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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根據本研究結果加以討論，第二節針對

大學生異性親密關係提出相關之建議。 

第一節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生之個人背景變項、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異性

親密關係三者間的關係，以公私立大學、科技大學、獨立學院及技術

學院之大學生為對象，取得有交往經驗樣本共 873人。本研究以問卷

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所使用的工具為「親密關係量表」與「知覺父

母婚姻關係量表」。問卷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可從四方面來看：第一，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

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差異情形，第二，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與異性

親密關係的差異情形，第三，個人背景變項、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異

性親密關係三者間的影響。 

壹、大學生之特性 

一、個人背景 

本研究的大學生平均年齡 22 歲。目前有交往經驗的大學生高於

曾經有過交往經驗的大學生；在性別方面，女性高於男性；在父母婚

姻方面，父母已婚最高，父母離婚或分居次高，父母喪偶最低；在家

庭社經地位方面，「低社經地位」所佔比例較高，「中、高社經地位」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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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性親密關係 

本研究的異性親密關係可從五個面向探討，包括：「情感親密」、

「社交親密」、「溝通親密」、「身體親密」、「精神親密」。整體而言，

大學生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各面向皆偏正向，換言之，大學生感受到的

異性親密關係較偏正向。 

三、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本研究的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從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度之「共

同相處」、「情感表達」、「分離傾向」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程度之

「意見一致性」、「衝突現象」等五個概念探討之。大學生僅在知覺父

母婚姻關係親密程度之「情感表達」感受較低，其餘四個概念皆偏正

向。 

貳、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與異性親密關係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檢視其對異性親密關係是否有

差異，分別從性別、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社經地位等個人背景變變項，

檢視其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性別不同對其異性親密關係確有差異存

在。從性別角色理論來看，男性角色被定義為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role），負責家庭對外的聯繫與地位的維持，女性角色則被定義為情感

性的（expressive role）負責家庭內部的情感和諧與滿足成員的生活需
求（陽琪與陽琬譯，1995）。較多的研究也證實女性較樂於討論親密
話題，也較易在親密關係上表達自我的情感（利翠珊，2000；邱文彬、

林美珍，1999；陽琪、陽琬譯，1995；楊牧貞、黃國光，1980；Rosenbluth 

& Steil，1995）。本研究以有交往經驗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有相似

的發現：女大學生在「情感親密」、「溝通親密」、「身體親密」、「精神

親密」等面向的感受高於男大學生。值得注意的是因研究對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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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得出不同的結果，曾文志以夫妻為對象探討其在婚姻中親密關係的

感受，發現男性在「情感的親密」、「精神上親密」、「性親密」及「認

知上親密」的實際感受性高於女性。此結果與本研究相較，顯示男性

與女性在結婚前與結婚後的親密感受有不同的參照情形。不過，這並

非為同一樣本，與相同樣本比較較具意義，因此，需後續研究做長期

縱貫之研究，以了解差異情形。 

大學生的父母婚姻狀況不同與異性親密關係的各面向的感受均

無顯著差異。換言之，大學生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反應，並未因父母婚

姻狀況不同而有差異。在父母婚姻狀況與異性親密關係的相關研究

中，其結果多支持父母離婚會影響日後的親密關係，但本研究細分親

密關係之類型加以比較後，發現父母婚姻狀況並無差異存在。 

大學生的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各面向的感受均

無顯著差異。換言之，大學生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反應，並未因家庭社

經地位不同而有差異。這與以夫妻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

較高，其親密關係較高的結果不一致。可能是研究對象不同所致，因

本研究是以大學生為對象，所指的家庭社經地位為父母之社經地位，

非自己本身，因此造成不同的結果。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假設一部份

獲得支持。 

參、大學生個人背景變項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性別、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社經地位等個人背景變項，

檢視子女所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在性別方面，目前的研究多指出女

性所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較好（李閏華，1993；林素妃，2003；陳一

惠，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也指出男性與女性是沒有顯著差異的（陳

怡吟，2002；賴自強，1998；Smith & Jenkis, 1991）。而本研究也

發現：大學生所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是不會因男性與女性而有顯著差

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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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大學生其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無顯著差異，本

