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文獻探討分成四個小節說明。第一節以「高職學生的身心發展」

來探討高職學生的身心發展特徵及高職學生的特色；第二節以「青少年的異

性交往態度」探討異性交往態度的意義、內涵；第三節以「青少年的同儕關

係」探討同儕關係的意義、重要性、內涵、青少年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

素與同儕關係；第四節以「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的相關因素分析」來探討

影響異性交往態度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以及青少年的同儕關係與其異

性交往態度。 

 

第一節 高職學生的身心發展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高職學生的異性交往，由於台灣的學生入學是以年

齡為依據，七歲進入小學，十二歲國小畢業進入國中，十五歲國中畢業進入

高中或高職，十八歲畢業進入大學，不同求學階段的年齡是青少年的重要指

標，因此高職階段適巧約處於十五歲至十八歲之間，此一階段因身心發展的

成熟而對異性發生興趣，喜歡跟異性接近（張春興，1984；龔超，1993；修

慧蘭，1997；李育忠，2000；羅樊妮，2004；吳思霈，2004），所以必須先

對研究對象的身心發展有所了解，方能從中探求。青少年（adolescence）一

詞由於在相關文獻中有關青少年、青年期、青春期的原文皆為 adolescence，

但內涵界定各家說法不一，並無定論，Erickson（1968）對青春期的解釋是

介於十二歲至二十歲之間；辭海（1986）中對青年期的解釋是男子十四歲至

二十歲，女子是十二歲至十八歲；張春興（2001）對青年期的解釋則指兒童

期過後一直到成年前的一段時間稱青年期（adolescence），若以年齡計算約

包括十二歲至二十一歲之間，認為這段期間的確定，原則上並不完全按照年

齡為根據，在心理學上是以身心發展的程度為標準，通常包括從青春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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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身心發展成熟為止。社會學的觀點則認為，青少年在社會與生活問題的能

力上有所增長，且角色受到社會認可時，青少年期便結束（劉玉玲，2005）。

因此，在涵義上包括認知、智能與社會兩方面的成熟，即思惟成熟與人格獨

立。至於所謂青春期（puberty），係指個體性器官功能的成熟與有關性別特

徵的顯現而言；但身心成熟則指個體身高及智力發展到頂點為準（張春興，

2001）。李惠加（1997）綜合學者的看法，認為青少年期劃分為小學高年級

至國中階段屬青少年期早期，高中職階段屬青少年期中期或青年前期，而高

中職階段以後的大學階段至二十二歲屬青少年晚期或青年後期三階段。因

此，青少年期廣泛地包含從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之間，高職學生為其中的一個

階段，本研究所探討的異性交往即從青少年期的身心發展特徵著手進行了

解。 

 

壹、高職學生的身心發展特徵 

由於高職學生正處於青少年階段，有關青少年的發展，發展心理學家們

的分類頗不一致，本研究茲將高職學生的身心發展特徵歸納整理，並分述如

下： 

一、生理發展 

青春期由於內分泌的刺激，導致身體有許多變化，包括主性徵與副性徵

的成熟，一般男生約在十六歲時性發育成熟，女生則約在十四歲時性發育成

熟（陳萍、王茜譯，2001）；身高的增加率突然改變，形成所謂生長陡增（growth 

spurt）現象；而身體各部位比率也在這段時間迅速增長（張春興，2001）。

不過這些生理上的快速發展，到了高職階段已逐漸趨於緩和、漸趨達到成熟

狀態，是身體發展的定型階段。 

  在此一階段，由於生理改變，常使青少年對異性產生興趣，會關心異性

是否接納自己？欣賞自己？愛慕心儀對象，而欲與之交往。 

二、心理發展 

（一）性心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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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青春期發育，生理上的變化，男女孩互相感到興趣，進入所謂的「異

性期」，但在心理方面往往缺乏準備與經驗，無法適應生理需要。其實，在

異性交往方面，此一階段的青少年最需要有經驗的人來予以指導、提供正確

的知識，需要有與異性接觸的正當機會，以滿足其好奇心，並且學習如何與

異性相處（曾文星、徐靜，1991）。 

（二）人格發展 

  雖然一個人從孩童時期就產生了自我認同感，但到了青少年期，對「自

我」的認同感變得敏感且強烈，漸建立對自己的認同，並形成自己的人格，

在意自己外貌的美醜、異性對自己的看法、他人對自己的觀感、在群體中是

否受歡迎等等。不過在此一時期，青少年不但對自己有所認識，對自己的性

格也會有所建立（曾文星、徐靜，1991）。 

（三）情緒發展 

  喜怒哀樂等情緒的變化，本來是人人皆有的，只是青少年隨著生理、認

知的發展，對自己所處的情緒狀態之自我意識及表達能力逐漸增加（蔡欣

玲，2003），有關情緒的表達，既不像兒童期之幼稚依賴，也不像成人的成

熟與獨立。國外的研究顯示 11-12 年級（即本國之高二、高三）的青少年較

易經驗到情緒上的不穩定（Feiring, Deblinger, Hoch-Espada, & Howorth, 

2002）。對處於高中職階段學生情緒發展的特色，李敏英（2003）的歸納包

括：由於正處於多夢的年齡階段，幻想增多，所以很多是屬於「莫名的煩惱」

之類的情緒狀態。在情緒表達上，無論是喜是怒都比較直接，最常見到的現

象是男性青少年動輒衝動打架，女孩子們遇事容易哭泣。青少年在愉快情緒

方面的表達，也是一樣，喜歡興奮刺激的活動，喜歡以高聲喊叫喧鬧的方式

表現情緒。在不愉快的情緒方面，此時期情緒困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

動機強、慾望多、幻想多，時時想去追求、去獲得，但事實上滿足的機會少，

失意的機會多，所以較易產生情緒困擾，情緒表態常有明顯兩極化現象。此

外，此時期男女生之情緒爆發可以長達數小時，甚至於有些情緒體驗會長期

影響其成長，並可改變一個人的個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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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情緒的多變與極端化是此一階段的重要特徵，倘若青少年欲於中

學階段結交異性朋友，恐怕不易得到父母的認同，因為父母多認為中學生應

以課業為重，若與異性交往易對課業產生不良影響，且容易發生親子衝突。 

（四）社會發展 

  在社會發展方面，依據 Erikson（1968）的理論，青少年面臨了自我統

合對角色混淆的危機時期，嘗試將自己的各個層面統合起來形成自我，而其

在發展自我的同時，會藉由追求認同作為其找尋自我的方式之一，因而其認

同的對象或尋求對自己認同的團體均會影響青少年的行為與價值觀念。此外 

，青少年時期，很多事情青少年期望能自己做主，有些青少年以打工的方式

取得經濟部分的獨立，有些青少年則以自己選擇友伴、穿著……等來表達自

己對獨立的渴望。 

  Bandura（1973）所發展的社會學習理論提出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與模仿（modeling）兩個概念加以說明。所謂觀察學習是指個體只

以旁觀者的身份觀察別人的行為表現，自己並不一定要實地參與活動，即可

獲得學習。模仿乃指個體在觀察學習時，向社會情境中某個人或團體行為學

習的歷程，模仿的對象稱為楷模（model）。強調社會情境中，個體的行為會

受到別人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Havighurst 的青少年發展任務認為不同的年齡階段，有不同的發展任務

內容，且多數的文化有相近的發展任務，其中，第二個任務為青少年與同年

齡的個體發展適當的人際關係：學習如何與異性相處、如何使用合宜的溝通

技巧，提升人際互動的知覺，對青少年而言，是此階段的重要發展課題（引

自劉玉玲，2005）。 

此外，張春興（1984）也指出青少年的社會行為在基本上有兩大特徵： 

1.人際關係重心轉變 

  在青少年期，影響個人行為最大的是同儕團體，父母師長的意見已經不

再像以前那麼樣重視了。 

  2.社會行為的團體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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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乃因青少年特別重視團體的接納與團體的支持，故而整個人的行為易

受同輩感染。 

    青少年的同儕關係發展特質為發展親密的同性友誼，及開始與異性發展

情誼，當他們邁入國中、高中階段時，所接觸團體的種類及數量便會增加（蔡

欣玲，2003）。 

   Dunphy 曾將青少年同儕團體的組織發展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第

一階段為聚眾前期（precrowd），大多是孤立的同性小黨，男女團體間相互

隔離，沒有交往。第二階段為聚眾性的團體，同性小團體開始有所往來，且

開始與異性交往。第三階段為聚眾性團體的過度時期，兩性間的領導階層份

子開始與異性個別交往，另外形成混合性的團體。第四階段為完全發展的聚

眾性團體（fully developed crowd），各個混合男女兩性的團體間，有著密切

的交往，也是男女交往較頻繁的階段。第五階段為聚眾瓦解期（disinte- 

gration），這時期聚眾性團體開始有分崩離析的傾向，混合性團體中，逐漸

有成雙成對的男女小團體出現，小團體間的組織因而渙散（引自劉玉玲，

2005）。從 Dunphy 的理論來看，青少年於第二階段聚眾性團體時期進一步

與異性團體交往，而後發展為男女交往頻繁，最後至同儕團體解散，青少年

的異性交往確實受同儕有某種程度影響。 

  總言之，青少年經由同儕間的互動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尋求自己認同的

團體，重視團體的意見。在異性交往上，同輩之間常會有討論、比較或羨慕

仿傚的情形，因而容易進一步影響到青少年的態度與行為。 

  綜上所述，青少年在生理發展上，由於內分泌的刺激，導致主性徵、副

性徵的成熟，身高與身體各部位的發育也迅速生長。在乎別人對自己的說

法、批評與判斷，很敏感。在情緒發展方面，青少年的情緒表達直接，較多

不愉快的情緒，情緒的爆發較久，情緒的表現也呈現兩極化之現象。而社會

發展方面，青少年面臨了自我統合對角色混淆的危機，藉由追求團體的認同

作為其找尋自我的方式之一，觀察或模仿別人的行為表現，而進一步影響其

價值觀念與行為。換句話說，青少年是由於生理發展的日趨成熟與尋求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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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支持，逐漸受同儕影響而對異性產生興趣，且與異性交往的情形也逐

