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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說明研究緣起以及研究問題與假設，進而對本研究的相關名詞做界

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與假設，第

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英國詩人雪萊在《論愛》中提到：「若要問愛情是什麼？問那些活著的

人，什麼是人生？問那些有信仰的人，什麼是上帝？」。足以見得，親密關

係是大部分的人都會面臨到的重要課題，每對真心相愛的情侶最大的願望即

是能「執子之手，與子偕老」、「有情人終成眷屬」，真心渴望戀情能穩定和

諧，最終能步上紅毯的另一端，婚後依舊恩愛。然而，現實生活中卻無法永

遠像童話故事一樣能幸福美滿，社會上有許多「相見不如懷念」型的怨偶，

雖然彼此深愛對方，但相處起來就是格格不入甚至最後互相傷害，釀成悲劇

亦時有所聞。究竟這當中可以透過什麼因素來瞭解或改善？成人依附傾向一

般被視為是瞭解個人與親密伴侶相處時之心理狀態的重要指標。也就是說，

欲探究個體與伴侶相處時的種種狀況及其心理原因，從成人依附著手將是其

重要關鍵。 

成人依附(adult attachment) 乃為社會心理學、人格心理學、發展心理學

與認知心理學等領域近年來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Crowell, Treboux & Waters, 

1999; Hazan & Shaver, 1987; Roisman, Madsen, Hennighausen, Sroufe & 

Collins, 2001; Roisman, Holland, Fortuna, Fraley, Clausell & Clake, 2007 )。

過去研究談論依附關係時多以孩童與父母的親子關係為主，近來許多研究成人親

密關係的學者發現成人和伴侶間之親密關係與小時候和父母間的親子關係有相

似的依附模式，然而個體除了具有某些發展上的持續性以外，卻也呈現個體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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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的轉變與成長，因此成人依附所包含之面向更為複雜且精緻。此外，由於目

前研究成人依附這個主題，因不同取向之學者有其不同的研究傳統，所以成人依

附的理論仍需許多研究再加以釐清，因此豐富與深化成人依附之理論內容，將是

目前相當必要且值得努力的方向。 

Hazan 和 Shaver(1987)是最早根據 Bowlby(1969,1973,1980)與 Ainsworth

等人(1978)的親子依附三類型（安全型、逃避型與焦慮型）來延伸研究成人間的

親密關係的學者，他們認為早期經驗不但影響日後的親密關係，而且成人親密關

係本身就是一種依附歷程(love as attachment)。Bartholomew(1990)、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 (1991)則延用以上之依附理論，以「正負向自我概念」

與「正負向他人概念」發展出不同的四類型依附模式，以這兩個不同的連續向度

來區分四個不同的依附型態，包括安全型(secure)、焦慮型(preoccupied)、逃

避型(fearful)與排除型(dismissing)。同時，依附類型與依附傾向的議題也逐

漸受到學者青睞與廣泛討論 (Collins & Read, 1990; Fraley & Waller, 1998)。

有些學者認為依附應該是一個程度或傾向的概念，而非一個單純的類型所能涵蓋，

認為向度比類別在心理測量上更為精確也較能反映出成人依附的變異。 因此開

始以連續向度的方式來測量並表示成人依附的內涵(Simpson, Rholes, & 

Phillips, 1996; Fraley & Waller, 1998;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  

綜上而論，成人依附乃為當今一個非常重要且值得繼續探討的理論議題，然

而研究者回顧過去研究與文獻發現，當中仍有許多更待持續開發與深化之處： 

（一）依附類型與依附傾向 

承上所述，依附類型與依附傾向之爭論為時已久，國外亦有許多支持兩派理

論的實徵研究，然而，國內至今仍鮮少以連續向度測量與表示成人依附內涵之研

究。研究者以為依附傾向更能表現出依附內涵的豐富性亦更能精確反映個體之間

的變異性，有道是「一樣米養百樣人」，簡單地將人區分為三類或四類，只能將

每個人做很粗劣區分，這個人所屬的類別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仍然是模糊與具有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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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對每個參與者的瞭解能遠超過「類別」的資料，因