研究得出此結果，可能因研究對象所致，本研究之對象鎖定有交往經

驗之大學生為主，未將無交往經驗之大學生納入，因此，還待往後之

研究加以驗證。 

在父母婚姻狀況方面，大多數的研究顯示父母婚姻狀況會影響子

女的知覺，而且離婚或分居有負面影響。本研究之結果相近：大學生

的父母婚姻狀況不同對父母婚姻關係的知覺確有差異存在，且父母在

婚姻中的大學生所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度之「共同相處」、「情感

表達」、「分離傾向」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程度之「意見一致性」、

「衝突現象」皆較高，其次為喪偶，而父母離婚或分居的大學生相對

於來說最低。換言之，父母在婚姻中的大學生，所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的共同相處、情感表達、不分離傾向、意見一致性、不衝突現象較高；

父母離婚或分居的大學生，其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之五個概念皆較

低。整體來說，本研究之假設二部份獲得支持。 

肆、個人背景變項、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異性親密關係三者間的影響

情形 

一、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對其異性的親密關係之各面向的影響情

形 

若以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預測異性親密關係的各面向，僅性別

有影響。本研究發現：女大學生所感受到其在關係中的「情感親密」、

「溝通親密」、「身體親密」、「精神親密」等面向皆較男大學生高。不

少的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樂於討論親密話題，也較容易表達自我感

情，願意對他人做較深的自我揭露；本研究亦有相似之發現，女性較

男性願意揭露對關係的感受與程度。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3-1部份獲

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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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對其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影響情形 

本研究以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預測其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之「共

同相處」、「情感表達」、「分離傾向」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程度之

「意見一致性」、「衝突現象」等概念，發現父母婚姻狀況及家庭社經

地位有影響。 

在父母婚姻狀況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方面，發現：在「共同相

處」、「情感表達」以及「意見一致性」上，父母在婚姻中的大學生所

知覺到的比父母離婚的大學生高，在「分離傾向」以及「衝突現象」

上，父母在婚姻中的大學生所知覺其父母在婚姻關係不分離的傾向與

不衝突現象高於父母離婚的大學生。顯然，父母的婚姻狀況與子女知

覺到父母的婚姻關係兩者互有影響，父母婚姻解組（離婚或分居）其

子女知覺父母的婚姻關係在共同相處、情感表達以及意見一致性上自

然較少，而分離傾向以及衝突現象較高，本研究之發現與多數的研究

相近。 

至於父母喪偶的大學生，在知覺其父母的共同相處與不分離的傾

向較父母在婚姻中的大學生低。可能因為父或母一方死亡，無參照對

象使然；但是，有其他研究指出，父母喪偶會使子女保留較美好的回

憶，還待後續研究加以探討。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目前的實證研究針對家庭社經地位的研究

不多，其結果較支持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較偏正

向（李閏華，1993；陳怡文，2002）。本研究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細

分之後，發現：「中、高社經地位」大學生所知覺到父母的「情感表

達」較「低社經地位」之大學生要高。可能是中、高社經地位的父母，

較會在子女面前表達其情感。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3-2部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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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其異性的親

密關係之各面向的影響情形 

本研究以親密關係之各面向為主，了解個人背景變項與知覺父母

婚姻關係的影響，發現：大學生之個人背景變項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不同，對異性親密關係各面向的預測有所不同。在「情感親密」面向

上，女大學生感受到的「情感親密」較男大學生高。在「社交親密」

面向上，大學生知覺到其父母愈為「分離傾向」，所感受到的「社交

親密」愈高。在「溝通親密」面向上，女大學生感受到的「溝通親密」

較男大學生高；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共同相處」愈高，則其感受的

「溝通親密」愈高。在「身體親密」面向上，女大學生感受到的「身

體親密」較男大學生高；父母離婚或分居的大學生比父母已婚的大學

生，感受到的「身體親密」要高；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不分離，則其

感受的「身體親密」愈高。在「精神親密」面向上，女大學生感受到

的「精神親密」較男大學生高。 

本研究發現在「身體親密」面向上，若單以個人之背景檢視大學

生的「身體親密」，僅「性別」有影響；但若以個人背景與知覺父母

的婚姻關係，共同預測異性的親密關係，「性別」、「父母婚姻狀況」、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分離傾向」有顯著預測力。從以上現象顯示，

