），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不大（ rz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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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親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母親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些研究發現母親的職業水準和

觀察者所觀察到的親子安全依附值呈負相關（黃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有些研究則發現母親

的職業水準和母親自陳的親子安全依附值呈正相關或顯著的正相關（黃惠玲，民 84；莊麗雯，民 91）。

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歧異的研究結果後發現：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

附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Z=0.743），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很小（ rz =0.021）。 

在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些研究都發現母親的職業

水準和子女對母親的逃避依附呈正相關（黃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但有些研究卻發現母親

的教育程度和子女的曖昧焦慮依附或逃避依附都呈負相關（黃惠玲，民 83；黃惠玲，民 84；莊麗雯，

民 91）。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歧異的結果後發現：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

全依附之間沒有顯著的負向關係（Z=-1.711），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很小

（ rz =-0.037）。 

三、母親教養因素：母親教養因素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從下表 3 的異質性檢定來看，三種母親教養行為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的異質性檢定結果

都呈顯著（ 2χ 值分別為 520.183***、69.653***和 50.142***），代表此三群中，每群所有的原始效果

值並未享有共通的母數效果值，象徵每一群內的所有原始效果值（ rz 值）來源於不同母群體。根據

上述研究方法中的公式 A 和 B，異質性檢定的結果若為異質，應再運用公式Ｃ和Ｄ找出兩兩變項間

可能的調節變項。其實際做法和結果將詳述如下第五點。 
研究者從所整理的文獻中，歸納出各種母親教養行為的因素，包括：接納關懷、鼓勵獨立和權

威控制，並計算出其與子女的安全與不安全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後設分析的統計值如下表 3 所

載，以下分點詳述之： 

 
表 3 母親教養因素與子女對母親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 

母親 
教養因素 

依附 
種類 

研

究

數 

樣本數

總和(Ｎ) 
平均 Z 值 平均效

果值

( rz ) 

加權平均 
Z 值 

加權平

均效果

值( rz ) 

異質性檢定

( 2χ ) 

安全 9 3143 27.571*** 0.621 27.820*** 0.635 520.183*** 
（一）接納關懷 

不安全 2  676 -8.451*** -0.388 -8.451*** -0.338   1.019 
安全 6 1835 -1.998 -0.051 -1.674 -0.045  55.848*** 

（二）鼓勵獨立 
不安全 2  676 -7.150*** -0.283 -7.150*** -0.283   0.182 
安全 6 2257 -4.593 -0.111 -3.411 -0.087  62.807*** 

（三）權威控制 
不安全 2  676 -4.030 -0.157 -4.030 -0.157   1.449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一）母親接納關懷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母親的接納關懷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皆記載母親「接納」的教養行為、「關

懷」的教養方式、接納性的母親關係和易近性的母子關係，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有顯著的正相

關或未達顯著的正相關（劉修全，民 86；蘇建文、龔美娟，民 83；龔美娟，民 83；歐陽儀，民 87）。

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母親接納關懷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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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正向關係（Z=27.571***），且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

度的平均效果值也大（ rz =0.621）。 

在母親的接納關懷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皆發現子女對母親的疏離依附，

與母親接納的教養方式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歐陽儀，民 87）。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

究結果後發現：母親接納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負向關係

（Z=-8.451***），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有中等以上的強度（ rz =-0.388）。 

（二）母親鼓勵獨立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母親的鼓勵獨立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些研究發現母親「鼓勵獨立-

過度保護」的教養行為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有低度的正相關（龔美娟，民 83；歐陽儀，民 87）。

也有些研究發現子女與母親的溝通依附和信任依附間的關係具有顯著的低度負相關或是沒有顯著的

低度負相關（蘇建文、龔美娟，民 83；歐陽儀，民 87），表示母親愈是鼓勵獨立的教養行為，子女

所陳述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就愈低； 
研究者懷疑，歐陽儀（民 87）研究中兩代的年齡差異或記憶因素（國中生對母親，與母親對其

原生家庭母親）是造成本原始研究結果群異質的原因，將在以下第五點中加以驗證。本研究利用後

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親鼓勵獨立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間沒有顯

著的負向關係（Z=-1.998），且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不大

（ rz =-0.051）。 

在母親的鼓勵獨立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皆發現子女對母親的疏離依附，

與母親心理自主的教養方式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歐陽儀，民 87）。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