此將以連續向度呈現成人依附傾向並進一步探討其相關內涵。 

（二）對偶資料（dyadic data）的收集與分析 

所謂「一個巴掌拍不響」、「孤掌難鳴」，台語亦有相同概念：「錢無兩銀擲不

響」，連英語都有類似的話：「It takes two to tango.」。從這些諺語推知情侶

的互動行為，不論是正向或負向的行為，應該都不會是單方面所能造成，甚至，

將範圍擴大到所有人際間的互動亦然，形成最後結果的原因，可能是參與互動的

所有人共同導致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在做情侶研究時，若無法收集情侶雙方的

資料，對於瞭解該對情侶的多元與完整內容性將受到限制，所分析之結果也難免

流於片面之詞。 

反觀許多情侶或夫妻研究並不是真的將雙方的資料都納入研究中分析，而只

是收集情侶中單方面的資料，並進行這個人對關係品質、滿意度或其他相關變項

的分析，這樣的研究方法令研究者納悶的是，個體在這段親密關係中的任何感受

或行為表現，難道只會被自己單方面的總總因素影響或解釋嗎？是否有更多的因

素可納入解釋呢？研究者認為欲瞭解個體在親密關係中的心理感受與外在行為，

其親密伴侶的特質與行為以及該對情侶的交往狀況都是相當必要且重要的資料，

也就是說，一對情侶的互動行為可能是雙方彼此的特質或行為的結果，因此個人

與伴侶效果以及這對情侶的關係背景都應該同時被分析與探討。 

然而，由於情侶的行為可能彼此具有相似性，因此在分析時若使用傳統的分

析方法，將會違反觀察資料獨立性的假設，故此，本研究以多層次模式進行對偶

資料的分析。 

（三）研究方法上之突破：觀察法的使用 

根據 Bowlby(1973,1980)對依附的定義，個體與依附對象的早期經驗會形成

個人的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或心理表徵(representation)以導引

個人在未來關係中的行為、情感與知覺。研究者認為，既然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

會導引個人的行為、情感與知覺。反觀現今國內探究個體依附內涵的方法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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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量表法為大宗，然而，量表能測量到的頂多是個體的「知覺」，或是「知覺

到的行為」與「知覺到的情感」，這些個體知覺到的行為與情感與個體實際表現

出來的行為與情感可能是不一樣的，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

以期更能豐富依附實際的意涵，而實際觀察情侶互動行為的方法應是一個新的嘗

試與創新。 

Capaldi 、Kim 和 Shortt(2004)曾提到，在做情侶研究的時候，訪談法與自陳

問卷可能會探出社會期許性的回答，因此使用觀察研究就特別重要。因為觀察法

是透過實驗者創造一個適當的壓力狀況以觀察情侶自然的行為反應，並非請情侶

有意識的自我報告，因此也較能反映出真實的平實互動狀況。此外，若以自陳量

表或訪談法來研究情侶的親密關係，通常只能了解情侶中的某一方，無法得到這

對情侶較全面性的關係資料，這顯然與本研究想瞭解情侶實際相處互動的目的不

符合。從這樣的考量來看，觀察法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法，因為在觀察的過程

中，研究者同時可以得到情侶雙方的資料，除了可以看單一個體的反應，也可以

從互動過程中，以兩人「互動」為分析單位。 

除了上述的特點，觀察法還能得到較多元甚至全面性的資料，這可能是自陳

量表法或訪談法無法具備的特點。一般研究者能從自陳量表法中得到的資料，就

是受試者的填答內容，而可以從訪談法中得到受試者的談話內容、表情、音調等

資料。在觀察法之中，不但可以得到對話的內容，情侶各自的肢體語言、面部表

情、動作與音調都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段互動。 

（四）目前關係品質之重要性 

過去的依附研究皆指出，安全型依附的人在與伴侶互動時有較多正向行為與

少有負向行為，而非安全型依附的人在與伴侶互動時，有較多的負向行為以及較

少的正向行為（Pistole, 1989;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 Kobak & Hazan, 1991;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 & Gamble, 1993; Simpson, Rholes, & 

Phillips,1996;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然而，研究者認為這樣的說法與

分析不夠鉅觀與縝密，因為不論我們在討論什麼事件，我們常常都會先假定在某

個前提之下，或是預設在某種情境條件之下，而不是認為這件事可以放諸四海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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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因此，研究者認為，上述依附類型與正負向行為的研究應該也要架構在一個