漸增加。 

 

貳、高職學生的特色 

  高職學生與高中生雖然年紀相當，處於同一時期，但升學壓力或個人對

未來的規劃並不相同，高職學生可以根據個人意願選擇投考四技二專，也可

以選擇畢業後直接就業，高職學生對未來生涯的規劃具有多元的傾向。另一

方面，此一階段的青少年，正處於自我認同發展的時期，漸漸脫離對雙親的

依賴，脫離舊有的人際支持系統，尋求新認同，並且渴望獨立（蔡欣玲，

2003）。由於青少年生理與心理的快速成長，對異性開始產生興趣，同時也

受到異性吸引、自我探索或體驗兩性交往，以及與同儕間討論性的知識及態

度之情況將會顯著增加（黃德祥，1999），進而產生與異性單獨相處的慾望，

並有與異性約會的現象（賴保禎、周文欽、張鐸嚴、張德聰，1999），喜歡

參加團體活動，以豐富人際關係。根據林水見（2003）以其為高職教師的經

驗表示，有些學生的自我概念略顯不足，易因外在壓力或誘因而有偏差；在

兩性關係方面較為開放，有較多兩性問題的困擾。由於職業學校重視技能學

習以及其與職場的銜接，因此，學生可經由實習或工讀來了解自己的職業性

向並預作試探，不但可了解職業性向，滿足物質需求，學習金錢的規劃使用，

甚至於還可解決經濟困境，且高職學生打工的情形普遍，生活圈擴大，有較

多的機會認識朋友。再者，高職學生雖然不愛唸書，但比較講義氣、重感情，

因此，將同學的情誼看得很重，但高職學生缺乏自我了解，也缺少主見，因

而常常出現盲目的從眾行為，同儕如何做，自己也跟著做。林恭煌（1995）

在其「高職學生的特質」一文中針對高職學生的特色指出高職學生在同儕、

朋友方面，「義氣」與「同夥」的觀念往往會因認知層面的差距，極易受到

影響，常常為了使同儕、朋友接納自己而放棄自己的想法，甚至於在許多方

面都以能符合同儕團體為依歸。因此，父母師長以何種態度陪伴他們走過「少

年十五二十時」是重要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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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青少年的異性交往態度 

 

以往媒妁之言、先婚後識的時代已經過去，踏上紅毯之前必然有一段與

異性交往的前奏（李美枝，1988），繼而論及婚嫁。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

風氣逐漸開放，青少年多贊成結交異性朋友（洪賢明、彭仁雄，1992；周新

富，1999），且青少年結交異性朋友未必是為擇偶做準備，原因可能包括結

交異性朋友對自己而言是一種肯定、是同儕間的比較或炫耀、可以彼此聊天

相互支持、可尋找家中無法提供的關心與歸屬、受外在環境的引誘或模仿（修

慧蘭，1997）。因此，每個人結交異性朋友的動機不盡相同。當然，在與異

性交往的過程中，青少年有愉快的回憶，但也難免有困擾產生，本節藉由相

關文獻的研閱，探究異性交往態度的意義及其內涵，並做為研究架構與問卷

內容之參考。 

壹、異性交往態度的意義 
  有關異性交往態度的意義，以下分別從態度、異性交往態度等兩方面來

進行探討。 

一、態度 

Horrocks（1964）指出態度被認為是一個人價值的表達。 

辭海（1986）中對態度一詞的解釋是指言語動作的樣子、心理的主張。 

社會學辭典（1991）中認為態度是習得的，且可視為是價值或信仰較明

確的表達，也就是說態度乃來自將一般的價值施用於具體的對象或情境。態

度關係到正面或反面的想法，能以特定的和可預期的方式對相關之對象或情

境以一致的方式來行動的傾向。 

  張氏心理學辭典（2000）中認為態度是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的世界

所持有的一種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其組成的成分有三：認知性成分、情

感性成分、行動性成分三種。其次，態度必有其對象，態度的對象可為具體

的人事物，也可為抽象的觀念或思想。再者，態度有類化傾向，對某一單獨

對象持正面態度者，對同類對象也傾向持正面態度。最後，態度的形成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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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傳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有關，一般相信態度是學得的人格特質。 

  綜合以上所述，態度應指將一般的價值施用於具體的對象或情境，個體

對人、對事、對物能以特定的和可預期的方式對於相關之對象或情境以一致

的方式來行動的傾向，且態度涉及正面或反面的想法。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傳

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對個人會有某種程度的影響。 

二、異性交往態度 

就異性交往而言，根據朱敬先（1981）的看法，異性交往狹義的定義為

男女間在戀愛階段的往來；若採廣義的解釋則定義為男女兩性間的交往，包

括社交性、友誼性的交往及發展為戀愛階段，泛指青年男女在婚前與異性間

的往來；因由異性間廣泛的交往至戀愛階段之發展間，往往是漸進式的，或

不知不覺的，因此，很難嚴明劃分界線。 

McCabe（1984）認為異性交往是導致個人及社會成長的社會化手段、

與異性發展友誼的機會，並獲致親密的、配偶的選擇和尋求。曾文星與徐靜

（1991）指出所謂「交異性朋友」，是泛指與不同性別的朋友接觸來往，保

持尋常友誼關係。鄭淑子（1992）認為是男女兩性間的交往，包括社交性、

友誼性的交往及發展為求愛、戀愛階段，泛指青年男女婚前的往來。羅樊妮

（2004）則認為異性交往對青少年的意義不只是配偶尋找的過程，更重要的

是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教育性的學習過程；而青少年的異性交往在其學習

與成長過程中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換言之，異性交往態度應該是對異性交往所持有之正面或反面的想法。

異性交往可促進個人及社會成長、與異性發展友誼及教育性的學習過程，並

且可獲致親密的、配偶的尋求和選擇。 

貳、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的內涵 
  在異性交往的相關研究方面，由於本研究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探討其

對於異性交往的態度，因此，研究者篩選國內近二十餘年來與本研究高度相

關的研究，並摘要於表 2-2-1。從表 2-2-1 中可發現，有關異性交往態度的探

討，其研究主題包括有：戀愛經驗、親密關係的看法與態度、兩性互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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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與態度、對異性交友的態度與行為現況、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及行為

現況、約會過程中的態度、婚前性行為的看法、對外表的看法、對男友的期

待、期待異性的表現、異性交往經驗、對異性交往的看法、對異性交往中性

別角色的看法等，在相同概念的原則之下，本研究將對異性交友的態度與行

為現況、約會過程中的態度、對異性交往的看法、對異性交往中性別角色的

看法歸納為對異性交友的態度；將戀愛經驗、兩性互動方面之經驗與態度、

異性交往經驗歸納為兩性互動之經驗與態度；將親密關係的看法與態度、對

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及行為現況、婚前性行為的看法歸納為對婚前性行為的態

度；將對外表的看法歸納為對外表的看法；將對男友的期待、期待異性的表

現歸納為期待異性的表現。故總計分別歸納為對異性交友的態度、兩性互動

之經驗與態度、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對外表的看法、期待異性的表現等五

個主題，並進一步統計各主題在相關文獻中出現的頻率。 

  表 2-2-2 與異性交往相關的面向中可知其出現頻率，探討對婚前性行為

的態度、異性交往態度之中有關異性交往時機有八篇，男生主動女生被動、

異性交往目的與優點各六篇，約會的開銷有五篇，對外表的看法有四篇，公

開程度、兩性互動經驗與態度、期待異性的表現都各有三篇。整體而言，交

往時機以及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受到較大的關注，幾乎所有的研究都加以探

討，其次為主動性、異性交往目的與優點，最後為公開程度、兩性互動經驗

與態度、期待異性的表現。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異性交往態度中的異性交往時機及對婚前性行為

的態度受到最多的關注，其次是主動性、異性交往目的與優點、約會的開銷，

而在異性交往的「公開程度」方面，雖然未受到多數研究者所關注，但由於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行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定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因此，青少年與異性

