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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目的在回顧依附型態連續性與憂鬱傾向、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文

獻，以澄清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由來。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依附的理

論基礎及相關研究；第二節為依附型態連續性與習得安全依附的涵義與相

關研究；第三節為憂鬱的相關理論；第四節為問題解決的相關理論；第五

節為依附型態連續性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理論與研究；第六節為依附型態連

續性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第一節  依附的理論基礎及相關研究 

壹、前言： 

近年來，依附理論被視為一個很好的理論框架，可以用以理解早年經

驗對成人人際關係的影響。從發展觀點來看，依附品質在決定個體是否能

順利成長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照顧者穩定的撫育和保護行為可以幫

助孩子日後健康關係的建立；反之，依附安全感的損壞則會增加孩子日後

有心理問題的危險性(Reinecke & Rogers, 2001)。 

根據依附理論，個體來到世界就具備了依附的行為系統，以得到安全

感並保護個體免於死亡 (Bowlby, 1973, 1980, 1982)。到了成人時期，早年

依附經驗仍舊影響著個體的生活適應狀況，早年不安全依附的個體比安全

依附者，在日後容易憂鬱(Bowlby, 1973, 1980, 1982；Beck, 1967, 1987；Blatt 

& Homann, 1992；Gibb, Alloy, Abramson, Rose, Whitehouse, Donovan, Hogan, 

Cronholm, & Tierney, 2001；Parker, 1994)、較難建立社會支持網路(Hazan & 

Shaver, 1987；Parker, 1994；Swanson, Mallinckrodt,2001；Collins & Read, 

1990; Feeney & Noller, 1990, 1992; Hazan & Shaver, 1987; Kirkpatrick & 

Davis, 1994; Scharfe & Bartholomew, 1994; Simpson, 1990)、焦慮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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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lsma, Emmelkamp, & Arrindell, 1990；Warren, Huston, Egeland, & Sroufe, 

1997)。 

同時，當下的成人依附型態也影響著成人生活適應狀態，安全依附的

成人對自己的生活比較滿意(McCarthy, Brack, Brack, Liu, & Carson, 1998；

Armsden & Greenberg, 1987; Greenberg, Siegel, & Leitch, 1983；Armsden & 

Greenberg, 1987)，對自己與他人皆抱持正面態度(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較不憂鬱(Murphy & Bates, 1997；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Zuroff & Fitzpatrick, 1995；Murphy & Bates, 1997；Priel, & 

Shamai,1995；Haaga, Yarmus, Hubbard, Brody, Solomon, Kirk, & Chamberlain, 

2002；Reinecke & Rogers, 1999; Roberts, Gotlib & Kassel, 1996)，也較不焦

慮(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Kobak & Sceery, 1988；Kenny & Perez, 

1996；Priel, & Shamai,1995)。 

    由以上敘述可知，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影響成人的生活適應甚鉅，因

此依附理論是重要的，而依附研究是需要的。以下我們針對依附的理論基

礎、依附型態分類、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的特性與異同…等部份加以討論

與解說。 

貳、親子關係與依附的理論基礎： 

許多學派的學者提出不同觀點來解釋主要照顧者與嬰幼兒之間的關

係，如：精神分析學派、自我心理學派和客體關係理論以「客體關係」來

解釋母親與嬰幼兒的關係；認知發展學派以「認知」的觀點來解釋親子之

間的關係；社會學習論以「依賴」解釋親子關係；動物行為學派則更加深

入的以「依附」觀點來探討母親與嬰兒之間的關係，以下是不同學派對此

議題的觀點： 

一、精神分析論： 

依照精神分析論的觀點，嬰兒依附關係的建立主要是因為口腔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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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此時個體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正好是「口腔期」，透過吸吮、咬、

嚼…等口腔活動來獲得快感，嬰兒透過依賴母親保護自己的本能來滿足自

己的需求，這意味著嬰兒與母親的連結來自於依賴愛(anaclitic love)，且植

基於被餵養的關係，因此，嬰兒與母親建立依附關係，主要是因為母親能

夠滿足其需求；而嬰兒在母親要離開時所表達的焦慮，是因為嬰兒把母親

的分離看成是身體需求將不被滿足的訊號(引自張秋蘭，民 89)。 

二、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 

自我心理學家強調自我功能脈絡中的客體關係發展，他們認為新生兒

幾乎是個完整未分化的有機體，因為無法區別「自我」與「他我」，新生

兒經驗每一件事物就好像自己的一部份一樣，其慾力能量只能保存於自身

體內；大約在 12個月大時，自我功能(ego function)開始浮現，嬰兒開始能

分辨「自我」和「非自我」，能夠分辨自我和他人的差別，而開始能和母

親建立堅實的依附關係，此時母親與嬰兒的關係比較重要的是情感上的滿

足，而非物質上的滿足(李文瑄，民 88；林秀慧、林明雄譯，民 90；林玉

華、樊雪梅譯，民 88)。 

三、客體關係理論(Object Relations Theory; ORT)： 

Melanie Klein認為，嬰兒從客體所得到的滿足(如：看到母親的臉、聽

到母親的聲音)和得到食物的滿足是一樣多的，嬰兒的第一個客體關係是與

母親乳房的關係，嬰兒潛意識不自覺的會感到一個獨特的好客體是存在

的，那就是母親的乳房，嬰兒從乳房可以得到最大的滿足。Bion(1962)將

Klein學派的理論由驅力導向關係，他提出「包容者及被包容者」(the 

container and the contained)的概念來解釋 Klein的投射性認同，他認為母親

就像一個包容器，包容嬰兒所投射出來的所有感覺，再內化這些被嬰兒投

射出來的感覺，藉由傾聽、接納與觀看，母親調節、轉變這些感覺，然後

反映給嬰兒，使嬰兒有被支持、瞭解及被擁抱的感覺，學習到包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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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並因此改變他的內在經驗，並內射進去一個可以承受並緩和焦慮的

客體(林玉華、樊雪梅譯，民 86；楊添圍、周仁宇譯，民 88)。 

Winnicott(1953,1965)提出「足夠好的母親」的概念來解釋母親與嬰孩

的關係，他認為母親提供身體上的抱持(holding)比口腔期慾望的滿足更為

重要，那是愛的形成來源。而夠好的母親既不忽略，也不會過度干涉，提

供足夠但又不會太多的抱持，抱持不需要完美，只要夠好就可以了。此外，

Winnicott (1965)調和驅力理論與人際觀點來解釋母親如何協助嬰孩建立自

我心理表徵，嬰孩在其心智中引出一個能滿足其需求的客體，如果此時剛

好有一個足夠好的母親滿足其渴望，則這嬰兒會產生一個「錯覺」

(illusion)，以為是他「製造」了這個滿足自己的客體，而產生「全能感」，

當母親都能即時滿足其需求時，嬰孩的「幻覺」(hallucinatory)就會持續，

這份「全能感」會使嬰兒健康的發展出一個有創意又活潑的自我(playful 

self)。當母親無法完全的滿足嬰孩的需要，而是足夠好的提供嬰兒所需，

真實自我(true self)才會被建立起來，全能感才會減少，嬰孩的自主性得以

浮現，也才有能力面對現實世界的痛苦與失落。然而，如果母親不是「足

夠好」，常常無法滿足嬰孩的需要，則「順從的假我」會出現，這「假我」

裡隱藏的是受挫的、被隱藏起來的本能驅力，「假我」會影響個體的適應

功能。Winnicott (1965)和 Stern(1985)指出主要照顧者的敏感與同理心會協

助嬰孩發展出穩定的自我，奠定心理健康的基礎。 

客體關係理論強調母親與嬰幼兒的關係，認為母親適時滿足嬰幼兒的

需求、包容並內化嬰幼兒的感覺，使嬰孩內在存有包容的客體，並建立健

康的「真我」，而有穩固的心理健康基礎。 

四、認知發展理論： 

Kohlberg將依附定義為：視對方為自己，為一種分享、溝通、合作的

關係。認知發展學派對於親子依附關係發展的解釋，源自於 Jeans Pia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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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認知發展的研究。Piaget(1951)認為，嬰兒與母親形成情感連結的能力視