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母親心理自主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間有著極為顯著的負向關

係（Z=-7.150***），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接近中等（ rz =-0.283）。 

（三）母親權威控制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 
在母親的權威控制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原始文獻中，有兩篇研究發現控制性的母子

關係、或母親權威的教養方式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呈低度的正相關或顯著的低度正相關（龔

美娟，民 83；劉修全，民 86）；另外四個統計結果則顯著地相反：歐陽儀（民 87）研究兩代母親堅

定控制的教養方式，與兩代子女對母親的溝通依附和信任依附間的關係，發現四者皆具有顯著的負

相關。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母親權威控制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

安全依附之間沒有顯著的負向關係（Z=-4.593），且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

平均效果值也不大（ rz =-0.111）。 

在母親的權威控制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歐陽儀（民 87）的研究發現兩代子女對母

親的疏離依附，與兩代母親堅定控制的教養方式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

過去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母親堅定控制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間沒有顯著的負向關

係（Z=-4.030），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也接近中等（ rz =-0.157）。 

四、母親原生家庭因素：母親依附的代間傳遞 

在研究者所整理的文獻中，黃惠玲（民 84）研究 4-12 歲孩子的母親自陳孩子對她的依附關係（這

種子女對母親的依附關係，以下簡稱 G2（第二代）安全依附，或 G2 不安全依附），與她自陳本身對

原生家庭母親的依附關係（這種母親對其原生家庭母親的依附關係，以下簡稱 G1（第一代）安全依

附，或 G1 不安全依附）。由於黃惠玲的研究是子女和母親的配對樣本，故其研究的結果可以說明代

間傳遞的現象。歐陽儀（民 87）對國中生與其母親，和涂妙如（民 88）對學前幼兒與其母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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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配對樣本，不同的是，歐陽儀的設計是分別讓國中生自陳其與母親的依附關係，也讓其母親自

陳與外婆的依附關係；而涂妙如則是自行觀察學前幼兒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再請幼兒母親自陳其與

原生家庭母親的依附關係。 
這三個原始研究的子女樣本年齡跨越學齡前、國小和國中，連帶的，母親的年齡層也不一樣，

研究者假設母親年齡（記憶因素）或教育程度等因素會調節研究結果，造成本研究中 G1 不安全依附

與 G2 不安全依附之 5 個原始研究結果群的異質（ 2χ =19.411***，見下表 4）。其實際驗證將詳述如

後述第五點。 

 
表 4 G1 與 G2 依附之間的關係與強度 

母親對其原 
生家庭母親 
的依附種類 

子女對母親 
的依附種類 

研

究

數 

樣本數

總和(Ｎ)
平均 
Z 值 

平均效

果值

( rz ) 

加權平 
均 Z 值 

加權平均

效果值

( rz ) 

異質性檢定

( 2χ ) 

G2 安全依附 6 1551 3.718*** 0.082 4.084*** 0.104  2.933 （一）G1 
安全依附 G2 不安全依附 4 1044 2.49** 0.086 2.211* 0.076  6.078 

G2 安全依附 6 1074 3.202*** 0.081 3.772*** 0.117  5.826 （二）G1 
不安全依附 G2 不安全依附 5  974 2.098* 0.069 2.249* 0.073 19.411*** 

註：*表 p＜.05；**表 p＜.01；***表 p＜.001 

 
（一）G1 安全依附與 G2 的依附關係 
在 G1 安全依附與 G2 安全依附的關係方面：原始文獻中，歐陽儀（民 87）研究 G1 信任依附和

G2 信任依附、G1 信任依附和 G2 溝通依附，以及整體的 G1 安全依附和 G2 安全依附，結果都呈顯

著的正相關（r=.11*、.11*和.19**），同篇論文中，G1 溝通依附和 G2 溝通依附，以及 G1 溝通依附

和 G2 信任依附的結果也呈正相關（r=.09 和.09），只是未達顯著水準。另外，涂妙如（民 88）的研

究發現 G1 安全依附和 G2 安全依附間具負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r=.-10）。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

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代的安全依附和第二代的安全依附間具有極為顯著的正向關係

（Z=3.718***），但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不大（ rz =0.082）。 