更大的情境條件之下來思考。換言之，這樣的結果應該不是在所有情況下都成立

的，所以必須把情境加入探討，分析起來才夠縝密與特定。 

再者，由於本研究所收集的資料型態為情侶對偶資料，在探討這些情侶的「互

動行為」時，如果分析的角度只侷限在「個人」而沒有這對情侶的「關係」，這

樣的分析將過於枝節片段而不夠鉅觀，所以研究者認為在本研究中將這對情侶的

目前關係品質加入討論是有其必要性的。Simpson、Rholes 和 Nelligan（1992）

也提到若整體的關係品質或互動情境有所轉換，不同依附傾向的人所表現出的行

為可能會有所不同，亦即，情侶目前的關係品質應能調節「依附焦慮」與「個體

互動行為」之關係。 

然而，因為情侶間目前的互動關係品質之資料收集不易，所以反觀目前國內

研究，鮮少考慮到情侶之間互動的關係狀況，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上述介紹之

觀察法貢獻過去國內研究在此方面的不足，將整個分析架構從過去只有著重於個

人推廣及整體關係情境，除了瞭解個體互動以外，更精確地架構出不同關係品質

情境下的依附傾向與正負向行為之方向性，以進一步瞭解情侶互動研究的多元面

貌。 

(五) 依附於華人文化下之新觀點：忍耐的情緒調控機制 

回顧依附研究之歷史可知，依附理論與其經典研究都是在西方文化的情境下

被提出與討論。例如，從 Ainsworth、Blehar、 Water 和 Wall (1978) 之陌生

情境（the Strange Situation）實驗到 Simpson、Rholes 和 Nelligan（1992）

焦慮誘發情境實驗，都發現依附這個概念從思維到研究情境及適用性都可以說是

一個典型西方文化的理論，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高依附焦慮者在情境安全

或不安全的轉換之間，有較大的情緒起伏。他們在較差的關係品質中，報告較多

的負向情緒與行為（Mikulincer, 1998; Collins,1996; 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 ）。 

以上的研究結果讓研究者感興趣之處在於，西方表現情緒的方式常是外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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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而華人文化強調人際和諧與推崇忍耐的美德(黃囇莉，1999，2002；黃

囇莉、鄭琬蓉與黃光國，2007；余德慧，1991；楊中方，1991；林以正、黃金蘭

與李怡真，2007；陳依芬，2008)，因此常是以內隱的或間接的情緒調控機制來

作用，因此西方的結果與論述在華人文化中是否仍然普遍適用？再者，在以觀察

法之研究情境下，研究者僅能從外顯行為加以判斷與分析，因此研究者感興趣的

是，上述之高依附焦慮者於不同情境間之情緒起伏的結果是否也存在於華人重視

面子與忍耐調控的文化中。 

因此，研究者質疑西方之依附理論與結果直接推論及華人文化之人際互動行

為現象的適切性，是故，研究者以為若能以一個華人文化的觀點重新詮釋並瞭解

依附這個概念，或許能為依附理論注入一種新的思維與內涵。 

綜上所述，目前成人依附的研究取向仍值得更多廣泛的探討與嘗試，國內研

究成人依附的學者鮮少收集對偶資料與適當的分析方法，以觀察法實際了解情侶

之間的互動方式之研究更是付之闕如，本研究期待能從華人文化的觀點出發，從

以上的自陳量表、互動觀察編碼的對偶資料中，更豐富成人依附的理論內容，且

對於國內成人依附領域有一個嶄新的嘗試與突破。最後研究者企盼能以此研究為

未來之學術與實務領域上提供貢獻與價值。 

二、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研究動機之論述，研究者提出以下三點研究目的： 

(一) 以互動觀察法收集對偶資料並以適當之統計方法分析成人依附與親密

互動之相關議題。 

(二) 探討情侶中自己依附焦慮程度與伴侶依附焦慮程度對彼此正負向互動

行為的關係。 

(三) 探討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自己與伴侶的依附焦慮以及個體正負向互動

行為的關係。 

(四) 以華人文化之觀點探討依附焦慮之特質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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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以上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研究問題 

（一）個體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正負向行為之間的

關係為何？ 

（二）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與個體在

與伴侶互動時的正負向互動行為（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

肯定）之間的關係為何？ 

 