其認知發展程度而定。在依附發生之前，嬰兒須先能區分母親與陌生人，

同時必須具有物體恆存的概念，然後嬰兒才會對母親產生穩定的基模，進

而與母親形成依附關係(引自張秋蘭，民 89)。 

五、社會學習理論中的依賴(dependency)： 

學習理論學者認為嬰兒和母親的連結在於嬰兒依賴母親滿足他的需

求，那是生理需求以及原始驅力降低的需要，且依賴是後天驅力。 

Dollar與Miller將精神分析的看法轉化成 Hull(1952)的驅力減降論說

法，認為起初可能是原始驅力的減降(不適感的解除)使嬰兒的某些行為重

複發生，但嬰兒逐漸的不再只是尋求食物，而是尋求其他的獎勵(微笑、擁

抱、對話…等)，想要與客體維持良好情況。Beller提出更精闢的解說，他

認為父母及其行為對嬰兒來說是一種複雜的刺激情形，當嬰兒發現驅力被

減降，經由聯結，會得到一種被獎賞的感覺，例如：飢餓的嬰兒在被擁抱

時，同時被滿足食物需求，因此擁抱與驅力減降產生連結，逐漸的，嬰兒

只要被擁抱就會有被滿足的感覺。 

儘管動物行為學提出的依附與社會學習理論提出的依賴都是仰賴母

親滿足嬰兒的需求，但是追根究底，依附是愛的同義詞，而依賴不是，依

附是自體與愛的客體(love object)之間的關係，而依賴則只是單純個體與客

體(object)的關係，依附的定義比依賴更為精緻而嚴謹，就如同緊黏的孩子

意味的肯定是依賴，但不一定是依附。 

本研究聚焦於「愛的客體」的關係，因此不採用社會學習理論的「依

賴」觀點，而採用動物行為學的「依附」觀點。 

六、動物行為學的依附(attachment)： 

動物行為學者從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依附行為的發展，他們認為無論

是任何物種，為了生存都生而具備一種特有的行為傾向，這種行為傾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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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增加個體與種族的生存機會以及一些社會行為的發生，親子之間的依附

關係就是為了保護幼童免於死亡，使種族得以繁衍。 

Lorenz(1937)研究剛出生的小鴨…等禽類，發現牠們會表現出追隨第

一個見到會動或發出聲音的物體的傾向，他稱這種行為為「銘印」

(imprinting)，而這些行為不需要經過學習，就會自然發生，只發生在剛孵

化後的短暫關鍵期(critical period)，發生之後，跟隨依附特定對象不易改

變，因此銘印行為被認為是一種本能，且可以幫助物種的嬰幼兒增加生存

的機會(張春興，民 80)。 

另一個對依附理論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是 Harlow，他在一九五○年代開

始進行靈長類的實驗研究，在當時一片行為主義主導的環境下，他堅持母

親與孩子的關係不只是一種餵養關係，他進行一連串猴子的實驗來證實自

己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實驗是「代理母親」，Harlow(1958)以八隻猴子來

作實驗，每隻猴子都有一個鐵絲作成的代理母親和一個布作成的代理母

親，奶瓶的裝置是四個放在布媽媽身上，四個放在鐵絲媽媽身上，實驗結

果發現，無論布媽媽有沒有奶瓶裝置，大部份的時間幼猴選擇停留在布媽

媽身上，研究結果顯示，親子關係並非建立在餵食上，換言之，食物是維

持生命的東西沒有錯，但是親子關係是建立在溫柔的撫觸上。Harlow(1958)

認為母親的功用之一就是在嬰兒感到恐懼和危險時提供避風港，這個概念

跟 Bowlby認為父母親就是要為孩子提供一個安全堡壘的想法非常接近。 

此外，Harlow(1958)的另一個重要實驗，是對四隻由代理母親(布媽媽

和鐵絲媽媽)養大的猴子進行「開放空間測驗」，在開放空間中小猴子衝向

布媽媽，緊緊抓住它、摩擦它、擁抱它，幾次以後，小猴子在布媽媽在場

的情形下，開始對開放空間有所探索；但當布媽媽不在的時候，小猴子會

不斷尋找布媽媽，接著會尖叫、蜷曲、前後搖動、吸吮自己的手指、哭泣，

小猴子看起來像是完全迷失了，他的實驗結果與 Ainsworth(1978)的「陌生

情境」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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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low的研究結果以及他的觀點在五○年代被行為主義學者與精神

醫學界所排斥，他的研究和主張在現在看來是如此的正常，但在當時他對

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的堅持是很了不起的。Harlow主張母親與孩子的依附關

係建立在溫柔的接觸和擁抱上面，而且母親與孩子的安全依附關係使孩子

有能力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他的這兩項觀點和 Bowlby、Ainsworth的看法

不謀而合。 

動物行為論的貢獻是確定人類天生反應的傾向，並相信這些嬰兒天生

的適應特質與照顧者的互動，得以建立依附關係。動物行為論的看法影響

了日後的一些研究者。Bowlby即是由對動物的依附研究中，逐漸形成其依

附理論。 

七、Bowlby的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的發展源自於 Bowlby對嬰兒與主要照顧者間情感連結的研

究。Bowlby研究「依附」(1969)、「分離」(1973)和「失落」(1980)，解釋

嬰兒如何在情感上與主要照顧者連結，主要照顧者的特質與早年經驗如何

影響其撫育嬰兒的行為，而這些撫育行為如何影響嬰兒的日後發展。

Bowlby將新的生物學取向導入人際關係，他認為嬰兒對母親的依附是來自

物種特殊的行為系統，起初是相對的獨立性，然後轉變為朝向母親的結構

化，像是嬰兒綑綁在母親身上，也像母親綑綁在嬰兒身上。 

Bowlby以控制系統的模式來表示依附的概念，他強調控制系統是一種

目標調整的行為系統，具動機性及目的性。他提出五種促成依附的行為系

統，包括：吸奶、黏抱住、跟隨、哭泣、微笑，他稱這些行為系統為「依

附行為」。個體來到世界就具備了依附的行為系統，這個系統在個體受痛

苦時最為活化，它是一個動態的、有組織的目標調整系統(goal-corrected 

control system)，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助個體依其觀察、經驗以及感覺系統的

運作，使個體能隨時調整與母親的距離，以得到安全感並保護個體免於死

亡 (Bowlby, 1973, 1980, 1982)。Bowlby指出依附行為發展分為四個主要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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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 無特定跟隨對象期(orientation and signals without discriminated figure)：

在這個時期，嬰兒無法分辨人和他人的差別，他會用眼神跟隨、抓握、

微笑、走近去回應每一個人。 

2. 跟隨一個或多個特定對象期(orientation and signals toward one or more 

discriminated figures)：在這個時期，嬰兒對母親或特定對象有特殊反

應，尤其是母親的聲音，會在聽到母親的聲音時停止哭泣；母親離去時

會哭，就算陌生人來抱也不會停止，已經會分辨對象的不同。 

3. 藉著跟隨特定對象而維持親近期(maintenance of proximity to 

discriminated figure by means of locomotion as well as by signals)：在這個

時期，嬰兒視母親為安全堡壘，在安全堡壘之下他可以自由探索環境，

視母親為安全的天堂，可以隨時回去的天堂。 

4. 互動關係的形成期(formation of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在這個時期，

嬰兒可能可預測母親的動向而調整自己配合她，起初他無法了解影響母

親的因素也無法計劃改變母親的行為，逐漸的，他可以推理母親設定的

目標，和母親試圖去完成目標的行為，並且可以透過要求或說服促使母

親改變行為，以更接近自己的需求。這個時期的嬰兒已有「目標導正」

的能力。 

在新生命誕生時，維持嬰兒和母親親密關係的責任在母親，嬰兒發出

訊息，母親有責任去回應他。逐漸的，在幼兒大約四歲時第四個階段—「互

動關係的形成」—開始，維持親子親密關係的責任，孩子和母親要負的責

任是一樣多的。在這段期間，當兒童經驗到照顧者穩定的關愛和溫暖，他

們知覺自己的主要照顧者是有效能的(即安全依附)，而且會期望依附對象

在他們感到壓力時有所反應，他們可能建立一個正向看待自己的運作模式

(working model)，認為自己是值得被愛的、是有能力的；同時也能建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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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向看待他人的運作模式，認為他人是可信賴的、穩定的、溫暖的

(Bowlby, 1973, 1980, 1982)。相反的，若兒童經驗到的是拒絕和冷漠，他們

會預期在自己感到壓力時依附對象是無效能的且不可預測的，則他們可能

建立一個負向看待自己的運作模式，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無能力

的；同時也建立另一個負向看待他人的運作模式，認為他人是不可信賴

的、冷漠的、有距離的，同時他們可能會經驗到憂鬱和焦慮的感受(Bowlby, 

1973, 1980, 1982)。 

Bowlby(1973, 1980, 1982)在依附理論當中，指出心理健康很大部分是

由個人不同的依附關係品質所決定，這種依附關係是存在於個人童年時期

與主要照顧者之間的。Bowlby解釋認為，以早年依附經驗為基礎，兒童以

心理表徵或『內在運作模式』組織他們與照顧者的關係和訊息(Bowlby, 1973, 

1980, 1982)，這種心理表徵或內在運作模式被定義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