在 G1 安全依附與 G2 不安全依附的關係方面：原始文獻中，黃惠玲（民 84）研究 G1 安全依附

和 G2 的焦慮依附間的關係，發現有顯著的正向關係（r=.24**）；而 G1 安全依附和 G2 逃避依附間的

相關值很低（r=-.02），另外，歐陽儀（民 87）研究 G1 溝通依附和信任依附與 G2 疏離依附間的關係，

發現相關值也很低（r=.06 和.06）。但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代的

安全依附和第二代的不安全依附間具有很顯著的正向關係（Z=2.49**），但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

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不大（ rz =0.086）。 

從上述的結果看來，G1 的安全依附會造成 G2 的安全依附，兩者有代間傳遞的現象。但 G1 的安

全依附也會造成 G2 的不安全依附，這兩個研究結果似乎彼此矛盾，但從上述研究者們的研究設計可

知，事實上是：就某群人而言，G1 的安全依附會造成 G2 的安全依附，但有另一群人的 G1 安全依附

會造成 G2 的不安全依附。就如歐陽儀（民 87）研究中的結論：母親對外婆（G1）的依附關係可能

透過母親對子女的教養方式而與子女對母親（G2）的依附關係有間接代間傳遞關係存在；也就是說：

教養方式是依附關係代間傳遞的中介變項，故即使母親對外婆（G1）間的關係都是安全依附，但母

親對子女的教養方式不同，子女對母親（G2）間的依附類型也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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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1 不安全依附與 G2 的依附關係 
在 G1 不安全依附與 G2 安全依附的關係方面：原始文獻中，黃惠玲（民 84）研究 G1 焦慮依附

和 G2 的安全依附間的關係，發現兩者間有很顯著的正向關係（r=.24**）；G1 逃避依附和 G2 安全依

附間的關係也呈現正向相關，但未達顯著水準（r=.12）。歐陽儀（民 87）研究 G1 疏離依附和 G2 溝

通依附間的關係，其結果也呈顯著的正相關（r=.11*），而 G1 疏離依附和 G2 信任依附間的關係也呈

正向關係，只是未達顯著（r=.10）。另外，涂妙如（民 88）的研究發現 G1 的分離焦慮和 G2 的安全

依附間也具未達顯著未準的微弱正相關（r=.08）；而 G1 的躲避因素和 G2 的安全依附間則具未達顯

著的負相關（r=-0.17）。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代的不安全依附和

第二代的安全依附間具有極為顯著的正向關係（Z=3.202***），但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表著兩者之

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不大（ rz =0.081）。 

最後，在 G1 不安全依附與 G2 不安全依附的關係方面：原始文獻中，黃惠玲（民 84）研究 G1
焦慮依附和 G2 的焦慮依附，發現兩者間有極為顯著的正向關係（r=.35***）；但 G1 的焦慮依附和

G2 的逃避依附、G1 的逃避依附和 G2 的焦慮依附、以及 G1 的逃避依附和 G2 的逃避依附間的相關

值都很低（r=-.04、-.00 和-.07）。另外，歐陽儀（民 87）研究 G1 疏離依附和 G2 疏離依附間的關係，

發現兩者呈未達顯著的正相關（r=.09）。本研究利用後設分析公式整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代

的不安全依附和第二代的不安全依附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Z=2.098*），但根據 Cohen 的標準，代

表著兩者之間關係強度的平均效果值不大（ rz =0.069）。 

從上述的結果看來，G1 的不安全依附會造成 G2 的不安全依附，兩者有代間傳遞的現象。但 G1
的不安全依附也會造成 G2 的安全依附，似乎也與研究者的期望不符，但同樣地，從上述研究者們的

研究設計可知：就某群人而言，G1 的不安全依附會造成 G2 的不安全依附，但有另一群人的 G1 不安

全依附會造成 G2 的安全依附。除了因歐陽儀（民 87）所言：母親對教養方式是中介變項（mediator）
外；母親的教育程度也可能是當中的調節變項。這也就是說，即使母親對外婆（G1）間的關係都是