父母婚姻狀況對大學生的「身體親密」是沒有影響的，而是透過知覺

父母婚姻關係的「分離傾向」，使「父母婚姻狀況」對「身體親密」

產生影響。所以，事實上會影響「身體親密」的因素是大學生所知覺

的父母婚姻關係的「分離傾向」，而非父母婚姻狀況。 

目前在個體與父母的經驗和現在親密關係的研究結果並不一

致，不過大部份的研究指出，父母的婚姻關係愈好，其子女的親密關

係、婚姻態度、婚姻關係也會較好，本研究有相近之結果：子女知覺

父母婚姻關係的共同相處情形愈高，其對男／女朋友「溝通親密」的

感受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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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從父母婚姻衝突來看，多數研究認為離婚，對子女親

密關係有較負向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父母為離婚或分居的大學生較

父母在婚姻中的大學生，感受到的「身體親密」要高；而且大學生知

覺到其父母愈分離，所感受到的「社交親密」愈高。父母離婚或分居

使子女長期處於父母衝突與分離的狀態，並在父母離婚或分居後形成

父親或母親的缺位問題，可能使子女對外尋求親密的渴望增加，而對

男／女朋友「身體親密」以及「社交親密」的感受與行為提高，為人

父母者對此現象不可不甚，以現今倡導「真愛要等待」來看，應檢視

父母在婚姻關係中的分離與衝突可能對子女造成向外的推力，使子女

向外尋求異性的親密關係。不過，本研究之結果呈現兩極，就是知覺

父母婚姻愈不分離，在「身體親密」的感受會愈高，可能是父母在婚

姻關係中表現不分離的互動愈高，也就是親密程度愈高，影響子女在

其戀愛關係中複製，與男/女朋友的「身體親密」的感受也較高，還

待往後研究加以驗證。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3-3部份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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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正視兩性在關係中的差異，以增進大學生的兩性關係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男性與女性在「情感親密」、「溝通親密」、

「身體親密」、「精神親密」的感受不同，而且多以女性的感受較高。

在台灣社會主流文化教養下的男性情緒多半比較壓抑，女性則較能自

我抒發情緒，形成對親密關係的感受有女性高於男性的現象。所以，

我們應該正視男性與女性是存在差異的，應該針對其差異給予不同的

教導，例如：男性應學習「感受」，感受自己對雙方關係的情感，跳

脫出「男兒不流淚」、「壓抑」的巢臼，適當表達自我感受，增進雙

方的溝通與互動。如此，對症下藥才能有效增進兩性的關係。  

貳、父母應重視家庭氣氛的營造 

本研究發現：父母婚姻狀況（已婚、離婚或分居、喪偶）會影響

子女的知覺其父母的婚姻關係，而且父母離婚或分居之子女所知覺到

的父母婚姻關係較不親密與不和諧，可見，父母離婚或分居在子女心

中會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父母離婚或分居是結果，而父母離婚或分

居過程中的衝突、不愉快的經驗，對子女的知覺是有影響的。因此，

父母在子女面前應盡量少表現出不親密與不和諧的狀態，多表現親密

與和諧，以身作則，重視家庭氣氛的營造，這些是需要學習的，需從

父母兩人的婚姻關係為起點，以建立家庭良好的互動關係。 

參、將兩性教育往下延伸，於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以及高中家政課

程中實施 

兩性教育應從小做起，將兩性教育融入課程中最為可行，學校教

育體系中最有可為的就是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課程以及高中家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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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就國中階段來看，目前兩性教育以六大議題方式融入七大學習

領域中，表示每一個學習領域皆有學習兩性教育的可能，其中，以綜

合活動領域課程最有直接相關，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由輔導、童軍與家

政等領域教師授課，可在活動中進行兩性教育的實踐、體驗與反思，

增進學生對兩性的尊重與了解。另一方面，兩性教育可在高中家政課

程中實施，現階段高中家政課程中原本就有兩性交往單元，是傳達兩

性教育絕佳的發展空間。 

肆、大學教育可將兩性教育列為大學院校的通識課程 

全美家人關係協會（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簡稱 NCFR）藉由學校教師家長聯誼會（類似家長會）在學校紮根，

在各地全面推動家庭生活教育，到現在全美幾乎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大學把家庭生活教育列為大專學生的共同必修科（呂麗絲，2004）。