對於與依附有關的訊息加以處理的原則，這種方式是針對有關依附經驗、

感覺和觀念構成的訊息加以擁有或者限制的方式(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 

依附內在運作模式會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預期和解釋方式，這種影

響是從兒童時期延續到成人期的(Bowlby, 1973; Bretheron, 1985; Sroufe & 

Fleeson, 1986；Collins, 1996)。在尋求和接受主要依附對象的照顧的基礎

上，依附變成一種結構化的內在運作模式，它呈現了自我(self)、依附對象

以及外在世界的關係，個體透過這個內在運作模式知覺並反應外界刺激、

詮釋所發生的種種經驗，所以個體的自我感(one’s sense of self)得以保持連

續。因此，照顧者的在早期的情感有效性(emotional availability)是幼童與依

附對象關係的基礎，同時它也是日後內在運作模式的基礎(Rosenstein & 

Horowitz, 1996; Bowlby, 1973; Collins & Read, 1994)，而且運作模式會創造

出一個認知傾向，使得人們在成年之後重塑早年的依附關係(Hazan & 

Shaver, 1987; Shaver, Hazan & Bradshaw,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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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早年依附關係會為嬰幼兒內化，內化後的內在運作模式不

但影響其情緒知覺，也影響其認知功能，型塑個體對自己、他人和世界的

觀感，而導致其於成人時期重複同樣的依附關係。因此，無論在人生的各

個時期，內在運作模式都深重的影響著個體的情感知覺、認知功能，內在

運作模式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八、小結： 

精神分析論認為嬰兒口腔期的本能性驅力是親子關係的關鍵；自我心

理學強調在自我功能在親子關係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客體關係理論則認

為親子聯結形成於母親對嬰幼兒的需要滿足以及情感包容；認知發展理論

認為嬰幼兒的認知發展程度會影響親子情感連結的形成；社會學習理論強

調生理需求以及原始驅力降低的需要使得嬰兒依賴母親；動物行為學派以

實驗研究證實依附的生物本能特性；Bowlby的依附理論以控制系統的模式

來表示依附的概念。本研究認為 Bowlby的依附理論觀點最為完善，也最

適合用以解釋依附關係，所以採用其觀點。 

參、依附風格的種類： 

一、早年依附風格—嬰兒到兒童期： 

(一)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與 Wall (1978)的陌生情境依附分類：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與 Wall (1978)操弄陌生情境的陌生程度，

觀察嬰兒在與母親分離前、分離時、陌生人出現以及母親返回時的反應，

依照嬰兒對於與母親分離時和重聚時有不同反應，將嬰兒的依附類型可分

為三類： 

1.安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 

陌生人出現時，嬰兒表現友善；母親離去，嬰兒緊張啼哭；母親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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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返，嬰兒表現得很高興，會主動去接近，親近一下又會去探索新環境。

依附對象能提供他心理上的安全堡壘，他可以去探索新奇環境，離開安全

堡壘時會焦慮，回到安全堡壘就不會焦慮了，對依附對象有所期待，約佔

65%。 

2.焦慮矛盾依附型(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 

又稱為抗拒型(resistant)。當母親離開時，嬰兒會呈現焦慮狀態；在分

離後的重聚中，仍呈現焦慮，渴望母親的擁抱，卻又抗拒掙脫，一直注意

母親的行動，深怕母親再次離開，並以哭鬧來抗議母親的離開，對母親又

愛又恨，約佔 10%。 

3.逃避依附型(avoidant attachment)： 

此型幼兒與母親缺乏情感聯結，遊戲活動完全不受母親影響，獨處時

略顯不安，只要有人相伴.即使是陌生人也平靜如初；在分離後的重聚中，

會拒絕母親的接觸，避免與母親互動，約佔 25%。 

4.解組依附型(disorganized attachment)： 

Main 與 Solomon於 1986年發現嬰兒依附的第四類型--解組依附型，

此型嬰幼兒在母親離開時，有分離焦慮；母親回來時，嬰幼兒走向母親，

眼睛卻不看母親，表現出猶豫的模樣，此類型的嬰幼兒對於分離與重聚沒

有統一、一致的回應策略，這一類型的嬰幼兒並不多見。 

Ainsworth等人(1978)以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是否能夠提供有效而敏感

的照顧，而成為嬰幼兒的安全堡壘來區分嬰幼兒與母親的關係是安全依附

或不安全依附；安全依附的嬰幼兒能夠安心的將母親視為安全堡壘，而能

自由的向外界探索；不安全依附的嬰幼兒無法將其母親視為安全堡壘，導

致其不能安心的向外界探索。 

(二) Parker,Tupling和 Brown(1979)的雙親教養態度： 

Parker,Tupling和 Brown於 1979年發展出雙親教養態度量表，評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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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 16歲以前，記憶中雙親的教養態度與行為。其中包括關懷因素(care)

與保護因素(protection)；高關懷分數代表雙親教養態度是溫暖、充滿感情

的，低分數代表拒絕、冷漠；而高保護分數代表過度保護、控制、情感聯

結過深，低保護分數代表其允許或鼓勵孩子自主和獨立。 

Parker et al. (1979)將親子聯結分為五類： 

1.平均(defined statically) 

2.理想的愛(optimal bonding)：高照顧-低保護； 

3.聯結微弱(absent or weak bonding)：低照顧-低保護； 

4.情感性的牽制(affectionate constrain)：高照顧-高保護； 

5.無感情的操縱(affectionless control)：低照顧-高保護。 

本研究以父母親的教養態度來定義個體早年依附型態，以高照顧-低保

護的父母教養態度為「理想的愛」，也就是父母或主要照顧者能夠提供敏

感而有回應的照顧，而不過度干涉，其子女可以視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為安

全堡壘，在其早年呈現安全依附風格。 

本研究採用 Parker等人(1979)的觀點為研究架構，因為其理論包含「照

顧」與「保護」兩個向度，而且此理論架構也提供早年依附型態的分類基

準，只要進行第一部份研究，找出雙親教養態度分數到早年依附型態的切

截分數標準，就可以同時進行早年依附型態與早年依附經驗的研究，採取

此架構可以豐富本研究。 

 

二、成人依附風格： 

(一)Hazan & Shaver(1987)的三分類成人依附風格： 

Hazan & Shaver(1987)、Shaver, Hazan & Bradshaw (1988)認為，成人依

附功能由雙親轉移至成人戀愛對象上，戀愛關係是主要的成人依附關係，

且成人戀愛關係和兒童時期的依附關係提供了相似的功能(Fraley &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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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Hazan & Shaver, 1994; Dacila & Bradbury, 2001)。Hazan與

Shaver(1987)認為，成人對親密關係的想法和兒童依附類型的分類方式是相

對應的，並將成人依附風格分為三類： 

1.安全依附型：此類型的成人在親密關係當中是感到自在舒適的，而且可

以給予他人協助； 

2.逃避依附型：此類型的成人對他人較不信任，在親密關係當中也感到比

較不自在； 

3.焦慮矛盾型：此類型的成人擔心被遺棄，感覺對方無法像自己所期望的

那樣接近他人。 

不同依附類型的成人在對關係的想法上、對關係的情緒性反應上、對

關係的滿意度，皆有所不同。 

 

(二)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的四分類成人依附型態：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將Hazan與 Shaver的分類方式再加細

分，他們將依附關係分為兩個向度，對自己的看法(分為正向、負向)、對

他人的看法(分為正向、負向)。經由兩個向度的分法，可以將依附類型分

為四類(見圖 2-1-1)： 

1.安全依附型： 

此類型的人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都是正向的，在親密關係中很自在，

也可以支持對方，可以適當的與人親近，可以依賴別人，也可以讓別人依

賴自己，不會常擔心被別人拋棄或擔心別人會太靠近。 

2.偏執依附型： 

此類型的人對自己持負向看法，對他人持正向看法，等同於焦慮矛盾

型，會以為別人不喜歡和自己親近，常煩惱不被伴侶喜歡，常想全然的依

賴別人，這樣的企望又常嚇跑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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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疏離依附型： 

Bartholomew與 Horowitz(1991)將逃避型分為疏離型和恐懼型，它們的

共同點是對他人的看法是負向的，然而對自己的看法卻是不同的，恐懼型

則是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都是負向的；疏離型的人對自己的看法是正向

的，對他人的看法是負向的，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親密關係，認為自己是

值得被愛與有價值的，但別人是會拒絕人與不可靠的，為保持自己的獨立

性與不受到傷害，因而迴避親密關係。 

4.恐懼依附型： 

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都是負向的，渴望親密關係，但又害怕擁有親密

關係，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與支持，而別人又不值得信任，擔心自己會被

拒絕，為了避免自己受到傷害，只好逃避別人。 

                                  自 我 模 式 
                                     (依 賴) 
                         正向                      負向 
                         (低)                       (高) 

細格 I 
安全型 
對親密與自主感到舒服 

細格 II 
偏執型 
過於關注於關係 

正向(低) 
 
他人模式   

(逃避)    
 
負向(高) 

 