不安全依附，但母親對子女的教養方式不同，子女對母親（G2）間的依附類型也可能不同；另外，

對教育程度不同的母親而言，即使其對上一代母親的依附關係皆為不安全依附，也不一定會傳遞到

下一代。 
當然，從本研究的觀點來看，上表 4 中共 21 篇的研究數只出於三本論文，此領域的研究數量太

少，也可能使整合的研究結果不足以代表事實。這也說明此領域亟待更多的研究者投注心力。 

五、調節變項的尋找 

綜合本研究後設分析的結果，共有 7 個後設分析的原始數據群呈現組內的異質性，包括：子女

性別與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 2χ ＝54.206***，見表 1）、子女性別與子女對母親不安全依附（ 2χ ＝

17.055*，見表 1）、母親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 2χ ＝12.451**，見表 2）、母親的接納關

懷與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 2χ ＝520.183***，見表 3）、母親的鼓勵獨立與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 2χ

＝55.848***，見表 3）、母親的權威控制與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 2χ ＝62.807***，見表 3），以及

G1 的不安全依附和 G2 的不安全依附（ 2χ ＝19.411***，見表 4）。研究者重新分析這 7 組研究的原

始論文研究設計，提出理論上的調節變項，及其所衍生的對比加權值（詳見研究方法第四點）。再根

據公式Ｃ和Ｄ重覆進行檢定，以找出其中可能的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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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理論上的調節變項預測、對比權值設定與檢定結果表 
自變項 依變項 原始 

研究數

理論上的 
調節變項 

對比權值 
（ jλ ） 

顯著性

檢定（Z） 
效果大小

估計（Z） 

子女年齡 

成人=9； 
大學生=5； 
高中生=3； 
國中生=1； 
國小後段=-2； 
國小前段=-4； 
學前幼兒=-6 

0.920 0.762 

子女性別 安全依附 25 

研究工具 
Q-set=7 
自編自陳=2 
IPPA=-1 

1.258 0.725 

子女年齡 

成人=-5； 
大學生=-3； 
國中生=3； 
國小後段=5； 

0.170 -1.500 
子女性別 不安全依附 10 

研究工具 自編自陳=-3 
IPPA=2 0.592 -0.953 

母親職業水準 安全依附 4 母親教育程度 -- -- -- 

母親的接納關懷 安全依附 9 子女年齡 
國中生母親=9； 
國中生=2； 
學前幼兒=-6 

14.632 
*** 

16.979 
*** 

母親的鼓勵獨立 安全依附 6 子女年齡 
國中生母親=-6； 
國中生=-1； 
學前幼兒=7 

2.799 
** 

1.809 
** 

母親的權威控制 安全依附 6 子女年齡 
國中生母親=-6； 
國中生=2； 
學前幼兒=6 

3.902 
*** 

3.860 
*** 

母親年齡 國中生母親=4； 
4-12 歲先童之母=-1 0.813 0.386 G1 不安全依附 G2 不安全依附 5 

母親教育程度 -- -- -- 
註 1：*表 p＜.05；**表 p＜.01；***表 p＜.001。 
註 2：根據公式 C 和 D，每組自變項和依變項在尋找調節變項時，所有原始研究的調節變項分組間的權值加總需為

0，故每次統計皆需重新設定調節變項分組間的對比權值。 
註 3：「--」表資料不足，無法計算。  

 
在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研究者假設，「子女年齡」是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安

全依附之調節變項，且年紀愈大，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愈大，研究者依此設定公式Ｃ和Ｄ的對比權

值（ jλ ），λ 成人 =9、λ大學生 =5、λ高中生 =3、λ國中生 =1、λ國小四至六年級生 =-2、λ國小一至三年級生 =-4，

以及 λ學前幼兒 =-6；但統計的結果發現：子女年齡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之間沒有線性

關係（Z=0.920，p>.05）；母親安全依附的值也沒有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而呈線性增減（Z=0.762，

p>.05）。另外，研究者也假設，「研究工具」是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研究者

設定需由研究者觀察記錄安全依附值的 Q-set 量表之對比權值為 λ set-Q =7，由研究者依相關理論自

編，再由受試者自陳的依附量表之對比權為 λ自編自陳 =2，而引用或改編自 IPPA，再由受試者自陳的

依附量表之對比權值為 λ IPPA =-1；但統計的結果發現：研究工具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