大學階段「親密」的發展達巔峰，對異性交往的意願增加，有必要於

此階段教導其兩性關係，在台灣，或許可依循美國模式，將家庭生活

教育中的兩性教育，列為大學院校的通識課程，讓每一學子皆有學習

兩性教育的可能。 

伍、家庭教育應強化夫妻的婚姻教育以及兩性教育 

台灣家庭教育法已於九十二年立法通過，婚姻教育與兩性教育為

其中兩項重點。本研究發現：父母婚姻狀況與子女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是影響其親密關係的因素，因此，強化夫妻的婚姻關係，鞏固夫妻之

情感，增進夫妻溝通與衝突的處理，為婚姻教育課程內容設計時所應

考量的重點，使夫妻在婚姻中共同成長，子女也能蒙受其利。又，性

別影響異性的親密關係甚鉅，因此，了解兩性的差異，增進兩性間的

相處，亦為兩性教育課程內容發展之重點。另外，課程內容的設計除

個人行為之外，應考量原生家庭的影響，引導學員思考原生家庭所帶

來的影響，避免不良的父母婚姻關係經驗，在自己的關係中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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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政府應建立婚姻輔導之協助管道 

本研究發現：父母婚姻狀況會透過子女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影響

子女對異性的「身體親密」感受，因此，父母的意見不合、衝突愈高，

增加子女向外的推力，使子女對男/女朋友「身體親密」的感受愈高，

若因此使婚前性行為增加，可能會衍伸出許多家庭問題，不可不甚。 

既然父母婚姻關係對子女的親密關係是一個關鍵點，故應當建立

其婚姻與家庭輔導機制，提供夫妻雙方之關係改善，與子女教養方

案。所以，政府的角色應當建立協助管道，如：設立公部門的婚姻諮

商與輔導轉介機構，鼓勵民間團體設立婚姻諮商與輔導機構，整合目

前婚姻諮商與輔導之協助管道，並協助婚姻諮商與輔導協助管道之推

廣，將此資訊推廣給全民知道。 

柒、未來研究 

一、再區隔親密關係之內涵，建立量表的穩定性 

本研究之親密關係量表相關性過高，經斜交轉軸因素分析，得出

六個因素，其中，「認知親密」與「休閒親密」落在同一因素中，細

就其原因發現，兩個因素可能因為分享的概念太過相近，使休閒親密

變得模糊、不顯著，而成為一個因素，因此，重新命名為「溝通親密」。

此結果顯示本量表的穩定性仍不足，量表內涵的重疊性仍高，不夠獨

立，需要再進一步區隔其親密內涵。 

另外，「性親密」分量表由於回收填答情形不佳，因此本研究將

之刪除。細究原因可能是受試之大學生尚未發生此行為，因而「無法

作答」，或者因為「性」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屬於隱晦的問題，因此

避而不答，有待往後研究針對量表進行修訂，成為適合本國國情的題

項，並使國人接受，以增加填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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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除親密關係之多面向觀點之外，可再探討親密關係的發展與互

動之影響 

本研究著重在親密關係的多面向觀點之探討，未來研究可加強親

密關係中發展與互動之研究。在 PAIR量表中，除了多面向的觀點之

外，還包含不同親密程度的互動觀點，個體在親密關係的互動會隨著

感情發展而有不同，因此，往後的研究應將發展與互動觀點考量進

來，探究感情發展之動態歷程對個體的影響。 

三、輔以質性研究，深入探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異性的親密關係

之相互影響關係 

    不同研究方法有不同側重，以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可在短期在

取得大樣本資料，進行推論分析，本研究採量化問卷調查探討個人背

景變項、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異性的親密關係，對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與異性親密關係未必有完整的了解，透過質性訪談可更深入了解父母