細格 IV 
疏離型 
逃避親密、反依賴 

細格 III 
恐懼型 
害怕親密、逃避社交 

成人依附模式  
圖 2-1-1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的四分類成人依附型態 (引自: 

Bartholomew,& Horowitz, 1991, p.227) 

 

類似於 Horowitz與 Bartholomew(1991)的成人依附型態分類方式，

Brennan, Clark, 與 Shaver (1998)以焦慮和逃避為向度來分類成人依附型

態，焦慮向度的評量方式，係指個體知覺自己值得被愛的程度，以及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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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拒絕的煩惱程度；逃避向度的評量方式，係指個體知覺他人的回應程

度，或其對於親密、依賴他人的舒適程度，這兩個向度和 Bartholomew等

人(1991)類似，可以將成人依附風格分為四類：安全型依附型(Secure)是低

焦慮、低逃避傾向；偏執依附型(Preoccupied)是高焦慮、低逃避傾向，直

接對於痛苦和依附對象的過度關注，過度關注的態度抑制了自主性和自信

的建立；恐懼依附型(Fearful)是高焦慮、高逃避傾向；疏離型(Dismissing)

是低焦慮、高逃避傾向，壓抑自己本身對痛苦的覺知，並且也壓抑自己尋

求支持和安慰的意圖。 

 

(三)成人依附晤談(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 

George, Kaplan, 與Main於 1984年設計了成人依附晤談(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AAI)，這是一個半結構性的臨床訪談，晤談人員會

引導個人去回憶他們在童年時的依附經驗和分離經驗，並且要個人去評估

這些經驗對他們現在生活功能的影響，以觀察個體能夠接近童年經驗的順

暢度，以及反映這些資訊的態度一致性(Main & Goldwyn, 1985/1999)，成

人依附晤談的依附分類如下： 

1. 安全依附型：一致的承認依附經驗對他們的影響。 

1)習得安全依附者(earned secure)：對負向童年經驗有一致觀感。 

2)持續安全依附者(continuously secure)：對正向童年經驗有一致觀感。 

2. 不安全依附型：對負向童年經驗建立了不一致觀感的是不安全依附者，

分為兩類： 

1)疏離依附型(dismissive attachment)：他們會理想化或減低、切斷早

年依附經驗對他們的影響； 

2)偏執依附型(preoccupied attachment)：他們會被動且憤怒的捲進早

年負向依附經驗的回憶(George, Kaplan, & Main, 1984; M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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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wyn, 1985/ 1999)。 

肆、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的特性及差異: 

國內學者蘇建文等(民 80)將依附定義為一種情感表現，使雙方緊密連

結，而依附行為則是尋求與依附對象親近的行為表現，並指出嬰幼兒的依

附行為主要有四項特徵： 

1.嬰幼兒主動親近特定對象； 

    2.特定對象離開時，嬰幼兒會出現分離焦慮； 

    3.再見到特定對象時，嬰兒顯得歡欣雀躍； 

    4.注意特定對象的一切活動。 

國外學者Weiss (1991)認為，成人依附關係與一般的人際關係相較之

下有以下特性： 

1. 具有不能被取代的獨特性。 

2. 依附對象具有安全堡壘的作用。因為依附對象的出現，會增加兒童

的安全感。 

3. 兒童若持續無法接近依附對象，就會產生抗拒來阻止分離。 

4. 對依附對象的情感聯結無法由意識控制，即使依附對象已經死亡，

對依附對象的情感依然存在。 

5. 因為依附現象已成習慣，即使沒有增強仍會持續不斷，也會抗拒新

經驗帶來改變。 

Hazan與 Shaver (1987)認為成人的戀愛關係提供了心理安全感，這種

心理安全感類似於孩童時期，照顧者所給予的安全感，所以戀愛關係牽涉

了建立共通的依附聯繫。成人關係比早年的親子關係更為複雜以及更具交

流性，成人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需要，而依附只是很多需求之中的一項

而已。Weiss (1982)強調成人依附與嬰兒時期的依附有非常重要的相異處，

相異之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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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年依附關係是個體與照顧者的關係，但成人依附關係則還包括同儕的

層面。  

2. 成人依附所造成的有害效應比嬰兒依附輕許多。 

3. 成人的依附關係常常牽涉到性關係的層面。 

4. 青少年時期的依附行為常常已經不是朝向親子依附關係(照顧關係),青

少年的依附對象並不必然被他們認為是比自己強壯或聰明的。 

依附是一個人生全程的議題，影響個體身心甚鉅，早年依附經驗與成

人依附型態對個體的生活適應都有其影響力，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理論來

探討依附議題，有些強調早年依附經驗，也有些強調個體目前依附型態的

影響力，將早年依附、成人依附都列入考慮的研究較少，以依附連續型態

為主題的研究也較少，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早年依附、成人依附對成人個

體的生活適應影響情形，以及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的大學生在成人生活適應

上的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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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依附型態連續性與習得安全依附的涵義 

與相關研究 

壹、前言： 

    依附理論與研究需要穩定的部分也需要改變的部分(Parker, Barrett, & 

Hickie, 1992)，因為當個體早年依附經驗是穩定而安全的，依附理論的穩

定性是需要的，依附穩定性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如何維持安全依附型

態，進而在日常生活中適應得更好；然而，當個體早年依附經驗是負向、

缺乏滋養的，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如何改變不安全依附型態為安全，此時依

附型態改變的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總之，依附型態的維持與改變是值得

且需要研究的。 

貳、依附型態連續與改變的相關理論： 

有研究指出依附型態的改變與依附相關事件有關，同時也有研究表示

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不變，以下是影響依附型態連續性的可能因素及歷

程： 

一、內在運作模式的穩定性使得依附型態趨於穩定： 

內在運作模式被認為是很穩定的，而且會影響個體一生的社會情緒行

為(Bowlby, 1980; 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Bowlby (1982)指出嬰兒

在建立依附關係的同時建立著他們的內在運作模式，內在運作模式包括個

體對自己和社會世界的看法，是一個認知系統，處理著刺激與訊息，且有

著自己的假設和預測系統，不安全依附的人們會根據其自我表徵而採取自

己熟悉的防衛反應，並且引發與自己內在運作模式一致的他人反應，且不

安全依附個體會依照自己的自我表徵選擇所處環境，而不容易進入安全溫

暖的關係當中，使得依附型態更不易改變(Feeney & Noller, 1996；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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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然而改變內在運作模式並非完全不可能，只是當內在運作模式持續

越久，它就越缺乏彈性去改變，或者越無法以意識去覺察，而導致早年所

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與依附型態更難以改變(Bowlby, 1982；Lewis, Amini,& 

Lannon,2000,陳信宏譯,民 90)。 

二、早年依附型態被認為可能是成人依附型態的原型： 

Sroufe (1983)認為早年依附關係會成為日後親密關係的原型，Waters, 

Posada, Crowell, 與 Lay (1993)更指出：「依附學者常常把嬰兒的依附狀態

當成是一種類似特徵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會一直跟隨著他、影響著他的生

活。」 

早年與父母負向依附經驗會使得個體認為別人不可信賴，而自己得不

到照顧且不值得被愛，對自己、他人及環境抱持負向心理模式(Bowlby, 1973, 

1980；Buelow, Lyddon,& Johnson,2002)，進而導致日後的負向社會連結，

早年與父母不安全依附的個體其實最需要良好的婚姻關係，但是他們不幸

的早年經驗消弱了他們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使他們比較沒有能力去獲得

這些支持，而持續其不安全依附型態，直到成人時期仍然沒有改變(Buelow, 

Lyddon,& Johnson,2002；Lewis, Amini, & Lannon, 2000，陳信宏,民 90譯)。 

然而，Parker, Barrett,與 Hickie(1992)卻認為只有很少的證據顯示依附

的穩定性，除非早年經驗是非常不幸的，Hendrick與 Hendrick (1994)的研

究則發現，嬰兒在一歲的時候的依附風格並非那麼容易可以預測其在二十

一歲時的成人依附風格(引自 Baldwin & Fehr, 1995)，而且一些同時以成人

親密連結量表(Intimate Bond Measure; IBM；Wilhelm & Parker, 1989)和早年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Parker,Tupling, & 

Brown, 1979)為研究工具的研究(如：Parker & Handi-Pavlovaic, 1984；Parker, 

Barrett,& Hickie, 1992)結果亦顯示，早年親子連結與成人親密連結兩者的

相關並未達顯著，但 Parker(1994)表示相關未達顯著並不表示兩者沒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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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這個現象可能顯示早年不安全依附型態是可以矯正的，而非那麼悲觀