的交往和學習越來越受重視，其是否因此而認為與異性間的交往並不需要刻

意隱瞞，值得一探究竟。故本研究以「對異性交友的態度」中之異性交往的

時機、約會的開銷、男生主動女生被動、異性交往的公開程度以及對婚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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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相關研究中的異性交往態度研究主題 

作 者  年代       題    目               研 究 主 題 
朱敬先   1981     大學生異性交友態度調查研     大學生異性交友態度問卷 41 

究                            題 
鄭淑子   1992     大學生的性別角色取向、        異性交往態度 4 題。        

道德雙重標準和異性交往                                  
態度之研究                                              

洪賢明     1992     國中學生異性交往之調查        異性交往態度 20 題。 
彭仁雄              研究 
吳鴻發    1994     高職兩性關係態度與行為        異性交往態度 15 題、        

調查研究                      異性交往行為尺度 4 題。      
楊雅雯    1994     家庭類型、父母管教方式對      只提及是一般異性交友行為 

青少年的個人適應、社會適      題目 12 題，包括初次交友年 
應及異性交友行為影響的比      齡、異性交友目的、異性交友 
較研究－生親與單親家庭之      原因、談話話題、約會時的活 
比較                          動、有困難時找誰、期望父母 

                                                  的態度（贊成與否）。 
劉玲君     1996     高職學生對親密關係的態度與    親密關係的看法與態度 5 題、 

看法                          異性交友態度 4 題、異性交友 
                                                  狀況 3 題、親密關係之態度 2 
                                                  題。                      
陳貞夙  1997  青少年對於兩性互動的態度與    兩性互動方面之經驗與態度 

看法研究                      8 題。 
李育忠     2000     父母婚姻關係、親子互動對高    對異性交友的態度與行為現  

中職子女異性交往之相關研究    況 14 題。對婚前性行為的  
－台東地區單、雙親家庭之比較  態度及行為現況 28 題。     

潘婉茹     2000     母親性別教養態度與高職女生    約會過程中的態度 8 題、婚  
性別特質、異性交往態度之相    前性行為的看法 4 題。對外  
關研究                        表的看法 4 題、對男友的期 

待 5 題。                 
柯澍馨     2001     大學生親子溝通、同儕互動與    同儕互動 28 題、性行為 24  
李文懿              性行為關係之研究              題。                     

羅樊妮     2004     父母管教方式、異性交往之親    約會過程中的態度 7 題、對  
子溝通與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    婚前性行為的看法 6 題。對  
之相關研究                    外表的看法 4 題、期待異性  

的表現 9 題。        
吳思霈     2004     高中生異性交往之研究－以桃    異性交往經驗 1 題、異性交往 

園地區為例                    後對課業的表現情形 5 題。對 
異性交往的看法 6 題、對異性 
交往中性別角色的看法 12 題  
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 12 題。  

林素戎   2005  大學生異性交往之南投縣地區高 對性行為及愛滋病的態度 12  
中職學生的性知識、態度與行為 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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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態度為關切的焦點。根據文獻，有關異性交往態度面向的敘述如下： 

一、交往時機 

  過去青少年結交男女朋友是偷偷摸摸地，現在的青少年比較獨立，想法

比較多而自主（廖之韻，2004），並且將異性交往視為是一種社會互動（朱

敬先，1981；彭懷真，1999），互動過程中涉及異性交往的時機、動機與機

會。究竟高職學生的看法為何？ 

  在異性交往時機方面，相關研究表示，有半數以上的高職學生認為高職

生可以結交異性朋友，且此一看法隨年級之升高而遞增（吳鴻發，1994；劉

玲君，1996）。而吳思霈（2004）的研究則發現，青少年中期的青少年認為

現在應該是努力用功的時候，不適合談戀愛，持中立意見者達半數，不同意

者則有 22.4%。除此之外，同屬青少年時期不同階段的青少年，其對交往時

機的看法究竟為何？研究顯示，青少年早期的青少年有半數認為青少年早期

適合交男女朋友，年級愈高愈覺得適合交異性朋友（洪賢明、彭仁雄，1992；

周新富，1999）。Growen, Feldmen, Diaz, & Yisrael（2004）對 9 年級的女孩

調查後發現有 62%的學生有男朋友。另外，也有研究指出青少年晚期的青少

年認為結交異性朋友的適當時間宜始於大一，其次為大二（朱敬先，1981）。

至於男性最適合與異性交往的年齡是約 19-23 歲的大學階段者有 68.10%，其

次是 16-18 歲高中階段者有 19.30%；而認為女性最適合與異性交往的年齡是

約 19-23 歲的大學階段者有 66.30%，其次是 16 至 18 歲高中階段者有 21.70%

（柯澍馨、李文懿，2001）。這顯示出隨著時代的變遷，異性交友的途徑已

較為暢通（李育忠，2000），而且許多青少年並不反對高中職階段結交異性

朋友，同時青少年也會為自己安排交友活動且發展為異性朋友間的關係。由

於有關高職學生對於高中職階段是否適合結交異性朋友的相關文獻極少，因

此，研究者欲針對高職學生對於交往時機的看法作相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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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與異性交往相關的面向 

朱  鄭 洪彭 吳 劉 陳 周 李 潘 柯李 羅 吳  楊  林 

敬  淑 賢仁 鴻 玲 貞 新 育 婉 澍文 樊 思  雅  素 

                  先  子 明雄 發 君 夙 富 忠 茹 馨懿  妮 霈  雯  戎 

對異性交友態度                                                                                            

 交往時機               ○          ○     ○    ○         ○    ○          ○           ○            

 約會開銷             ○          ○                                  ○           ○    ○            

 主動性                 ○    ○           ○                           ○           ○    ○            

 公開程度                                                         ○                       ○   ○       

 異性交往目的與優點   ○       ○     ○                     ○                 ○         ○       

兩性互動經驗與態度                                ○    ○                                  ○            

婚前性行為態度                                    ○    ○         ○    ○    ○     ○    ○        ○  

對外表看法               ○                             ○               ○           ○                  

期待異性的表現           ○                                              ○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二、約會開銷 

  在異性交往的過程中，傳統上男生為了博得女友歡心，經常會支付各項

開銷以迎合女友，因而有「男女約會時，付帳是男生的事」之刻板印象。然

不同階段的青少年對於約會的各項支出應該由誰付的看法是否不同？根據

潘婉茹（2000）對高職女生的研究發現，認為「反正出去玩，誰有錢誰就先

付」的有 50%，認為「應該各付各的」有 16.6%。吳思霈（2004）對高中生

的研究顯示，男生同意「男女約會時付帳是男生的事」的有 32%，不同意的

有 51.6%，持中立意見的則為 36.0%；女生同意「男女約會時付帳是男生的

事」的有 28%，不同意的有 68.6%，持中立意見的則為 21.2%，顯示認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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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約會時付帳是男生的事」的男女學生比例並不高。 

此外，朱敬先（1981）的研究指出，大學生接近一致的認為應由雙方共

同負擔（92.92%）。洪賢明、彭仁雄（1992）的研究也表示，有 66.4%的國

中生認為應由男女共同平均分擔，只有 28.4%的學生認為應該由男方負擔。 

  由於探討有關約會開銷的相關文獻極少，而且此一研究主題於近年來才

受到矚目，究竟對經濟尚未獨立的青少年而言，約會的開銷到底該由誰來支

付？本研究欲針對高職學生對約會開銷的看法作一探究。 

 

三、主動性 

有關交往過程中男方是否應主動，女生是否應被動？朱敬先（1981）的

研究顯示，約有九成的學生贊成女方宜稍加鼓勵暗示或男女皆可主動，但女

生則較贊成男生主動，女生被動。洪賢明、彭仁雄（1992）的研究則指出，

認為男女之間的交往贊成是男生主動的有 58%，女生主動的有 28.8%。 

而鄭淑子（1992）的研究發現，認為「約會時男方應處於主導地位」的

男生有 10.7%，女生有 33.1%；不認為約會時男方應處於主導地位的男生有

55.1%，女生有 31.3%。吳鴻發（1994）的研究也表示，高職男生同意女生

可以主動的有 67%，女生有 41.4%。此外，尚有研究顯示半數以上的受試者

不同意約會時，男生應該要主動，而女生應被動些（李美枝，1988；潘婉茹，

2000；羅樊妮，2004；吳思霈，2004）。 

可見相關研究並不一致，其中包括女生比男生保守且居於被動的地位；

但也有學者研究發現青少年認為在異性交往的過程中，應該是不分男生或女

生誰主動，誰被動。這顯示男女生在異性交往時約會的邀約上，關於誰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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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被動的看法是見仁見智。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有關高職學生對於異性交往

的主被動看法為何？ 

 