婚姻關係與個人親密關係的影響過程，以得有更多、更豐富的資料，

以彌補量化研究之不足。 

四、以情侶配對方式，研究雙方的一致及差異情形 

本研究中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會影響其對異性親密關係的感

受，若僅由一方的觀點，欲了解兩者的親密關係，會忽略男女交往是

由兩個人組成的事實，未來若能以配對之情侶做研究，比較雙方在親

密關係中各面向的差異情形，可得更完整的資料。 

五、以長期縱貫研究比較結婚前與結婚後的親密關係的感受情形 

研究者以本研究之結果與前人的研究基礎相參照，發現男性與女

性在結婚前與結婚後的親密感受有不同的參照情形。因在比較推論時

非為同一樣本，如此有失偏頗，因此，後續研究可比較同一群人，在

結婚前與結婚後其親密感受的差異情形，以了解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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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繼續探究其他研究變項之影響 

本研究之結果發現：個人背景變項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大學生

的異性親密關係的預測力較低，可能是影響異性親密關係的變項還有

許多，未在本研究中探討，因此，期待往後之研究繼續探究其他相關

變項之影響。 

（一）探討不同依附型態與異性親密關係的關聯 

愛情關係是一種男女雙方情感的連結，強調的是彼此的互動，當

兩人在一起時會有愉快的情緒，而在分離時會感到不捨和思念，行為

上互相依賴，情感上彼此牽動，這種關係很像嬰幼兒和父母親所建立

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 relationship）（吳嘉瑜，民 85）。照顧者

不同的反應，會讓嬰幼兒形成不同的依附風格，如：安全型依附關係、

逃避型依附關係、焦慮矛盾依附關係。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這種親

密關係建立的型態（pattern）會影響到未來和異性親密關係（愛情

關係）的建立，當然也會影響到面臨愛情關係結束時，所採取的態度

和處理方法（連廷誥，2003）。所以，若能更深入探究不同依附型態

與異性親密關係的關聯，將能更了解其的影響情形。 

（二）探討重要他人與異性親密關係的關聯 

根據彭懷真（1994）指出一個小孩對於成人世界的認識是由模糊

而清楚、由概化到特定，其中有一小群人是對他最具有影響力的，這

一群人可稱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包括父母、兄弟

姊妹、好友遊伴、老師、同學等。這些人可成為他的『參照團體』，

是影響一個人評估自己形象或行為的團體。重要他人對個體有一定的

影響程度，本研究只針對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往後的研究可將廣度增

加探究其他重要他人對異性親密關係的影響力。 

（三）探討親子互動關係與異性親密關係的關聯 

親子關係是個體成長一生中最早接觸、最重要亦是延續時間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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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人際關係。親子關係的優劣不僅影響到一個人的人際關係適應

與發展，亦會對將來的的各種關係適應發生深遠的影響（王淑娟，

1994；徐麗瑜，1988；陳怡冰，1991；黃春枝，1986）。在家中與成

人互動交往良好對青少年而言似乎有積極且正向的影響（郭靜晃，吳

幸玲譯，1993）。本研究是以「知覺」的觀點探討父母婚姻關係對子

女的影響，是子女角度的單向的概念，因此，若從「互動」的雙向概

念著手，探討父母與子女的互動關係，應可更了解父母影響子女親密

關係的全貌。 

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有交往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範圍包含台灣地

區北、中、南、東四區的公私立大學、科技大學、獨立學院及技術學

院就讀大一到大四的學生。在抽樣上男女比例失衡，男性與女性之比

例為 34.5％與 65.5％，研究者嘗試以三種方法解決，第一，刪除台

南女子技術學院，因其皆為女性受試者；第二，以 5人為一單位，刪

除女性樣本；第三，以 10 人為一單位，刪除女性樣本。所得之結果

以不刪除任何樣本最佳，因其常態分配情形最好，故保留原樣本。樣

本上的偏誤可能影響結果的呈現，往後之研究宜再考量按學院別或科

系抽樣，盡量使男女比例以及各類組（如：社會組與理工組）取得平

衡；而且，研究者在施測過程中發現女性填答意願較男性高，因此，

抽樣時可將男性樣本比例提高，回收之樣本或許會較為平衡，以免造

成推論上的偏誤。 

本研究在抽樣上盡量按照公私立大學院校及技職院校比例抽

樣，因公私立學校之比例問題，使私立學校在抽樣上比公立學校多，

因此，造成低家庭社經地位之大學生比例較高，中、高家庭社經地位

之大學生比例較少，可能也會影響結果的呈現，因此，在「子女知覺

父母婚姻關係」量表中可考量增加社會期許量表，以控制其填寫社會

期望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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