二、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目的、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以下之研究假設： 

（一） 個體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皆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正負向

互動行為。 

1-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 

1-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 

1-3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 

1-4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 

1-5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 

1-6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 

1-7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 

1-8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能顯著預測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 

 

（二） 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能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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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之間的關係。 

2-1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

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

時，當「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

向情感」越低。 

2-2.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

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越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

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

感」越高。 

（三） 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能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

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之間的關係。 

3-1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

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

當「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

越低。 

3-2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

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當

「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

高。 

（四） 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能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

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之間的關係。 

4-1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個體的依附焦慮」越高，與個體在與伴

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差；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

當「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

決技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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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

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好；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

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問

題解決技巧」越差。 

（五） 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能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

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之間的關係。 

5-1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個體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在與伴

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少；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當

「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

定」越多。 

5-2 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

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多；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

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在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

肯定」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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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個人與伴侶相互依賴模式(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 

當個體之間是在一段相互依賴的關係當中，他們的結果變項不只是會根據他

們自己的特質與輸入，也會根據伴侶的特質與輸入。這個模式一共有兩個效果： 

（一）個人效果 (actor effect) 

個人效果是指個體自己的預測變項對自己結果變項的預測效果。在本研

究中想考驗的分別是依附焦慮對自己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

持肯定的個人效果，也就是自己的依附焦慮對自己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

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效果。 

（二）伴侶效果 (partner effect) 

伴侶效果是指伴侶的預測變項對個體自己的結果變項的預測效果。在本

研究中想考驗的分別是依附焦慮對自己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

支持肯定的伴侶效果，也就是伴侶的依附焦慮對自己的負向情感、衝突、問

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的預測效果。 

二、依附焦慮 (attachment anxiety) 

所謂依附焦慮是指個體在與目前的親密伴侶互動時，害怕被伴侶拒絕、拋棄

或失去這段關係的程度。在本研究中，依附焦慮的分數是以個體在「親密關係經

驗量表」中所得到的依附焦慮分量表之平均分數，分數範圍從 1 分到 6 分，分數

越高代表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 

三、關係議題討論之互動行為 

關係議題討論之互動行為是指情侶在「關係議題討論」階段的互動行為，這

些互動行為又分為正向和負向兩類：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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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向互動 

1. 負向情感(negative affect) 

負向情感是指個體在互動中所表現出之負面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姿勢和語

調情緒或聲音品質，有負向情感不等於沒有正向情感。在本研究中，負向情感程

度的高低是由三位評分者針對個體於「關係議題討論」階段時所表現的負向情感

程度所評定，分數範圍從 1分到 9分，分數越高表示個體的負向情感程度越高。 

2. 衝突(conflict) 

衝突是指個體在互動中所表現出之緊張、敵意、意見不一、對抗性的程度。

在本研究中，衝突程度的高低是由三位評分者針對個體於「關係議題討論」階段

時所表現的衝突程度所評定，分數範圍從 1分到 9分，分數越高表示個體的衝突

程度越高。 

（二）正向互動 

1. 問題解決技巧(problem-solving skills) 

問題解決技巧是指個體在互動中認清問題並使用雙方都滿意的解決方式來

處理問題的能力。在本研究中，問題解決技巧程度的好壞是由三位評分者針對個

體於「關係議題討論」階段時所表現的問題解決技巧好壞所評定，分數範圍從 1

分到 9分，分數越高表示個體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好。 

2. 支持肯定(support/validation) 

支持是指強調以正向的聆聽與說話技巧，展現對伴侶的支持與瞭解的能力。

在本研究中，支持肯定程度的高低是由三位評分者針對個體於「關係議題討論」

階段時所表現的支持肯定程度高低所評定，分數範圍從 1分到 9分，分數越高表

示個體的支持肯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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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關係品質(quality of current relationship) 

目前關係品質是指這對情侶目前相處起來愉快與正向互動的程度，因此同一

對情侶的雙方分數會一樣。在本研究中，目前關係品質的好壞是由三位評分者針

對個體於「關係議題討論」階段時這對情侶所表現之相處愉快與正向互動程度高

低所評定，分數範圍從1分到9分，分數越高表示這對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