四、公開程度 

由於過去父母師長反對青少年結交男女朋友，青少年因而採取暗地進行

的方式（廖之韻，2004），因此，情感上較為壓抑。至於近年來的青少年究

竟如何？根據朱敬先（1981）的研究指出，在公開程度方面，主張大方公開

的男女最多。 

楊雅雯（1994）對國中學生的研究發現，父母管教態度是專制權威的受

試者中，有 50.0%不願意讓父母親知道自己結交異性朋友；父母管教態度是

寬鬆放任的受試者中，有 57.1%不願意讓父母親知道自己結交異性朋友；父

母管教態度是開明權威的受試者有 61.6%願意讓父母親知道自己結交異性

朋友；父母管教態度是忽視冷漠的受試者有 54.5%覺得無所謂。 

李育忠（2000）的研究顯示，有 87.2%的高中職學生願意讓他人知道自

己有要好的異性朋友。 

吳思霈（2004）的研究也指出，高中生認為異性交友是件自然的事，無

需壓抑的受試者整體計算有 83.6%，其中，男生有 81.1%，女生有 83.2%。 

足見在今日社會風氣改變，兩性互動過程頻繁的過程中，青少年對於自

己結交異性朋友已多半不再壓抑，這也許與父母管教態度有關，也許另有其

他因素尚待探討。 

 

五、婚前性行為 

 23



  國外有研究指出性交行為愈延遲，個體的行為就愈成熟（Dittus, Jaccard, 

& Gordon, 1997），因而先了解青少年的性態度，特別是對婚前性行為及性別

角色的態度或許可以幫助研究者了解青少年對婚前性行為作決定的情形，進

而有效預防不良性問題的產生（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系，1998）。此

外，國外的研究發現，約會時的情境會促進青少年的婚前性行為（Yoon, 

2004），而本研究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乃是指高職學生在異性交往期間，對

於有關婚前性行為規範的看法。 

根據朱敬先（1981）的研究發現，贊成婚前性行為是可以接納的男生有

17.97%，女生有 2.57%；反對的男生有 48.37%，女生有 82.24%。 

多年後，吳鴻發（1994）的研究指出，高職生認為「只要真心相愛，我

同意發生婚前性行為」的男生有 26.3%，女生有 9.6%。魏慧美（1998）調查

高中職學生，認為「若未婚男女感情很好，可以發生婚前性交行為」的公立

高職學生有 40.3%，私立高職學生有 38.3%，男生有 62%，女生有 31.9%。

周新富（1999）的調查發現，國中生認為有條件贊成婚前性行為的有 49.6%，

其中以三年級贊成婚前性行為人數最多。李育忠（2000）的調查顯示，不同

意婚前性交行為是不道德的有 69.7%，認為婚前性交行為可讓男女雙方的生

理需要獲得滿足的受試者有 64.0%，然而認為婚前性行為對日後的婚姻生活

有負面影響的卻又高達 47.6%。柯澍馨、李文懿（2001）的研究指出，大學

生的婚前性交行為有逐年增高的趨勢。吳思霈（2004）的研究發現，不同意

婚前性交行為會讓人覺得自己是個隨便的人有 35.5%，認為能接受異性朋友

曾和別人有過婚前性交行為的受試者有 21.6%，持中立意見者有 40.2%。 

可見，時下一般人對性的態度較以前公開、誠實與容忍（文榮光，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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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矛盾的是能接受自己的異性朋友曾經與他人有婚前性行為者卻是有限，並

且認為婚前性行為難免會影響婚後的婚姻生活，這顯示青少年的行為開放，

觀念保守，值得家長與相關單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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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青少年的同儕關係 

 

  由於高職學生正處於青少年階段，而青少年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同儕

關係的發展，且頗具重要性，影響日後的人際適應以及社會能力。針對青少

年的同儕關係，本節首先探討同儕關係的意義，其次分別是同儕關係對青少

年的重要性、同儕關係的內涵以及青少年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與同儕

關係加以說明。 

 

壹、同儕關係的意義 
  在探討同儕關係之前，以下先對同儕的意義加以探究。有關同儕的意

義，相關的界定並不一致，辭海（1986）中對同儕一辭的解釋是指同輩的人。

Ladd（1989）認為同儕是指兒童年齡或發展層次相似的人。韋氏字典對同儕

所下的定義是與別人有相同立足點的人。發展心理學家認為同儕是「同等地

位」，或至少在目前以相似的行為複雜程度運作的個體（林翠湄譯，1995）。

李文懿（1997）將同儕定義為一群年齡相近的人，彼此以立足點平等的互動

方式，提供情緒上的滿足，進而共同分享互相的價值、經驗與生活風格。

Santrock（1988）與 Steinberg（1995）指出同儕就是指年齡相近，學習階段

相似的他人，也是相同成熟水準的人（黃德祥，2000）。林世欣（2000）認

為同儕是指年齡相近、相似行為的個體，並具有親密度、忠誠感、平等交往

關係等特色。李世昌（2000）指出同儕是指年齡相近、且能彼此分享價值觀、

經驗和生活方式的群體。邱招婷（2002）則認為同儕是指年齡相近的人，自

由組合的團體，具有交往密切的關係，有共同認定的行為標準與價值觀，而

且團體能滿足成員的歸屬感。 

  綜合上述學者對同儕所下的定義，大多數的研究者仍以年齡為考量的依

據。研究者認為同儕應是指年齡、學習階段相近、成熟水準相似的人，但是

不同的同儕團體有不同的行為標準、價值觀、經驗與生活方式，且團體能滿

足其成員，讓其成員有歸屬感。 

 26



 

  在了解同儕的意義之後，將進一步對「同儕關係」加以說明： 

  Lair（1984）指出同儕關係是個人發展與社會化的基本關係，是人際關

係的一種。馬藹屏（1987）認為同儕關係又稱為「社會關係」或「友伴關係」

等等。邱招婷（2002）認為同儕關係乃指年齡相近的人，具有交往密切的關

係，有共同認定的行為標準與價值觀，是個人發展與社會化的基本關係，又

稱「社會關係」或「友伴關係」。 

  由於青少年加入他所嚮往的同儕團體，可以得到同儕所帶來的陪伴感，

透過團體同儕結黨的力量、群體心態的鼓勵，而形成一股增強的力量（王萌

光，2004）。因此，研究者認為同儕關係是指年齡、學習階段相近、成熟水

準相似的人，彼此往來密切，但同儕團體之中有其所屬的行為標準、價值觀、

經驗與生活方式且會相互影響，相互滿足。 

 

貳、同儕關係對青少年的重要性 

  雖然青少年脫離了兒童期團體，但在成人社會中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位

置，處於此一社會地位不穩定的過渡期中，青少年的同儕團體恰巧具有填補

此空缺的作用（王釋逸，1997），因此，同儕對青少年而言自有其重要性。 

  Coleman（1985）認為青少年在面對生理發展急速變化，且處於多變的

社會及多樣的情緒狀態下，迫使青少年必須因應新的及未知的經驗，當不確

定感與自我懷疑漸增時，極需他人支持，同儕即扮演重要的角色。Lair（1984）

指出健康的同儕人際關係是人類發展的必備條件，生活在社會不斷發展中的

兒童與青少年，學習發展有效的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開放競

爭的社會下，社會地位的獲得唯有靠自己不斷的努力，父母對子女未來社會

地位的獲得無法予以保證，加上父母與青少年子女相處的時間日益減少，使

得同儕對青少年更格外重要（王柏壽，1984）。 

  馬藹屏（1987）表示以國中生來說，目前的學校教育以班級為單位，個

人進入學校到離開這一段時間，一直生活於班級團體中，同儕關係的良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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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其重要性不可言喻。邱招婷（2002）也指出青少年階段，其心理不確定

感漸增，非常需要他人的支持，而同儕間的關係即扮演重要的角色，往往比

父母、兄弟姊妹或其他團體來得重要；另一方面同儕團體間的人際關係，對

學生身心發展有相當的影響，因此，同儕團體在青少年中扮演重要地位。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同儕對青少年的重要性乃在於青少年生活所及僅

止於家庭與學校，缺乏社會經驗，同時，青少年在學校與同儕相處的時間較

父母手足為長，因此，不論良好或不良的人際互動都會對青少年的身心產生

影響，包括與異性間的互動或甚而進一步與異性交往，故同儕之間學習發展

有效的人際關係以獲得社會支持及心理上的歸屬感是青少年階段重要的課

題之一。 

 

參、同儕關係的內涵 

  在同儕關係的相關研究方面，研究者篩選國內近二十餘年來與本研究高

度相關之研究，並摘要於表 2-3-1。從表 2-3-1 國內相關研究中與同儕關係有

關的研究主題可發現，針對同儕關係的探討包括有：相互影響、友伴關係、

友誼、受歡迎程度和團體地位、受歡迎程度、認同、模仿、同儕互動、同儕

相處情況、同儕共同活動、被人喜愛、喜愛別人、社交技巧、社交焦慮。可

歸納為相互影響、友伴或友誼、受歡迎程度、認同、模仿、同儕互動、同儕

相處情況、同儕共同活動、被人喜愛、喜愛別人、社交技巧、社交焦慮等等

幾個主題，並進一步統計各主題在相關文獻中出現的頻率。 

而表 2-3-2 同儕關係面向中可知其出現頻率，探討友伴或友誼有三篇，

受歡迎程度、模仿、同儕相處情況、同儕共同活動、社交焦慮各有二篇，相

互影響、認同、同儕互動、被人喜愛、喜愛別人、社交技巧各有一篇。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友伴或友誼受到最多的關注，其次是受歡迎程