而不可改變的。 

綜上所述，早年依附經驗型塑個體的感情模板(Lewis, Amini, & Lannon, 

2000)，當感情模板形成後，情感學習速度就會減慢，而在之後的生活經驗

的影響力比早年依附經驗小，所以早年依附經驗確實對成人依附型態造成

影響，但依附型態並非全然是不可改變的，早年不安全依附型態還是有可

能被矯正的。 

三、環境因素在依附連續性上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早年依附經驗對依附型態連續性影響重大，Lamb, Thompson, 

Gardner,與 Charnov (1985)提出了另一個模式，強調環境中對依附關係的影

響，認為依附型態的穩定性牽涉到的是環境的穩定性，而不是個人內在的

人格特質。Kagan (1980)認為之前的適應功能和經驗，在環境改變之後就

不再具有影響力(引自 Hamilton, 2000)。發展上的變化可以是隨著時間連貫

的，也可以是對環境影響開放的(Waters, Hamilton, & Weinfield, 2000)。以

下是不同環境因素對依附型態連續情形的影響： 

(一)環境穩定因素： 

Sameroff, Bartko, Baldwin, Baldwin,與 Seifer (1988)指出，環境扮演著

個體適應連續性的重要角色(引自 Lewis, Feiring, & Rosenthal, 2000)，當社

會環境呈現相當穩定的情形時，依附狀態是相當穩定的，大多數人的依附

型態傾向於保持穩定不變(Roberts, Gotlib , & Kassel ,1996)，由於依附內在

運作模式傾向於保持穩定，使得個體容易選擇與早年依附經驗一致的親密

關係和環境，此時個體所處環境傾向於穩定，而導致個體的依附型態也傾

向於穩定(Lewis, Amini, & Lannon, 2000,陳信宏,民 90譯，Buelow, Lyddon, 

& Johns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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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改變帶來的影響： 

然而，當環境改變或者適當的處遇介入，再或者個體經驗與原有運作

模式不同的關係互動時，都會促成人們去調整原有的運作模式，使它可以

符合當下的經驗(Sroufe, Egeland, & Kreutzer, 1990;Lewis & Feiring, 1992；

Iwaniec & Sneddon, 2001)。 

Crockenberg (1981)研究指出，對有照顧困難的父母提供支持處遇，可

以促成嬰兒安全依附風格的形成(引自 Iwaniec & Sneddon, 2001)。此外，

Harlow(1958)亦有研究以特別有愛心的母猴照顧天生容易焦慮的小猴，結

果發現良好照護足以矯正先天容易焦慮小猴的不良性情。 

(三)生命中的過渡時期： 

依附型態穩定性和依附型態改變的可能性都是很普遍的，依附型態改

變尤其可能發生在生命的一些過渡階段，如：離家、結婚、生子…等(Iwaniec 

& Sneddon, 2001)。 

在後青少年期或成人早期，個體成長，離家獨立，從自己的原生家庭

中自主出來，此時就牽涉到「自主」在依附型態改變上所扮演的角色

(Hamilton ，2000； Waters, Merrick, Treboux, Crowell & Albersheim，2000；

Weinfield, Sroufe & Egeland， 2000)，個體可能會經歷與原生家庭不同的

依附相關事件，若此時經驗負向的依附相關事件，挑戰了他們既有的信念

和內在運作模式，他們就可能自原本的安全依附型態轉變為不安全依附型

態；除了負向的可能之外，當個體經歷與過去經驗不同的正向依附相關事

件，也有可能挑戰他們原有的負向內在運作模式，而重新建立安全依附的

重要關係，轉不安全依附型態為安全依附型態(Waters, Weinfield, & 

Hamilton, 2000; Ainsworth, 1989)。 

小結： 

綜上可知，環境因素牽涉著穩定與變動兩個面向，進而影響著依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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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連續情形，當環境傾向於穩定時，個體的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不變；

當環境變動或與原有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不同時，若環境變動是負向的，

個體的依附型態會轉變為不安全依附；當個體經歷正向的環境變動，其依

附型態就有機會轉變為安全依附。 

四、過去經驗與環境交互作用對依附連續性的影響： 

Bowlby (1982)強調早年親子經驗對個體依附的重大影響，而 Lamb, 

Thompson, Gardner,與 Charnov (1985)則強調環境對個體依附的重要性，也

許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並非獨立存在於這個世界，它們可能是一個現象的兩

面(Hamilton, 2000)。 

Bowlby (1973, 1980)與 Thompson (2000)都認為，發展永遠是現在環境

與過去發展歷史的共同產品，過去發展歷史包括：基因、過去經驗、個人

過去的適應歷史，當下環境與過去經驗、環境，對個體依附型態都具有影

響力，只強調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合理的(Sroufe, Egeland,& Kreutzer, 

1990)。 

依附學者都同意早年依附經驗是重要的，但那是可以被後來經驗所轉

變的(Sroufe, Carlson, Levy, & Egeland, 1999；引自 Thompson, 2000)，改變

永遠是可能，過去的經驗並非消失或遺忘了，但是它會被納入新的適應型

態當中，早年的模式可能會在某些特定的脈絡中重現，如：面對環境的改

變或面臨特定的發展議題時，就算是早年的模式隱而不顯、是潛在的，這

些模式可能永遠不會出現，但仍舊還是沒有消失。換句話說，發展歷史和

目前的環境都對個體的依附風格有所影響(Sroufe, Egeland, & Kreutzer, 

1990; Thompson, 2000)。 

由上可知，過去歷史與目前環境都影響著個體的依附型態，雖然有些

學者，如：Bowlby(1980,1982)、Main, Kaplan,與 Cassidy(1985)、Feeney 與

Noller(1996)、Sroufe(1983)、Waters, Posada, Crowell, 與 Lay (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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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強調過去歷史的持續影響力；有些學者，如：Parker(1994)、

Thompson(2000)…等人相對較強調目前環境的影響力，而兩方面的學者卻

也都不否認這兩者同時對個體依附型態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五、負向生活事件與不安全依附型態有關： 

依附型態改變並非不可能，就如同 Bowlby在 1973年就預先說明的，

正向和負向生活事件的發生與依附型態改變之間，有某種有意義的關聯性

存在(Thompson, 2000； Weinfield, Sroufe, & Egeland, 2000)。當個體經歷重

大負向生活事件，如：重病、失去父母之一、雙親離婚…等，其依附型態

就比較可能表現出不連續的情形(Waters, Hamilton, & Weinfield, 2000; 

Weinfield, Sroufe, & Egeland, 2000；Waters, Treboux, Crowell, Merrick, & 

Albersheim, 1995)。負向生活事件可能透過很多不同的路徑來影響依附安

全感(Waters,  Weinfield, & Hamilton, 2000)，以下分述可能的影響路徑： 

1.內在運作模式最可能透過真實的照顧環境改變(即照顧者的有效性與回

應性)而改變。 

2.婚姻不睦或衝突可能會影響照顧者的有效性和回應性，進而影響其子女

的依附型態。 

3.父母長期生病可能會導致孩子對照顧者的有效性與回應性的期待降低，

而造成不安全依附。 

4.負向生活事件可能直接影響孩子而導致依附型態改變；也可能透過影響

家庭中某位成員，再間接影響子女而造成依附型態改變。 

此外，不安全依附者可能因為負向認知謬誤，而比較容易將事情解釋

為負向的，比較容易自我感覺經驗到負向生活事件，這也許與個人感覺有

關，而不代表事實(Hamilton, 2000)。總之，負向生活事件與個體維持或轉

變為不安全依附型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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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向重要他人與正向重要經驗對不安全依附型態有矯正的效果： 

早年不安全依附型態並非穩定而不可改變，Bowlby(1973)指出三種可

能矯正早年負向依附經驗的路徑： 

(1)在童年時期，遇到其他具有支持性的重要他人； 

(2)在生命中的任何時期，接受專業的心理治療；  

(3)經營穩定而滿意的親密關係。 

當我們能提供適當的支持和介入時，或者當事人經驗到不同的環境或

不同的關係時，內在運作模式是可能也是可以改變的(Iwaniec & Sneddon, 

2001)。以下說明對不安全依附型態有矯正效果的正向重要他人和正向重要

經驗： 

(一)特定成人親密關係： 

一段滿意的親密關係可以使不安全依附者比較具有安全感，而轉變不

安全依附風格為安全依附風格；然而，經歷一段不安全的親密關係也可能

影響一個原來是安全依附的人，使其轉變為不安全依附(Parker & 

Handi-Pavlovic, 1984；Howe, 1995,引自 Iwaniec & Sneddon, 2001)。 

(二)心理治療關係： 

Bowlby (1988)指出負向的依附表徵模式可以被改變，一些特定情況，

如：具支持性的關係或心理治療情境，能幫助個體修通(work through )過去

的傷痛，並且幫助他們重建依附心理模式。當成人可以接近自己被粗暴撫

育的回憶，情感性的經歷與早年依附關係有關的創痛，重新思考過早年經

驗、承認早年經驗對他們本身造成的負向影響時，這個人就有希望可以建

立對過去依附關係的一致觀點，對依附關係一致的觀點可以使個體連結到

敏感的、有同理心的撫育行為，然後自原生家庭中自主獨立出來，重新建

立安全的依附關係，同時也可以決定性的打破不安全依附的代間循環

(Bretherton, 1985; Main & Goldwyn, 1984; Waters, Weinfield , & Hami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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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三)與過去經驗不同的關係互動： 