性之間沒有線性關係（Z=1.258，p>.05）；母親安全依附的值也沒有隨著研究工具的不同而呈線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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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Z=0.725，p>.05）。 
在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方面，研究者也假設：「子女年齡」是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

的不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但年紀愈小，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愈大，研究者據此設定的對比權值如

上表 5 所載，但統計的結果發現：子女年齡與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之間沒有線性關

係（Z=0.170，p>.05）；母親不安全依附的值也沒有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而呈線性增減（Z=-1.500，

p>.05）。另外，「研究工具」是子女性別與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的假設統計結果也是一

樣；研究工具與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之間沒有線性關係（Z=0.592，p>.05）；母親不

安全依附的值也沒有隨著研究工具的不同而呈線性增減（Z=-0.953，p>.05）。 
在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其的安全依附方面，研究者假設：「母親教育程度」是母親職業水準

與子女對其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然而因原始論文的資料不足而無法計算統計結果。 
在母親的「接納關懷」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方面，研究者假設：「子女年齡」是母親的「接

納關懷」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且年紀愈大，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愈大，研究者依

此設定的對比權值如上表 5 所述，統計的結果發現：子女年齡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

之間有線性關係（Z=14.632，p＜.001）；母親安全依附的值也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而呈線性增加

（Z=16.979，p＜.001）。另外，在母親的「鼓勵獨立」和「權威控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兩方面，研

究者也假設：「子女年齡」是母親的「接納關懷」和「權威控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兩方之調節變項，

且年紀愈小，對母親的安全依附值愈大，研究者依此設定的對比權值如上表 5 所述，且統計的結果

也發現：子女年齡與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之間有線性關係（Z=2.799，p＜.01 和 Z=3.902 
，p＜.001）；母親安全依附的值也隨著子女年齡的減少而呈線性增加（Z=1.809，p＜.01 和 Z=3.860，

p＜.001）。可見，「子女年齡」是母親三個教養因素──接納關懷、鼓勵獨立與權威控制──與子女對

母親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 
最後，在 G1 的不安全依附與 G2 的不安全依附方面，研究者假設：「母親年齡」是 G1（母親對

外婆）的不安全依附與 G2（子女對母親）不安全依附間之調節變項，且母親年紀愈大，其 G2 的不

安全依附值愈大，研究者據此設定的對比權值如上表 5 所載，但統計的結果發現：母親年齡與其 G2
的不安全依附之統計顯著性之間沒有線性關係（Z=0.813，p>.05）；其 G2 不安全依附的值也沒有隨著

母親年齡的增加而呈線性增減（Z=0.386，p>.05）。另外，研究者也假設：「母親教育程度」是 G1 的

不安全依附與 G2 不安全依附間之調節變項，然而因原始論文的資料不足而無法計算統計結果。 
研究者要再強調 Rosenthal 曾經提出的警告：以後設分析所得的調節變項不應被解釋為任何因果

關係的強而有力證據，畢竟各項研究並不是隨機被分派到所欲加權的調節變項之分組中，不過，調

節變項的關係在提示因果關係的可能性上是很有價值的（齊力譯，民 88）。研究者可以重新設計一個

研究，以便適當確立因果因素對所得到的相關研究有何種作用。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摘要如下： 
（一）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子女的性別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平均效果值也

很小。但子女性別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間則有著顯著的低度關係（ rz =0.023*）：男生與母親的不安

全依附關係，顯著大於女生與母親間的不安全依附。從異質性檢定的結果來看，雖然子女性別與母

親的安全或不安全依附間可能有調節變項的存在，但因原始資料的不足，研究未能找出有後設統計

支持的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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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母親的教育程度和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或不安全依附間都沒有

顯著的關係。 
（三）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孩子的家庭結構若完整（非單親），其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有非常

顯著的低度正向關係（ rz =0.063**），表家庭結構愈完整，孩子對母親愈是安全依附。但其對母親

的不安全依附間則沒有顯著的關係。 
（四）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或不安全依附間，都沒

有顯著的關係。且從異質性檢定的結果來看，雖然母親的職業水準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可能

有調節變項的存在，但因原始資料的不足，研究也未能找出有後設統計支持的調節變項。 
（五）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母親接納關懷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有極為顯著