度、模仿、同儕相處情況、同儕共同活動、社交焦慮，最後為相互影響、認

同、同儕互動、被人喜愛、喜愛別人與社交技巧。由於同儕間的友誼是指個

體與其所屬之同儕成員有緊密的、相互的關係，並且是具有親密性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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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換句話說，友誼就是指較親密的同儕，即好朋友之間的關係，有別於一

般同儕；相互影響是指個體對事物的想法會被同儕所增強或削弱；受歡迎程

度則指青少年是否受歡迎；認同與模仿則是指青少年的舉止與同儕有直接或

間接的類似，希望能得到所屬團體的認同；同儕互動則廣泛包含與同學相處

時的信任程度以及是否受歡迎；至於同儕相處情況指同儕間的信任與親密程

度；同儕共同活動是指好朋友間所共同從事的活動；被人喜愛、喜愛別人則

涉及是否能接納他人；此外，社交技巧指個體在社會情境中與人交往時能利

用被社會接受與肯定的方式與人互動，並能使自己、他人或相互間獲益的能

力；社交焦慮則涉及青少年對人際交往或社會情境的擔憂程度。因此，同儕

關係的內涵包括相互影響、友誼友伴、受歡迎程度、認同、模仿、同儕互動、

同儕相處情況、同儕共同活動、被人喜愛與喜愛別人、社交技巧以及社交焦

慮。本研究認為在相同概念的原則之下，將相互影響、友誼友伴歸納於相互

影響之中，由於青少年與同儕間的接觸相當頻繁，尋求同儕的認可，在言行

上會固守其所屬團體的規範，然過去卻為研究者所忽略，值得一探究竟，且

青少年會因為彼此友誼的緊密、親密與分享而相互影響，例如被增強或削

弱，故「友誼影響」的重要性不可忽視。至於較受歡迎的同儕則因為被認同

而成為青少年模仿的對象，青少年希望能被團體所接納，此一被模仿的對象

稱為楷模，是觀察學習中模仿的概念，因此，同時將之歸於「相互模仿」一

類，本研究認為在探討同儕關係的同時，同儕間的模仿行為也是探究的重

點。除此之外，同儕在互動、相處時的高度信任感與高親密程度也必然會促

使親密同儕間有某些共同活動，因而合併在「共同活動」之中，本研究認為

可以從青少年與同儕間所共同從事的活動裡，得知其對於青少年異性交往態

度的影響情形。因此，本研究以「友誼影響」、「相互模仿」以及「共同活動」

為關切焦點，探究青少年的同儕對其異性交往態度之影響。根據文獻，有關

同儕關係面向的敘述如下： 

一、友誼影響 

  根據吳鴻發（1994）對高職學生異性交往的調查發現，以同學朋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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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為 65.67%，佔最多數。Muuss & Porton (1999)指出，同儕可提供青少年

價值上的回饋；而青少年的態度和行為不但會影響到同儕朋友們，同時也受

同儕朋友所影響。另外，Maxwell（2002）也曾經表示，同儕影響與友誼的

選擇會影響青少年，同時，友誼的型態更決定了影響的程度。 

  國內的研究顯示，有關友誼面向的同儕關係，在青少年早期，女生較男

生更易受影響（林世欣，2000）。而邱招婷（2002）的研究也顯示，不同性

別的國中青少年在友誼層面上有顯著差異。可知，青少年的價值、態度、行

為受友誼影響普遍獲得認同，因此，可發揮同儕影響力，導引其積極向上的

意志。 

 

二、相互模仿 

  青少年在同儕團體中，常有模仿他人活動的行為，經由學習的歷程，學

習到行為的方式，並由同儕們的回饋得以修正自己的行為（劉玉玲，2002）。

當然，青少年會選擇和自己相像的人做朋友，並且互相給予支持，此種對支

持的需求也使青少年經常模仿彼此的行為（劉玉玲，2005）。在模仿面向的

同儕關係上，曾有研究指出，在青少年早期，女生較男生更傾向於會彼此相

模仿（林世欣，2000）。然而邱招婷（2002）的研究顯示，不同性別的國中

青少年在受歡迎程度、被認同、被模仿的層面並沒有顯著差異。足見相關研

究結果不盡相同，究竟青少年在價值、態度或行為方面，其相互模仿的情形

為何？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 

 

三、共同活動 

  在共同活動方面，青少年透過互動而建立起同儕關係，經由相處的經驗

找尋到有共同喜好的同伴。研究指出，同儕團體平時所從事的活動，在這些

同儕的態度上也會有某種傾向（張麗鵑，2003；吳雅雯 2004）。也就是說，

青少年在社交活動、嗜好或休閒活動等的選擇上會傾向於與同儕類似或做相

同的選擇，同時，這也表示青少年間情誼良好。李文懿（1997）對大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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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大學生與同儕間的互動狀況傾向於良好。倘若能在青少年時期有

良好的同儕互動，日後也較能順利地適應成人生活。 

 

表 2-3-1 國內相關研究中與同儕關係有關的研究主題 

作 者  年代       題    目                研 究 主 題 

李文懿   1997  台北市大學生親子溝通、同僚互  相互影響 7 題、友伴關係 8 

          動與性知識、性態度及性行為關  題、受歡迎程度和團體地位 

          係之研究            8 題、模仿 6 題。         

林世欣   2000  國中學生自我概念與同儕關係之  友誼 10 題、社交技巧 10 題、 

          研究              社交焦慮 10 題、模仿 12 題 

柯澍馨      2001    大學生親子溝通、同儕互動與      同儕互動 28 題。          

李文懿              性行為關係之研究                                         

施玉鵬   2002  出生序、父母管教方式對國小高  被人喜愛 7 題、喜愛別人 4 

          年級學生自我概念、同儕關係、  題。 

          社會興趣之關係研究 

邱招婷   2002  國民中學青少年次級文化、同儕  友誼 7 題、社交焦慮 8 題、 

          關係與生活適應相關之研究    認同 7 題、受歡迎程度 8 題 

張麗鵑    2003  媒體閱聽、同儕關係與少年偏差  同儕相處情況 9 題、同儕共 

          行為相關性之研究－以南投地區  同活動 22 題。 

          為例               

吳雅雯   2004  台南縣高中職學生知覺父母婚姻  同儕相處情況 9 題、同儕共 

          衝突、親子關係、同儕互動對其  同活動 24 題。            

          性態度之影響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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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同儕關係面向 
  

      研究者      李 林 柯李 施 邱 張 吳 
文 世 澍文 玉 招 麗 雅 

內涵           懿 欣 馨懿 鵬 婷 鵑 雯 

相互影響          ○               

友伴、友誼         ○ ○      ○ 

受歡迎程度和團體地位    ○        ○      

認同                     ○ 

模仿            ○ ○             

同儕互動               ○           

同儕相處情況                   ○ ○  

同儕共同活動                   ○ ○  

被人喜愛                 ○        

喜愛別人                 ○        

社交技巧            ○             

社交焦慮            ○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肆、青少年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與同儕關係 

  在青少年時期，青少年與同儕相處的時間會隨著年齡而逐漸增加，並且

年齡較大的青少年與年齡較輕的青少年有明顯的不同（Fallon, & Bowles, 

1997）。國外的研究顯示 7~8 年級的學生比 6 年級的學生對友誼有較高的期

待（Han, & Chadsey, 2004）。故同儕關係良好與否對青少年而言至為重要。

由於在此一階段，青少年生理上逐漸成熟而產生不同的心理需求，因此，在

人際交往上開始有了性別差異，尤其受同性別同儕團體社會化的影響較為明

顯（Hibbard & Buhrmester, 1998）。到了青少年中期，男生重視互動模式的類

似或能否與自己共同活動，女生則重視心理性格上的相似性；到了青少年晚

期則不分男女又開始重視對方外表特徵（黃牧仁譯，1999）。此外，Steen, 

Kachorek, & Peterson（2003）指出，青少年從父母身上學習愛人與被愛，這

影響了青少年的同儕關係。因而青少年的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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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狀況等家庭因素是否也影響其同儕關係？亦成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課

題。本研究將之歸納為個人背景因素與家庭因素兩部分，以下將針對高職學

生的個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來進行探討。 

一、個人背景因素與同儕關係 

  有關青少年的個人背景因素與同儕關係方面，以下分別對性別、年級作

探討： 

  1.性別： 

  究竟「性別」會不會影響同儕間之互動狀況？研究顯示，「性別」並不

會影響同儕間之互動狀況（李文懿，1997）。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在同儕互

動、客觀同儕接納等同儕關係方面，女生優於男生（林世欣，2000；羅聿廷，

2002；戴淑梅，2005）。可知，相關研究並不一致，故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