蔡順良(民 90)指出「貴人」在個體發展上所造成的正面影響，所謂「貴

人」即客體關係中所稱的「好客體」(good object)，透過和好客體互動，內

化好客體的特性，經由共生的「好自體—好客體表徵」，再進一步分化為

「好的自體表徵」與「好的客體表徵」，最後發展出完整的自體與客體恆

常性，進而調整其內在運作模式，使人生方向更為正面。 

Sroufe, Egeland,與 Kreutzer(1990)、Lewis與 Feiring(1991)、Rothbard

與 Shaver(1994)、 Parker, Barrett,與 Hickie(1992)也指出，不同於原有運作

模式的重要他人關係互動(如：師長、親戚、社團、朋友…等)，有可能促

成人們調整原有的運作模式，使它可以符合當下的經驗。 

小結： 

    簡而言之，以上三點主張：與原有負向內在運作模式不同的關係及環

境，可能促成依附型態的改變。 

七、個體的先天氣質與遺傳因素： 

父母養育(parenting)是親子之間的相互關係，人格和遺傳而來的氣質都

影響著這份關係，親子相互關係的重要影響力和養育(rearing)是並立的

(Kendler, 1996)。心理發展學家認為，嬰幼兒能夠參與、經驗、影響以及表

徵他們的環境，而且個體和環境的特徵會隨著時間呈現連貫不變，因此嬰

幼兒的依附品質深受其遺傳因子與天生氣質所影響(Mehler & Dupoux, 

1994; Sroufe, 1997；引自Waters, Hamilton, & Weinfield, 2000)。 

由於兒童氣質會受到基因遺傳的影響，所以生理基礎的人格因素無法

被排除在依附型態連續性研究範疇之外，雖然遺傳因素很難改變，但這可

以透過教育、訓練、諮商、輔導、親職教育來減低它的負向影響力，Iwaniec

與 Sneddon(2001)的研究就顯示，對弱勢家庭的介入處遇有助於發展遲緩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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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發展情形，甚至扭轉早年不安全依附型態而在其成人時期呈現成人

安全依附型態。Harlow(1958)的研究也發現，天生焦慮的小猴若由深具愛

心的母猴所教養，長大後牠的表現跟其他健康的猴子沒有兩樣，但是天生

焦慮的小猴若由其生母所養育，長大後其焦慮傾向仍與其生母相似，此研

究結果指出小猴的焦慮傾向可能是源自於主要照顧者焦慮的照護方式，而

非遺傳所導致。Neale, Walters, Heath, Kessler, Perusse, Eaves (1984)的研究

亦指出是不良的雙親教養態度引發後代的憂鬱，而不是嬰幼兒的憂鬱導致

對雙親教養態度的負向知覺(引自 Enns, Cox, & Larsen, 2000)。 

個體的依附型態以及依附代間傳遞的現象都牽涉到遺傳基因的影響

力，遺傳基因使依附型態傾向於呈現穩定的狀態，並且透過基因傳遞而產

生依附代間傳遞的現象，遺傳基因深深影響著個體以及代間傳遞的依附情

況，其影響力是很重要的，本研究並不把遺傳因子與先天氣質列入研究範

疇，但諮商輔導與親職教育…等介入處遇可以減低先天氣質與遺傳所造成

的負向影響，這個概念是已經被證實的了。 

八、小結： 

由上可知，個體的早年依附經驗容易型塑其內在運作模式，當內在運

作模式形成之後，個體傾向於依照其已有的內在運作模式選擇與早年依附

經驗一致的人際關係，這使得其所處的環境傾向於穩定，而導致其依附型

態趨向於穩定不會改變。然而，個體的依附型態並非全然穩定不可改變，

當遇到負向事件時，個體有可能轉變為不安全依附；或者在人生的過渡時

期，個體重新評估自我價值以及與他人的關係，而改變其原有的依附型

態；又或者個體有可能在日後遇到與早年依附關係不同的親密關係、治療

關係或者正向的重要他人經驗，而轉變為安全依附型態。總之，依附型態

或許傾向於穩定不變，但改變還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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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依附型態連續性之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顯示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不變(Waters, Treboux, Crowell, 

Merrick, & Albersheim, 1995；Hazan & Hutt, 1993；Scharfe & Bartholomew, 

1994; Kirkpatrick & Hazan, 1994; Baldwin & Fehr, 1995; Hamilton, 2000; 

Waters, Merrick, Treboux, Crowell, & Albersheim, 2000；Buelow, Lyddon,& 

Johnson, 2002)，他們指出早年雙親撫育溫暖與否的經驗會影響孩子日後建

立支持性關係的能力，支持精神分析學派認為早年客體關係品質會影響日

後的情感關係模式的觀點。 

然而，也有些研究(Weinfield, Sroufe, & Egeland, 2000; Zimmerman, 

Fremmer-Bombik, Spangler, & Grossman, 1997; Lewis, Feiring, & Rosenthal, 

2000)顯示依附連續性並非必然，Parker(1994)認為成人當下的親密連結與

早年親子連結並無顯著相關，早年依附關係並非一定是日後成人依附關係

的原型，除非早年經驗是非常不幸的(Parker, Barrett,& Hickie, 1992)，而且

成人依附型態常常受到個體最近的關係品質影響，早年依附經驗的影響反

而比較小(Parker, 1994； Kobak, 1994；轉引自Whiffen, Kallos-Lilly, & 

MacDonald, 2001)，Weinfield, Sroufe, 與 Egeland (2000)更提出自己的看法

認為，一些研究者將其研究結果解釋成依附型態有相當的穩定性，但這些

研究的結果其實也同時顯示了依附型態有相當的不連續性。 

Weinfield, Sroufe,與 Egeland(2000)的研究指出，貧困家庭與高壓力家

庭的子女比較不容易維持其依附型態的穩定，也比較容易由早年安全依附

型態轉變為成人不安全依附型態，原因是因為貧困與高壓力家庭的環境可

能比較不穩定，主要照顧者提供的照顧品質不穩定，以及貧困、高壓力家

庭的子女可能比其他家庭的子女更容易經歷負向事件，如：親子關係(或照

顧者與孩童的關係)瓦解、分離經驗、失落經驗、一般的家庭壓力…等，都

會降低照顧者的照顧能力，使孩童的依附風格改變(Hamilt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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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2000)的研究顯示父母婚姻狀態不會影響個體的依附連續

性，但 Lewis, Feiring,與 Rosenthal(2000)的研究指出父母婚姻狀態會影響個

體的依附連續性，其關鍵可能在於父母婚姻狀況是否影響到父母提供的照

顧有效性與反應性，在傳統家庭中的父母親多半比較能夠提供完善的養

育，而非傳統家庭所能提供的照顧可能就不是那麼具有有效性與反應性，

而導致其子女的不安全依附型態。以下是研究者所整理近年來有關依附型

態連續性的重要研究，如表 2-2-1： 

表 2-2-1 近年來有關依附型態連續性的重要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式與工具 研究結果 

陳秀蘭(民 89) 153名孕婦 問卷調查： 
父親母親依附量表、婚姻調

適量表、孕期親子聯結量表

早年依附關係可有效預測孕期

親子聯結和婚姻品質。 
早年依附關係、婚姻品質可有效

預測孕期親子聯結。 

Sibley與 Liu 

(2004) 

成人受試者 縱貫研究(六週)： 
親密關係經驗量表—校正版

(Revised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questionnaire；ECR-R；

Fraley, Waller, & Brennan, 
2000) 

依附焦慮傾向與逃避依附傾向

在六週內都呈顯著的穩定。 
此研究將依附傾向視為一種特

質，認為依附傾向(至少在短時
間內)是穩定的。 

Weinfield, Whaley,
與 Egeland (2004) 

125名來自貧窮家
庭的高危險群受

試(從嬰兒期到青
少年晚期)。 

縱貫研究(從嬰兒期到青少
年晚期)： 
陌生情境法(12至18個月大
時)、成人依附晤談(19歲
時)、家庭環境觀察。 

高危險受試的安全依附連續性

未達顯著。 
高危險受試的不安全依附連續

性達顯著。 
依附的連續或改變與以下因素

有關：嬰兒的先天氣質、母親的

生活壓力、家庭功能、早年受虐

經驗、家庭環境特徵…等。 

Cozzarelli, Karafa, 
Collins,與 Tagler 

(2003) 