的 高 度 正 向 關 係 （ rz =0.621*** ）；其 對 母 親 的 不 安 全 依 附 間 也 有 極 為 顯 著 的 中 度 負 向 關 係

（ rz =-0.388***）。從異質性檢定的結果來看，「子女年齡」是母親的「接納關懷」與子女對母親的

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Z=14.632***），且母親安全依附的值隨著子女年齡的增加而呈線性增加

（Z=16.979***）。 
（六）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母親鼓勵獨立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沒有顯著的

關係，但其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間則有極為顯著的中度負向關係（ rz =-0.283***）。從異質性檢定

的結果來看，「子女年齡」是母親的「鼓勵獨立」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Z=2.799**），

且母親安全依附的值隨著子女年齡的減少而呈線性增加（Z=1.809**）。 
（七）國內過去量化文獻中，母親權威控制式的教養，與子女對母親的安全依附或不安全依附

間，都沒有顯著的關係。從異質性檢定的結果來看，「子女年齡」是母親的「權威控制」與子女對母

親的安全依附之調節變項（Z=3.902***），且母親安全依附的值隨著子女年齡的減少而呈線性增加

（Z=3.860***）。 
（八）母親對其原生家庭母親（G1）的安全依附，與其子女對她（G2）的安全依附之間，有極

為顯著的低度正向關係（ rz =.082***），兩代間不安全依附也有著顯著的低度正向關係（ rz =.069*），

這表示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都有顯著的代間傳遞現象。有趣的是：G1 的安全依附和 G2 的不安全

依附間也有非常顯著的低度正向關係（ rz =.086**）；G1 的不安全依附和 G2 的安全依附間也有極為

顯著的低度正向關係（ rz =.081***），這似乎暗示著兩代間的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間的代間傳遞

間有著中介變項（mediator），如教養方式。但本研究礙於原始研究資料記載不足的限制，無法在後

設分析中獲得統計上的支持。另外，從異質性檢定的結果來看，不安全依附的代間傳遞中可能有調

節變項的存在，但因原始資料的不足，研究也未能找出有後設統計支持的調節變項。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過去此領域量化文獻中，自變項與依變項間整合性的後設分析結果中，達

到統計顯著水準的 rz 值、方向性與理論上的調節或中介變項，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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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對母親（G2）的

安全依附 

（信任與溝通依附）

家庭結構 

教養因素──

接納關懷 

母親對外婆（G1）

的安全依附 

母親對外婆（G1）的

不安全依附 

調節變項：子女年齡

.063** 

.621*** 

Z=16.979****

.082*** 

.081*** 

註：  表原始資料不足，無法計算。 
 

圖 1 子女對母親安全依附與其相關因素後設分析結果模式圖 

 
 

子女對母親（G2）的 

不安全依附 

（疏離、逃避與焦慮依附）

子女性別 教養因素──

接納關懷 

母親對外婆（G1）

的安全依附 

母親對外婆（G1）

的不安全依附 

調節變項：子女年齡 

.023* 

-.283***

Z=16.979****

.086** 

.069* 

教養因素──

鼓勵獨立 
-.388***

調節變項：母親教育程度?

註：  表原始資料不足，無法計算。 
 

圖 2 子女對母親不安全依附與其相關因素後設分析結果模式圖 

 
從圖 1 和圖 2 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整合國內過去的量化研究，與「母親安全依附」和「母親不

安全依附」顯著有關的因素，本研究的結果圖可以做為後續研究者重新設計相關研究的參考，但研

究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和從事相關研究的提醒，以為後續研究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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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圖 1 和圖 2 僅拼湊國內過去與母親依附有關的因素，其整合性的後設分析中有顯著的