「性別」與同儕間的關係。 

  2.年級： 

  究竟「年級」會不會影響同儕間之互動狀況？研究顯示，「年級」並不

會影響同儕間之互動狀況（李文懿，1997）。而葉憶如（2004）的研究也指

出，高職單親的學生其同儕人際關係不因「年級」不同而有所差異。但是，

另有研究卻表示，不同「年級」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異，年級高者其同儕

關係優於年級低者（林世欣，2000；何明芬，2001；羅聿廷，2002）。 

  此外，國外的研究也發現，在青少年時期，青少年對反社會同儕的接受

度會隨年齡而增加（Kiesner. & Pastore, 2005）。換句話說，具反社會行為傾

向的青少年，其同儕關係會隨著年齡的增加而漸好。 

  從上述可發現，相關研究結果不盡相同，青少年的同儕關係可能與其人

際經驗有關，因此，本研究欲對「年級」與同儕間的關係作相關探究。 

 

二、家庭因素與同儕關係 

  有關青少年的家庭因素與同儕關係方面，以下分別對青少年的家庭類

型、父母婚姻關係、家庭社經地位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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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庭類型： 

蕭舒云（1997）的研究顯示單親家庭國中生的同儕人際關係及雙親家庭

人際關係並無顯著差異。 

  2.父母婚姻關係： 

根據研究顯示，無論是在青少年早期或晚期，父母的婚姻關係愈和諧，

則青少年的同儕關係愈佳（陳一惠，1997；李文懿，1997）。同時，研究也

指出知覺雙親衝突與人際關係具有負相關。也就是說，雙親衝突愈激烈，其

人際關係愈差（何明芬，2001）。 

3.家庭社經地位：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相關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與同儕人際關係有

相關。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則同儕關係愈佳（鄭秋紅，1993；郭至豪，1996；

林世欣，2000）。由於本研究的家庭社經地位是由教育與職業加權後兩數合

計，因此，研究者發現在父母教育程度方面，有研究顯示，「父母教育程度」

不會影響大學生與同儕間的互動狀況（李文懿，1997）。此外，亦有研究表

示，「家庭社經地位」不同，同儕關係並無顯著差異；父親學歷不同，其同

儕關係並無顯著差異（邱招婷，2002）。葉憶如（2004）的研究也發現，高

職單親的學生其同儕人際關係不因「家庭社經地位」不同而有所差異。 

  但是，Dekovic（1999）表示，家庭因素較無法預測青少年的問題行為，

青少年與同儕的關係是他們顯示叛逆行為最強的危機因素之一。也就是說，

青少年的叛逆行為反而與同儕有較強的連結。 

  綜上所述，有關影響同儕關係的家庭因素，相關研究結果並不完全一

致。也許是因為青少年所處的環境不同，也許是因為研究對象不同而導致不

一致。因此，家庭因素對青少年同儕關係的影響究竟如何為研究者所關切。 

 

 

 

 

 34



第四節 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的相關因素分析 

 

  青少年身處於不同的環境而與周遭的人、事、物有著不同的互動，在異

性交往的過程中，不免受到家庭、學校等影響（李育忠，2000）。研究指出

影響高中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的因素有許多，以性別而言，男生較女生開放

（Dusek,1987；劉玲君，1996；羅樊妮，2004；吳思霈，2004），故不同性

別其異性交往態度不同。而青少年所就讀的高中或高職也會影響其異性交往

態度（陳俐君，2002；吳雅雯，2004），因為升學壓力或校風並不相同。至

於所就讀的年級是否有影響，則無定論，但研究者認為隨著年級的增加，人

際間的互動經驗也隨之豐富，因而影響其異性交往態度，故列為變項之一。

此外，有關青少年的異性交往經驗，相關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但研究者認

為有異性交往經驗者可能趨向開放，無異性交往經驗者可能趨向保守，故也

會影響青少年的異性交往態度。綜合前述，研究者將之歸納為影響青少年異

性交往態度的個人背景因素。 

  再者，子女平日觀察到父母間的相處模式，會將其對父母婚姻關係的體

認，經由認知過程而影響其異性交往態度（李育忠，2000）。至於有關家庭

社經地位方面，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為愈高，則子女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

愈開放（陳貞夙，1999；羅樊妮，2004）。而父母教育程度高的子女較少有

性經驗（Thornton & Camburn, 1987），但也有研究顯示青少年的異性交往態

度不因父母的教育程度而有差異存在（秦玉梅，1987；李文懿，1997；魏慧

美，1998）；至於父母職業狀況則對子女的異性交往態度有部分影響力（羅

樊妮，2004），可見有關家庭社經地位方面的影響因素為何並無定論。歸納

以上所言，研究者將父母婚姻關係以及家庭社經地位歸納為影響青少年異性

交往態度的家庭因素，故而列為本研究的變項之一。 

 

有關影響高職學生「異性交往態度」之相關因素中，本節將其歸納為個

人背景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同儕關係三部分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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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人背景因素 

  有關影響異性交往態度的個人背景因素，本研究試圖從性別、校別、年

級與異性交往經驗等四方面來探討。 

一、性別 

  到底高中職階段是否適合結交異性朋友？吳鴻發（1994）研究高職生的

結果指出，男生有 87.6%，女生有 72.6%認為高職生可交異性朋友，顯示出

男生較女生為開放。 

而在異性交往認識方面，朱敬先（1981）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男生認

為各種方式都可以，女生則認為共同參加團體活動最好；在交友機會方面，

兩性都認為不強求也不逃避，但男生主動，女生慎重；在溝通程度方面，男

女都主張適度坦誠；在行為的親密程度方面，雖多數人贊成順其自然，不必

抑制，可適度接近，但女生較謹慎保守，男生較自由開放。Dusek（1987）

研究也顯示，男性青少年傾向於比女性青少年更開放。此外，羅樊妮（2004）

的研究顯示，青少年在異性交往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態度與期待男女朋友表現

的態度均趨向兩性平等。吳思霈（2004）的研究則發現高中男生對異性交往

的看法比高中女生積極、正向；高中男生對異性交往中性別角色的看法較高

中女生保守。由此可見，高中職學生的異性交往態度會因性別的不同而有差

異，而且是男生開放，女生較為保守。 

  在婚前性行為態度上，黃國彥（1982）的研究指出，我國男青年比女青

年有更開放的態度，且愈深程度的行為，男女間的態度差別愈大。劉玲君

（1996）對高職生的研究中發現有 87.9%的男生與 78.2%的女生贊成青少年

結交異性朋友，但是交往過程中是否可發生性關係時，35.7%的男生認為絕

對不可以，68.4%的女生認為絕對不可以。Jacque-line & Stan（1996）對中學

生的研究發現，女生較少來自於同儕性方面的壓力，且願意支持要等待；男

生則多成為同儕壓力的參與者，且相信婚前可以有性的經驗。李育忠（2000）

對高中職學生所做的研究發現，女生較常主動告知父母異性交友的情形，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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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結交異性朋友的態度及婚前性行為態度與行為現況均較女生開放。此外，

研究亦表示無論是青少年中期或晚期，男生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均較女生為

開放（柯澍馨、李文懿，2001；吳思霈，2004）。可見關於婚前性行為態度，

相關研究均表示男生較女生開放，然而在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廣實施之下，是

否有所改變成為本研究關切的焦點。 

 

二、校別 

魏慧美（1998）對高雄市公私立高中職男女學生所做的調查中發現，在

「婚前性行為的避免」方面，呈現出私立高職比公立高職保守。而在婚前性

行為態度上，陳俐君（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學校別的學生在婚前性

行為態度上的確有顯著差異。吳雅雯（2004）的研究則發現，公立高職較私

立高職略為開放。在國外也有學者將公私立學校做比較，發現在婚前性行為

態度與行為上，私立學校學生比公立學校學生受到更多的限制，在情感的層

面上，私立學校學生比公立學校學生有較高的渴望（McCabe, 1984）。從上

述可發現，相關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造成開放與保守的因素是否因學校管

理、學生素質、升學壓力或升學期待與過去不同等等亦是值得探討的方向之

一。 

 

三、年級 

就處於青少年早期的國中生而言，張增治（1999）的研究指出就讀高年

級的國中生較低年級的國中生婚前性行為態度開放。周新富（1999）的研究

也發現，有 54.9%的國中生想交異性朋友，且年級愈高比率也愈大，贊成婚

前性行為的年級也以三年級最多。江過（2002）對國中生研究的結果發現，

整體性態度方面，各年級平均得分會隨年級之增加而提高，且有顯著差異，

而與賴秋絨、劉波兒、郭獻文（1999）的研究結果一致。這些結果顯示出國

中生贊成婚前性行為的年級是會隨年級的增加而有差異。 

  但在高中職生方面，黃定妹（1992）的研究結果卻發現，高一與高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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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差異並不顯著。其他的研究結果也指出，不同年級的學生其婚前性行為