442名女性社區樣
本。 

問卷調查(兩年追蹤)： 
依附量表、早年經驗問卷。

在兩年內有46%的女性受試改
變其依附型態。 
依附型態改變與一些因素有

關，負向因素，如：憂鬱症史或

被虐經驗，使得個體的不安全依

附傾向升高；正向因素，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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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增加或感到較多支持，則使得

個體的安全依附傾向升高。 
關係相關事件，如：離婚、親近

的人的逝去，和依附型態的穩定

或改變的相關都不強。 
雖然依附型態隨著時間呈中度

穩定，然而了解自己個人經驗、

人際關係經驗，兩者與依附型態

有意義的改變有關。 

Davila與 Cobb 

(2003) 

94名年輕成人。 問卷調查(一年追蹤)： 
依附型態量表、依附型態晤

談。 

經歷過特定弱勢因子者，傾向於

改變其依附型態，因為他們沒有

清楚的自我與他人心理表徵。

生活壓力模式(life stress model)
認為改變發生在適應新的人際

關係或生活環境時。 

Buelow, Lyddon,和

Johnson (2002) 

100名尋求輔導的
大學生(66女、34
男) 

問卷調查：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PBI)、 
關係量表(RQ; Bartolomew 
& Horowitz,1991)、因應資源
問卷(CRI;Coping Resources 

Inventory) 

成人安全依附和理想的早年被

撫育經驗(高照顧、低過度保護)
有關。 
成人恐懼依附和負向早年被撫

育經驗(低照顧、高過度保護)有
關。 

Gloger, Gomille, 
Koenig,與

Vetter(2002) 

28個德國家庭(孩
子與其母親)。 

 

縱貫研究(1歲~5歲~6歲)： 
陌生情境法(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孩子一
歲時，測量母嬰依附情形)、
兒童依附評估-布偶故事敘
說法(a story completion 
procedure in doll play ；
SCPDP；於孩子六歲時測孩
子的依附情形)、成人依附晤
談(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於孩子五
歲時測母親的依附情形) 

孩子一歲到六歲時的依附情形

顯著傾向於穩定。 
孩子一歲和六歲時的依附型

態，都與其母親的依附型態(孩
子五歲時)有關。 

Lopez與 Gormley 

(2002) 

207名大學生，於
大學一年級開學

時和學年即將結

束時填寫自陳量

表。 

問卷調查(一年追蹤)： 
成人依附型態量表。 

成人依附型態的穩定與改變，和

自信心的改變、問題因應型態的

改變、心理困擾的改變、自信程

度的變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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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niec和

Sneddon(2001) 

44非器質性發展
遲緩者(完成31人)

20年縱貫研究： 
介入處遇、深入訪談。 

依附型態連續比率為 68%，持續
安全依附比率 42%，持續不安全
比率 26%。 
依附型態轉變比率為 32%，其中
習得安全依附比率 29%，目前不
安全依附比率僅 3%。 
介入處遇可以幫助安全依附型

態的維持或產生。 

Swanson與

Mallinckrodt 
(2001) 

125名大學生(60
男、65女)。 

問卷調查： 
抽離愛量表(Love Withdrawl 
Scale)、家庭環境量表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親密關係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 

雙親有條件式的愛與成人時期

的焦慮依附傾向、逃避依附傾向

呈正相關，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

呈負相關。 
男大學生成人時期的焦慮依附

傾向、逃避依附傾向與記憶中低

程度的家庭溫暖和低程度的家

庭回應有關。 
女性的成人焦慮依附傾向和逃

避依附傾向與記憶中家庭結構

界線的違反(violation)有關。 

Bar, Sutton, Fox, 
Marvin (2000) 

48名孩童。 縱貫研究(於14個月大、24
個月大和58個月大時)： 
環境觀察、訪談、生活事件

問卷。 

依附型態的變動與負向生活事

件(或較少正向事件)有關。 
14個月大到24個月大的幼兒，其
依附型態的穩定性達顯著；但14
個月大到58個月大的幼兒依附
穩定性未達顯著，24個月大到58
個月大的幼兒依附穩定性也未

達顯著。 
依附型態不穩定的幼兒及其母

親都報告較多負面生活事件、較

少正向生活事件。 
顯著的依附穩定性比較常發生

在安全依附的情形下。 

Hamilton (2000) 30個來自「家庭風
格計劃」(Family 
Lifestyles Project；
FLS)家庭，其中
40%為雙親家庭。

縱貫性研究： 
陌生情境法(12個月大時)、
負向生活事件、青少年依附

晤談(Adolescent Attachment 
Interview；17歲~19歲)。 

嬰兒時期到青少年期的依附型

態傾向於穩定。 
早年依附型態可以有效預測青

少年依附型態。 
負向生活事件與依附型態的改

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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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 Feiring, 
Rosenthal (2000) 

84名(36男、48女)
來自中產階級的

子女(1歲~13歲~18
歲)。 

縱貫性研究： 
陌生情境改良版(1歲時)、自
傳式回憶童年經驗法(13
歲)、成人依附晤談(18歲)、
適應量表-自評版、母評版、
師評版(13歲與18歲)，以及
父母婚姻狀態。 

1歲到18歲依附情形的連續性未
達顯著。 
青少年的不適應情形與其嬰兒

時期的依附型態無顯著相關。

父母離婚與早年依附經驗的回

憶(13歲)有關。 
父母離婚與成人不安全依附(18
歲)有關。 
不安全依附成人的適應情形較

安全依附者差。 

McCutcheon 
(2000) 

215名受僱成人(平
均年齡37.7歲)，其
中99人自陳現在
的依附關係溫

暖；16人自陳早年
依附關係冷漠，17
名自陳早年與父

母焦慮依附。 

問卷調查： 
生命角色特質量表(Life 
Role Salience Scales；測量早
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情

形)、工作滿意度量表。 

早年依附型態與成人依附型態

的連續性並未達顯著。 
早年與父母焦慮依附經驗與成

人焦慮依附傾向並無顯著相關。

Waters, Merrick, 
Treboux, Crowell,
與 Albersheim 

(2000) 

來自中產家庭的

受試者 
20年縱貫研究 中產家庭的受試者多為安全依

附，且達顯著的依附連續性。

依附型態改變與負向生活事件

有關。 

Weinfield, Sroufe,
與 Egeland(2000) 

57名來自貧窮家
庭的發展障礙高

危險受試者。 

縱貫性研究： 
陌生情境法(12個月大和 18
個月大時)、成人依附晤談
(AAI;19歲) 

成人早期，高危險受試以逃避依

附型態為多。 
來自弱勢家庭的高危險受試的

早年型態也許是安全依附的，卻

在成人時期轉為不安全依附

型，無明顯證據顯示早年依附型

態與成人依附型態的連續性。

早年到成人的依附連續性與變

動，和早年受虐經驗、母親憂

鬱、青少年前期家庭功能…等有
關。 

由以上表格可知：目前國內的依附型態連續性研究較少，將早年依附

型態、成人依附型態同時列入生活適應情形考量的國內研究也較少，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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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將早年依附型態、成人依附型態同時納入研究架構，以釐清兩者與個

體生活適應的關係。 

肆、依附連續型態之一—習得安全依附的相關文獻與研究： 

一、習得安全感(earned-security)的定義： 

George, Kaplan, 與Main於 1984年設計了成人依附晤談，這是一個半

結構性的臨床訪談，評估成人「現在對於依附的心智狀態」及「可能的童

年經驗」，以瞭解個體被撫育的經驗觀感，其中對負向童年經驗有一致觀

感的是「習得安全依附者」；對負向童年經驗建立了不一致觀感的是「不

安全依附者」；對正向童年經驗建立了一致的觀感的是「持續安全依附者」

(Pearson, Cohn, Cowan, & Cowan, 1994)。 

Main與 Goldwyn(1985/1999)提到「習得安全依附」，這群特別的受試

者在早年原本是不安全依附者，卻突破早年有缺陷的依附經驗，在自己內

心重新建立了安全的依附狀態，這就是「習得安全依附者」；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則表示「習得安全依附者」是真實克服其在早年遭

受到的惡意對待，可能是嬰兒時期的不安全依附，或者是孩童、少年時期

遭到粗暴的撫育而引起的不安全依附，他們是真實遭遇這些負向被撫育經

驗，且真實克服了不安全依附經驗，而在成人時期轉變為安全依附。 

二、習得安全依附的相關研究： 

Pearson, Cohn, Cowan, 與 Cowan (1994)以成人依附晤談、自我評定憂

鬱症狀量表以及觀察每對親子的互動關係發現，習得安全依附的父母憂鬱

傾向較類似於不安全依附的父母，兩者的憂鬱傾向皆高於安全依附的父

母，這意味著即使習得安全依附者現在的心理狀態是穩定且安全依附的，

早年不幸童年經驗對他們仍然會造成情緒上的阻礙，憂鬱傾向可能是習得

安全依附者對早年不幸的負向情緒反應。然而，與 Pearson等人(1994)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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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相反的是，Parker 與 Handi-Pavlovic (1984)研究發現，成人親密關