相關因素。仍有許多其他理論上的因素，因缺乏實證研究、或研究數量不足，無法納入本研究後設

分析文獻。故上述兩圖僅為國內量化研究後設分析的結果模式，尚不足以作為影響母親依附因素結

構模式圖。 
（二）上圖 1 和圖 2 中所標記的係數僅為兩兩變項間後設統計出的效果大小和顯著性，代表著

兩兩變項間的相關。雖然用來後設分析的原始文獻統計值皆經過標準分數的轉換，但仍因非隨機分

派和樣本異質性等諸多因素的考量，上述兩圖中所載的 rz 係數，不宜視為模式驗證的係數。有興趣

的後續研究者可以根據相關理論，修正本研究的兩圖以為研究架構，再重新尋找或設計量表施測，

以計算出具有統計考驗力的係數並據以修正模式。 
（三）本研究所分析出，與母親依附有關的因素包括有：子女性別、家庭結構、母親教養與上

一代的母親依附等因素，可知皆為影響母親依附有關的自項變。但與母親依附有關的依變項之原始

研究數不多，甚至僅有一件，還不足用來進行整合性的後設分析，這也說明了此領域──「母親依附

對子女的影響」──亟待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心力，才能整合出台灣地區樣本穩定的研究結果。 
（四）部份變項原始研究數的不足，預測會影響本研究的分析結果。例如表 3 中「家庭結構與

子女對母親的不安全依附」的後設分析，原始研究結果數只有兩個（n=2），且是源自同一本論文中

對不安全依附分層面──逃避和焦慮依附──的統計結果；表 4 中「母親教養因素與母親不安全依附間」

的三個後設分析的原始研究結果也是來自同一本論文（n=2），其數據是來自「兩代」間子女自陳的

不同方式的母親教養與母親疏離依附量表。這種源自同一本論文的數據使得依樣本數加權的後設值

和原始的後設值沒有不同，參考價值減低（參見表 3 和表 4）；且因過去研究數量不足所產生的後設

分析結果，參考價值很有限。這也表示「母親不安全依附」（焦慮、逃避和疏離依附）相關因素的研

究比「母親安全依附」相關因素的研究數量少。 
（五）根據研究結果，與母親安全依附有顯著正向關係的因素，與母親的不安全依附不必然有

顯著的負向關係。例如「家庭結構」，完整家庭結構的子女與母親的安全依附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但單親家庭的子女與母親的不安全依附間沒有顯著的負向關係。研究者以為，上述原始研究數量的

不足，或許是原因之一；本研究「安全依附」和「不安全依附」歸納的內涵不同也是合理的原因。 
（六）本研究選擇以樣本人數來加權平均計算用來後設分析的原始結果值，且同時報告原始結

果值（Z 值和 rz 值）和加權結果值（加權平均 Z 值和加權平均 rz 值），實際計算的結果發現：這兩

種值的差異很小，也不影響結果的顯著與否，未來的研究者應可選擇省略報告加權結果值。另外，

本研究選擇以樣本人數加權的好處是減少抽樣誤差（顏耀南，民 90），但研究者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

以用協同研究員對各原始文獻逐一判定的「研究品質分數」來加權計算平均Ｚ值和平均 rz 值，以修

正「把好的研究結果和壞的研究結果一起累加求平均」的弊病（齊力譯，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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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研究後設分析原始論文摘要表 
作者 出版