態度並無顯著差異（簡維政，1992；陳俐君，2002）。此外，青少年普遍能

認知婚前性行為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但卻不反對，也不認為自己能承擔其

後果，整體而言，高中職階段的青少年對婚前性行為態度較為中立。 

但是，李美枝（1988）的研究表示，就男生本身而言，婚前性行為的容

許度，會隨著年級而增加。吳鴻發（1994）對高職學生研究的結果指出，高

職生結交異性朋友的情形會隨年級增加而遞增，目前有固定異性朋友的男女

學生亦隨其年級的增加而遞增。 

  而國外的研究顯示，年齡較大的男女青少年都相信如果彼此已經訂婚或

彼此情緒上能堅定互賴，那發生性交行為是可被允許的；但是男女青少年也

都相信彼此關係的品質是比性交行為更重要的因素（Dusek, 1987）。此外，

另有研究指出，約會時，12 年級的學生較有行為自主權，且 12 年級的學生

又比 10 年級的學生較具有行為自主權（Dowdy & Kliewer, 1998）。同時，高

年級的學生也有較多異性交往關係（Connolly, Craig, Goldberg, & Pepler, 

1999）。 

綜合而言，相關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今日的青少年在性方面比起上一

代自由得多，在性道德變遷趨向開放的同時，高中生具有較成熟而穩定的自

我認同（文榮光，1983），相較於國中生則仍處於身心、心智發展尚未完全

成熟階段，因而成為其作決定時的影響因素之一，再者，高中職生雖較國中

生成熟穩定，但現代青少年生理成熟較早，心理成熟較晚（張春興，1984），

仍是處於不完全穩定的狀態。 

 

四、異性交往經驗 

  在青少年異性交往經驗的相關研究方面，吳鴻發（1994）對高職生研究

的結果表示，有 39.6%的高職生曾經有交異性朋友的經驗，且男生有 56.2%，

女生有 36.9%，但目前有異性朋友的學生約有 15.28%，其中，男生有 24.9%，

女生有 13.6%，同時，有固定異性朋友者隨年級之增高而遞增。而其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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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高中職學生有異性交往經驗者至少有 30%以上（陳俐君，2002；胡

乾鋒，2003；鄭喜月，2005），究竟有異性交往經驗者與無異性交往經驗者，

其在異性交往態度上是否有差異？ 

  在主動性方面，李維祚（2004）的研究發現，有異性交往經驗的青少年，

其愛情觀已跳脫男性主動，女性被動的模式，即對主動性的看法是可以接受

女生採取主動。但是，黃貞蓉（2005）對大學生的研究指出，有關異性朋友

間的互動情形通常是男性居於主導的地位，顯示在有異性交往經驗的大學生

中，仍有部分是較為保守的。 

  在婚前性行為方面，李美枝（1984）的研究指出，有女朋友及無女朋友

的男生，在婚前性行為容許度上沒有顯著差異；有男朋友的女生，其婚前性

行為容許度比沒有男朋友的女生開放。 

而羅樊妮（2004）的研究指出，無戀愛經驗的青少年，對婚前性行為的

看法傾向於持不宜的態度。吳思霈（2004）的研究則顯示，在婚前性行為態

度方面，會因為異性交往經驗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由以上所述可發現相關研究結果並不完全一致，也許隨著時代變遷、空

間環境或其他因素的不同而有差異，因此，成為研究者所欲探討之處。 

 

貳、家庭因素 

  人是群居的動物，個人所處的環境無論是家庭環境、學校環境或社會環

境都可能會對個體造成影響，本節所探討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類型、家庭社

經地位、父母婚姻關係與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四個因素。 

一、家庭類型 

  據國外學者 Sorosky（1977）的研究表示，單親的青少年傾向於較早結

交異性朋友、較頻繁的約會與較為早婚。Coleman、Ganong & Ellis（1985）

的研究顯示，生長在雙親健全且家庭互動成正向和諧關係的子女，較能尋找

有價值且健全的異性交往經驗；反之，來自不健全的雙親關係或單親家庭之

子女可能因家庭類型改變而受影響，會較早開始與異性交往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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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內楊雅雯（1994）對國中生的研究指出，來自「單親家庭」的子

女比「生親家庭」者有較多結交異性朋友的行為，且年齡有較早的趨勢。來

自「生親家庭」的子女結交異性朋友的原因是因為對方很誠懇；來自「單親

家庭」的子女則多由於異性朋友可以成為自己解悶及傾訴的對象。陳貞夙

（1997）的調查顯示，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少年比父母分居或離婚的青少年在

與異性相處時重視彼此溝通、尊重與真誠的態度，並會以課業表現吸引異性

注意，選擇交往對象時較考慮個性及價值觀，與異性交往的經驗多為團體式

的活動。 

  然而 Greenberg & Nay（1982）研究卻發現來自完整或單親家庭中的子

女在異性交往行為上並無太大影響。羅樊妮（2004）對高中生的研究也顯示

其異性交往態度不因家庭類型不同而有差異。 

  在婚前性行為態度方面，Thornton & Camburn（1987）的研究發現父母

親離婚與再婚會影響到青少年的態度、行為與感知。母親再婚隨後又離婚的

子女，會如同他們的母親而更能接受、更易有性活動。再婚隨後離婚再婚的

母親又比離婚而未再婚的母親更放任其子女性態度與更多的性經驗。Spre- 

cher、Cates & Levin（1998）的研究指出，與完整家庭比較，父母離異的子

女較早開始與異性約會且較易發生婚前性行為。但是也有研究指出，來自不

同家庭類型的青少年，其婚前性行為態度與婚前性行為無顯著差異（魏慧美 

，1998）。另外，李育忠（2000）對高中職學生的研究發現單親家庭子女結

交異性朋友的情形較為常見以及開放，且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及涉入行為均

較為開放。 

  由上述學者研究發現家庭類型對異性交往態度的影響並不一致，或許是

因為家庭類型對不同的青少年而言，其影響程度不盡相同，也或許還有其他

影響因素，因而成為本研究關注之所在。 

 

二、家庭社經地位 

  依據陳貞夙（1997）研究結果顯示，在異性交往過程中，選擇異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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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的考慮因素中，僅價值觀一項有所差異，家庭社經地位高的青少年高於

家庭社經地位中上及低的青少年；在異性交往的經驗中，家庭社經地位高者

在「討論功課」選項高於家庭社經地位低者；在外出約會的選項中，家庭社

經地位低者高於家庭社經地位高者。 

在職業方面，父母不同職業狀況其「交往態度」有顯著差異。父母職業

是專業性工作比父母職業為技術性工作之青少年，在異性交往過程中所表現

的態度更趨向兩性平等；家庭社經地位與「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有顯著相

關，即家庭社經地位愈低的青少年，「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愈持保守的態

度（羅樊妮，2004）。然而，吳思霈（2004）的研究則顯示高中生對婚前性

行為的看法並未隨著家庭社經而有顯著不同。 

  在教育程度方面，研究指出父母教育程度不同並不會影響青少年的婚前

性行為態度（秦玉梅，1987；李文懿，1997；魏慧美，1998）。 

  Thornton & Camburn（1987）的研究則發現，高教育程度的母親之子女

較少有性經驗。父親的教育程度則對子女的態度或感知沒有影響。但羅樊妮

（2004）的研究卻顯示，父母教育程度為研究所以上與國小時，則子女對婚

前性行為態度較其他來得開放。 

  從上述相關研究中發現，研究結果並不一致。或許父母親的教育程度、

職業狀況或家庭社經地位對高中職學生來說具有某種程度的影響，但也或許

尚有其他影響因素存在。 

 

三、父母婚姻關係 

夫妻婚姻關係的內涵主要包含兩層面，一是精神層面上的，屬於子女較

無法觀察到的部分，如婚姻快樂及婚姻品質；另一則是行為層面上的，屬子

女較易觀察到的，如婚姻衝突、婚姻分離等指標。由於陳怡吟（2003）的研

究乃著眼於子女所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認為所謂父母婚姻關係必須是子女

可以觀察得到的行為，因此，在眾多婚姻向度中，本研究以李閏華於 1993

年所提出之觀點為理論基礎與重要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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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閏華（1993）的研究認為子女觀察到父母婚姻關係是一種外在刺激，

經由其內在的認知反應過程，對父母的婚姻互動關係作出解釋，此解釋將可

能影響子女未來的兩性互動模式。 

  根據李育忠（2000）的研究結果顯示，父母愈常發生衝突，子女對異性

交往的態度愈開放；父母愈常衝突、干涉及限制子女與異性交往，子女愈少

告知父母其異性交往的情形，則子女的婚前性行為愈開放。而許珍琳（1999）

的研究發現，在婚前性行為態度方面，父母恩愛程度為不好的學生較父母恩

愛程度為良好的學生開放。賴秋絨、劉波兒、郭憲文（1999）的研究更指出，

父母婚姻狀況愈不美滿的城鄉國中生，其婚前性行為態度愈開放。同樣地，

吳雅雯（2004）研究也表示，子女所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越強烈，其婚前性行

為態度可能越開放。 

國外的研究則指出，高度衝突的家庭則同樣的也較少有高度的親子投

入，較少來自父母的勸戒，因而較易從事問題行為，包括危險性行為（Ary, 

Duncan, Biglan, Metzler, Noell, & Smolkowski, 1999）。 

簡言之，子女所觀察到父母意見的一致與衝突現象，會經由其認知與反

應而影響其兩性互動模式與異性交往態度，而這也是本研究關切之所在。 

 