年代 
論文

來源 
樣本數

目 
樣本身

分 
依附對象 依附因素 依附研究

工具 
研究主題 

黃素英 民 83 碩士

論文 
36 對母親和學

前幼兒 
幼兒對母親 安全依附 

不安全依附 
Q-set 中文

版 
依附關係 
情緒 

蘇建文 
龔美娟 

民 83 期刊

論文 
80 對母親和學

前幼兒 
幼兒對母親 高安全型 

低安全型 
Q-set 3.0 版 母親依附經驗 

教養方式 
依附關係 

龔美娟 民 83 碩士

論文 
403 位母親與其

中 40 對母親和

學前幼兒 

幼兒對母親 安全型 
不安全型 

Q-set 3.0 版 母親的依附經驗 
教養方式 
依附關係 

黃惠玲 民 83 國科

會研

究報

告 

61 對母親和幼

兒 
幼兒對母親 安全依附 

遠避依附 
曖昧依附 

依 Bowlby
的依附理

論及

Ainsworth
, Main 等

人的研究

結果自編

兒童依附行為 
依附行為量表 

涂妙如 民 83 碩士

論文 
40 組幼兒與其

母親和教師 
幼兒對母親 
幼兒對教師 

安全依附 
不安全依附 

Q-set 3.0 版 依附關係 
幼兒社會行為 
幼兒學習行為 

楊淑萍 民 84 碩士

論文 
1130 高中職

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自我尊重 
生涯發展 

黃惠玲 民 84 國科

會研

究報

告 

訪 64 位 18-60
歲成人及 35 位

4-12 歲孩子的

母親;施測 804
位成人及 391 位

兒童母親 

幼兒對母親 
母親對外婆 

安全依附 
分離焦慮 
躲避因素 

依 Bowlby
的依附理

論及

Ainsworth
, Main 等

人的研究

結果自編

兒童依附行為 
成人依附行為 
依附行為量表 

蔡素玲 民 86 碩士

論文 
607 高中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品質 
社會支持 
自殺傾向 

孫世維 民 86 期刊

論文 
421 大學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分離—個體化 
大學時期的發展 

楊芳彰 民 86 碩士

論文 
984 國小六

年級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敵意 
社交地位 

劉修全 民 86 碩士

論文 
502 國中生 樣本對母親樣

本對父親 
安全依附 
分離焦慮 
逃避依附 

依 Bowlby
的依附理

論及

Mahler 的

客體關係

理論自編

父母教養方式 
依附－個體化 
自我統合 

歐陽儀 民 87 碩士 338 國一國 樣本對母親 信任依附 主要改編 教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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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

年代 
論文

來源 
樣本數

目 
樣本身

分 
依附對象 依附因素 依附研究

工具 
研究主題 

論文 二生 母親對外婆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自 IPPA 依附關係 
代間傳遞 

涂妙如 民 88 會議

論文 
95 對母親和學

前幼兒 
幼兒對母親 
母親對外婆 

安全依附 
分離焦慮 
躲避因素 

1.Q-set 
3.0 版 
2.成人依

附行為量

表(黃惠

玲,1995) 

依附經驗 
婚姻調適 
依附關係 

孫淑琴 民 89 碩士

論文 
918 國小六

年級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學童依附關係 
內在運作模式 
同儕衝突處理策略 

張芝鳳 民 89 碩士

論文 
591 國中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自我價值 

張秋蘭 民 89 碩士

論文 
1228 高中職

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自我尊重 
身心健康 

陳瑩珊 民 89 碩士

論文 
403 國小

4-6 年

級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整體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失落經驗 
生活適應 

紀怡如 民 91 碩士

論文 
528 國中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壓力知覺 
因應策略 

洪聖陽 民 91 碩士

論文 
423 國小六

年級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接納 
普通 
疏離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父母教養方式 
自我概念 
生涯成熟 

袁儷綺 民 91 碩士

論文 
464 國小四

和六年

級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生活適應 

莊麗雯 民 91 碩士

論文 
647 國小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安全依附 
焦慮依附 
逃避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家庭狀況 
親子互動 
依附風格 

許瑞蘭 民 91 碩士

論文 
589 國中生 樣本對母親 

樣本對父親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人際問題解決態度 
學校生活適應 

賴怡君 民 91 碩士

論文 
713 國小

4-6 年

級生 

樣本對母親樣

本對父親 
樣本對同儕 

信任依附 
溝通依附 
疏離依附 

主要改編

自 IPPA 
依附關係 
情緒智力發展 
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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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ion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2008, 40 (1), 39-6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Maternal Factors and the Attachment of Children in 
Taiwan: A Meta-analysis 

Shu-Man Huang Li-Tuan Chou Ming-Fun Yip 
 Department of Early Department of Human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Childhood Education 
 D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wan University 

 

 
Using meta-analysis, this study reviews results of past qualitative studies in Taiwan that examined factors 
of maternal attachment toward delineating moderating variables and postulating a post-hoc structural 
analytic model. The final analysis was based on 23 articles, 110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more than 43500 
individuals from combined sample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Insecure attachment between male and their 
mothers far exceeded that between female and their mothers; (b) children from intact family (not including 
single-parent families) have significantly more secure maternal attachment (small effect size); (c) maternal 
parenting behaviors that were accepting and caring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s 
secure maternal attachment (large effect size) and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insecure 
maternal attachment (above average effect size); (d) parenting behaviors characterized by mothers who 
encouraged autonomy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ldren’s insecure maternal attachment 
(medium effect size); and (e) secure attachment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family of origi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secure attachment between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vice versa. In other 
words, secure and insecure attachment with family of origins has significant cros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effect. 
 
 
KEY WORDS: meta-analysis, mother-children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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