四、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 

  有關「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對青少年異性交往之影響為何？以下

即針對父母對於子女結交異性朋友的看法來進行探討： 

1.父母對子女異性交往的看法 

  吳鴻發（1994）曾對高職生調查「我的家人贊同我交異性朋友」顯示，

不同意子女交異性朋友的有 39.42%，同意的有 23.21%，其中，高一家長不

同意子女交異性朋友的有 42.3%，高二家長有 42.7%，高三家長有 33.3%，

男生的家長有 19.5%，女生的家長有 42.8%，顯示子女年級愈高，家長愈可

能同意子女結交異性朋友，女生的家長比男生的家長更不同意子女結交異性

朋友。而李育忠（2000）對高中職學生的研究則發現，父母親對兒子多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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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的看待尺度，因而男生在結交異性朋友的態度及婚前性行為的態度與行

為現況上，均較女生開放。 

此外，有父母表示一聽到國三子女表示要交異性朋友時，心裡雖然不太

放心，卻也沒有直接反對，因此，子女就繼續與異性朋友交往（劉鎮寧，2001）。 

  另還有父母擔心孩子在需要好好唸書的時候，把心思放在戀愛上，結果

功課退步了；或無法放心地接受子女談戀愛；擔心兒子成為負心漢；擔心女

兒到男友家過夜被說閒話；擔心與挑剔子女的男女朋友會影響親子關係；討

厭孩子被搶走（謝美萱，2004）。總言之，父母疼愛孩子，關心孩子的一言

一行，其關愛與憂慮是可以理解的。 

 

2.父母對子女婚前性行為的看法 

國外的研究顯示，與父親同住的青少年比不與父親同住的青少年更覺知

到這些父親反對青少年從事婚前性行為（Dittus, Jaccard, & Gordon, 1997）。

父母的信念與價值的確影響青少年抑制從事危險性行為的決定，青少年與父

母有積極正向的關係，則較會分享父母的價值並且關心父母對婚前性行為的

不贊同（Romo, Lefkowitz, Sigman, & Au, 2002）。 

此外，另有學者表示父母具有獨一且有力的影響力去影響年輕人的態度

與行為，並且社會化，使子女成為性觀念健康的成年人（Kotchick, Shaffer, 

Miller, & Forehand, 2001）。 

國內研究也指出，父母對異性交往的干涉情形愈嚴重的青少年，異性交

往時，子女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亦會愈持開放的態度。父母要求愈多的青少

年，在異性交往過程中，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也愈持保守的態度。在溝通與

互動方面，親子間對於婚姻及性知識的互動、溝通情形愈頻繁的青少年，在

異性交往過程中對婚前性行為的看法也愈持保守的態度（羅樊妮，2004）。

事實上，父母對青少年的阻止與干涉主要是為了要減少日後婚姻壓力與步入

婚姻的轉變對青少年所造成的傷害（Silliman & Schumm, 2004）。 

綜上所述，父母親對於子女的異性交往不免有其自身的看法，經由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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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而將觀念傳達給子女，親子互動良好，則子女較趨向保守；反之，則

較開放。也就是說，父母親對子女而言是具有一定影響力的。 

 

  從青少年發展的角度來看，異性交友是青少年生活中重要的學習任務之

一，學習如何與異性相處，互相尊重、信任、珍惜與體諒。雖然，高中職生

的心智發展較國中生為成熟、也較具有自主性，但對於與異性交往的態度卻

也不免受到性別、學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

父母婚姻狀況、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所影響。因此，本研究特將性別、

學校別、年級、異性交往經驗、家庭類型、家庭社經地位、父母婚姻狀況、

父母對子女的異性交往觀，列為背景與家庭變項，希望能在交往時機、約會

開銷、主動性、公開程度與婚前性行為等課題上作一廣泛探討，期待對青少

年的兩性關係更加了解，以做為家庭、學校、社會處理相關問題時的參考。 

 

參、同儕關係 
學者朱岑樓（1991）表示出生於開放社會之青少年，主要是以同年齡者

為嚮導、模仿的對象，非常關心和重視他們的評價與讚許。同時，青少年也

強調朋友可提供他們一個對態度、價值觀念、以及行為上可相互確認的機會

（黃牧仁譯，1999）。而青少年隨年齡的增加與青春期生心理的變化，脫離

父母轉向同儕的傾向漸明顯，與同儕間的接觸相當頻繁且關係也相當密切

（沈金慧，1999；蔡欣玲，2003；林吉祥，2003）。同儕之間盛行且為大家

所推崇的事物，往往會吸引青少年，並且躍躍欲試，青少年經由對於其次文

化團體規範的導循，可增進青少年的自我肯定與受同儕的接納、歡迎（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系，1998）。此外，同儕朋黨也常會發展非常不同和

富有色彩的規範，以規定團體成員應如何穿著、說話、思考和行動；青少年

會有固守同儕團體命令之壓力，如果他們不能這麼做，則會有被開除的危險

（林翠湄譯，1995）。 

在青少年發展的早期，與異性的互動通常限於大型的團體活動，到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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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中期，同儕團體的組成漸分散為一對對的男女組合，社交的時間較常與

異性在一起，並與原來的同儕團體越來越分化（唐子俊、唐慧芳、黃詩殷譯，

2004）。當青少年男女在嘗試異性交往時，同儕團體是最重要的支持者，也

是青少年男女獲得對異性交往態度的來源，同儕團體對參與交往的成員都會

幫忙傳遞訊息、充當顧問、幫忙牽紅線（田俊龍，1998；Connolly, Furman, & 

Konarski, 2000）。青少年對於面臨像男女交往的選擇決定時，同伴仍比父母

更具影響力（McCabe, 1984；王柏壽，1984；游恆山譯，2001），且年齡愈

大，同儕的影響力愈大（王柏壽，1984）。在林燕卿、陳羿君與白瑞聰（2000）

對 97 位大學生的實證研究中顯示，同儕之間多會談及異性交往有關的話題。 

因此，同儕對於青少年的異性交往態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回顧文獻，

多數研究認為青少年在學校的同儕互動會影響其各方面的態度與行為，包括

衣著、語言、交友等等，而青少年是否會因多數同儕結交異性朋友而引發其

與異性交往的渴望？以下將針對青少年的同儕關係與其異性交往態度作相

關探討。 

根據吳雅雯（2004）的研究指出，與同儕間的信任程度越高、彼此間越

親密，則其兩性交往態度就可能越開放。國外 Kuttler 和 Greca（2004）對

15~19 歲的女孩研究發現同儕網絡的大小、結構與其約會行為有關。可知同

儕網絡與青少年結交異性朋友有關，當青少年與異性朋友約會時，對於彼此

親密關係的程度可能會受同儕所影響，其中，包括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 

Shah 和 Zelinik（1981）也曾經針對 2000 位以上的 15~19 歲青少年進行

調查，結果發現其婚前性行為態度以受到同儕影響為最大。Brown（1985）

對青少女的研究則顯示，其對婚前性行為的態度，最主要的是個人易受到其

對好友的婚前性行為接受度而有所改變。 

  而 1986 年 Harris et al.的研究中顯示 12~17 歲的青少年中，有 73%的女

孩與 50%的男孩說他們是因為同輩團體的壓力而提早發生性行為的（引自王

瑞琪，1992）。另外，DiBlasio 和 Benda（1992）針對 1478 位私立中學的學

生進行調查，探討影響青少年性行為的因素，報告中指出同儕結交是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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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行為的強力預測指標。 

  國內李文懿（1997）的研究表示，大學生的婚前性行為態度會因為同儕

互動的狀況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同樣地，王釋逸（1998）對國中生的研

究顯示，青少年在知覺同儕性經驗時，會產生想模仿學習的想法或警惕、小

心的感覺。事實上，同儕是青少年所常接觸的參照團體，在性態度、性行為

上更是有某種程度的影響（林吉祥，2003）。張麗鵑（2003）對國中生的研

究指出不同類型的同儕對於少年與異性發生關係的行為會有不同的影響效

果，當少年經常與用功型同儕接觸，則與異性發生關係的可能性就會降低。

因此，同儕關係可說是影響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的直接因素之一。 

  但是，Somers 和 Surmann（2005）曾對 9~12 年級的非裔美籍學生調查

卻發現，其從同儕處所學習到有關不贊成婚前性行為的態度多於贊成婚前性

行為。 

 

綜上所述，有關同儕關係對青少年異性交往態度的影響，其研究結果並

不一致，但多數研究者仍然認為父母親在性方面的意見、信念與態度被估量

為對青少年的影響很高，但是依舊低於來自朋友或學校同學等訊息的影響

（Sanders, 1988；Fitzharris & Werner-Wilson, 2004）。同儕團體平常所

從事的活動，易使其成員在態度上也會有某種傾向，也就是說，同儕的看法，

甚至於是行為，對其成員而言，會有某種程度的影響。倘若經常接觸的是某

一類型的學生，則在行為態度上易被其所影響。總之，青少年的態度、言行

舉止會與其團體成員有直接或間接的相似性，其所常接觸的同儕團體成員亦

會期待彼此的價值觀、經驗一致，同儕的態度若較為保守，則其行為態度亦

傾向保守；反之，若較開放，則其行為態度亦傾向於開放。經由文獻可發現，

多數青少年的異性交往態度的確會受到同儕所影響，因此，在探討高職學生

的異性交往態度時，不可避免地不可忽視「同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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