係可能可以解除早年親子關係剝奪所造成的影響，那些早年缺乏父母照

顧，但後來有親密伴侶照顧的成人，他們似乎克服了早年的缺憾，而比較

不容易罹患憂鬱症；至於那些早年擁有父母理想照顧，後來的親密伴侶卻

缺乏照顧特質的人，他們罹患憂鬱症的比率跟持續缺乏照顧的人是幾乎一

樣高的，這個研究顯示個體的憂鬱傾向與當下的人際關係比較有關，良好

的親密關係可以克服早年負向經驗所造成的憂鬱弱勢因子。 

另一方面，Pearson等人(1994)的研究亦顯示習得安全依附父母的撫育

型態的溫暖與結構化與持續安全依附的父母一樣好，同時兩者的撫育型態

都優於不安全依附的父母。Phelps, Belsky,與 Crnic (1998)的研究結果與

Pearson等人(1994)一致，都顯示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撫育品質與持續安全依

附者一樣好。Phelps等人(1998)表示，習得安全依附婦女在高壓力下的撫

育品質與持續安全依附婦女相等，兩者的撫育品質皆高於不安全依附婦

女；低壓力下所有婦女的撫育品質都很好，沒有顯著差異。此研究提供了

一個關鍵的證據，證據顯示習得安全依附者是確實的打破代間循環，無論

生活壓力大小，習得安全依附者皆能提供良好的撫育，所以低生活壓力情

境已經不能被視為是潛在的緩衝因子。 

Paley, Cox,與 Burchinal (1999)以夫婦為研究對象，探討婚姻功能與配

偶依附立場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習得安全依附妻子的情緒管理能

力和持續安全依附一樣好，而且比偏執依附或疏離依附型妻子的情緒管理

能力都要好；配偶為持續安全依附的婦女，比起配偶為習得安全依附的婦

女，表現更多正向婚姻行為。由研究結果可知，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情緒管

理能力比成人不安全依附者良好，但習得安全依附者與持續安全依附者在

婚姻上的表現仍有差異。 

 Moller, McCarthy,與 Fouladi(2002)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並以雙親教

養態度量表的關懷分數、成人依附型態問卷(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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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Q)的自信(confidence)分數區分依附連續型態，研究結果顯示，一段關係

破裂時，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功能與持續安全依附者非常相似，兩者因

應資源也是沒有顯著差異的，也就是說，習得安全依附型的人並沒有顯著

持續心理功能弱勢因子的情況發生。研究者將近年來依附連續型態的重要

研究列出，如表 2-2-2： 

 
表 2-2-2近年來依附連續型態的重要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變項與研究結果 

Grich(2002) 大學生 深入晤談、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晤談(AAI)、成人依
附問卷(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AAQ)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適應情形與關係

滿意度與持續安全依附者相似，而

且其適應力和關係滿意度比不安全

依附者高。 
早年依附經驗與目前依附型態對適

應狀況和關係滿意度都具有影響

力。 

Moller, McCarthy, 
與 Fouladi(2002) 

250名在最近一年
經歷一段關係破

裂的大學生(18-34
歲，62%女，61%
歐裔美國人) 

問卷調查：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 
依附型態量表(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ASQ; 
Feeney, Noller, &  
Hanrahan,1994)、UCLA寂寞
量表、無助量表、負向心情

量表、因應資源量表、

Hopkins診斷檢核表 

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面對關係破裂

的功能與持續安全依附者非常相

似，他們的因應資源沒有顯著差

異。換句話說，習得安全依附者並

無顯著繼承心理功能弱勢因子。 

Roisman, Padron, 
Sroufe,與 

Egeland(2002) 

某研究計劃的受

試者 
23年縱貫研究： 
陌生情境法(用於 12與 18個
月大時)、成人依附晤談
(AAI；用於成年) 

 

回溯性習得安全依附者早年並無顯

示比持續安全者更高的焦慮依附；

成人時期也無較多困擾，其成人親

密關係和持續安全依附者一樣好。

回溯性習得安全依附者比持續不安

全依附者有更好的家庭環境和母親

撫育。 
此研究認為回溯性依附連續的分類

方針無法成功區辨習得安全依附與

持續安全依附在早年依附型態的差

別。 

Paley, Cox,與 138對夫婦 深入晤談、情境觀察： 習得安全依附婦女情緒管理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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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chinal(1999) 成人依附晤談(AAI)、 
情境觀察(問題解決任務) 

持續安全依附附女一樣好，這兩類

婦女的情緒管理能力比偏執、疏離

依附婦女好。 
伴侶為持續安全依附者的婦女，其

婚姻正向行為頻率高於伴侶為習得

安全依附者的婦女。 

Phelps, Belsky,與 

Crnic (1998) 

97名有子女的母
親 

深入晤談、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晤談(AAI)、壓力量
表 

高壓下，習得安全依附婦女的撫育

品質與持續安全依附者一樣好，兩

者的撫育品質皆高於不安全依附婦

女。 
低壓下，習得安全依附婦女、持續

安全依附者和不安全依附者所提供

的撫育品質都很好。 

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 

40名學前兒童的
父母(男 22,女 18；
10名持續安全依
附者,10名不安全
依附者,20名習得
安全依附者) 

深入晤談、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晤談(AAI)、流行病
學研究中心憂鬱感量表

(CES-D)、情境觀察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憂鬱比率高於

持續安全依附者，較類似於不安

全依附者。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撫育品質與持續

安全依附者一樣好，且兩者的撫育

品質都優於不安全依附的父母。 

以上的研究顯示，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情緒管理能力、撫育能力以及關

係失落時的調適能力都與持續安全依附者一樣，只有 Pearson等人(1994)

的研究顯示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憂鬱傾向高於持續安全依附者，而與不安全

依附者較為相似，由於 Pearson等人(1994)的研究樣本較小，故本研究以問

卷方式以較大樣本，來探討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情緒狀況。 

三、有關習得安全依附的研究限制： 

時至今日，大多數的研究都將習得安全依附和持續安全依附視為自主

安全依附，這是因為有研究發現，持續安全依附者與習得安全依附者的子

女在陌生情境當中都傾向於呈現安全依附(Main & Goldwyn, 1990)。一些研

究並沒有測試不連續假說，主要原因是習得安全依附者幾乎從未直接與持

續安全依附者比較，這兩種安全依附類型常常都被歸結成同一個自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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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組，而組內變異量則被視為是隨機誤差的作用(Pearson, Cohn, Cowan, 

& Cowan, 1994)。然而，可想而知的是，這兩種安全類型之間其實有著意

義性的差異存在。 

有關習得安全依附的回溯性資料是否真實反映其早年經驗，或者是因

為習得安全者受到後來經驗的影響，使他們的詮釋方式不同於早年經驗，

這些從回溯性資料中是無法證實的(Henry, Moffitt, Caspi, Langley, & Silva, 

1994; Yarrow, Campbell, & Burton, 1970； Roisman, Padron, Sroufe, & 

Egeland, 2002)。Roisman, Padron, Sroufe,與 Egeland (2002)的研究顯示，回

溯性的習得安全依附者與持續安全依附者在嬰兒時期所經歷的焦慮依附

並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回溯性習得安全依附者所報告的負向早年經驗也許

不能呈現個體早年經驗的事實，亦即回溯性依附分類指導方針，可能無法

成功的區辨習得安全者與持續安全者在早年依附型態的差別。 

Whisman與 Kwon (1992)研究發現，年輕成人對父母照顧品質的回憶

與憂鬱程度有關，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被憂鬱信念所中介。有研究認為個

體回憶早年被撫育經驗並不能呈現事實(Lewis, Feiring, & Rosenthal, 

2000)；一些研究顯示負向的心情狀態，會增加負向的回憶提取(Blatt & 

Homann, 1992；Bower, 1987; Gerlsma, Emmelkamp, & Arrindell, 1990)；而

且憂鬱心情可能會影響個人的認知功能和對依附關係的知覺，已有一些研

究顯示心情會影響自傳回憶(Blaney, 1986; Dalgleish & Watt, 1990; Matt, 

Vazquez, & Campbell, 1992; Singer & Salovey, 1988)。 

然而，一些研究(Parker, 1981；Richter & Eisemann, 2001；Duggan, Sham, 

Minne, Lee, & Murray, 1995)卻顯示憂鬱心情對雙親教養態度的影響是很小

的，知覺的父母養育情形呈現相當高的穩定性、不受症狀或心情狀況改變

的影響，所以成人所提供的父母養育的回溯性資料是可以使用的，但這些

資料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偏誤，若以一個被標準化過後的行為導向問卷測

量，對父母養育的回憶應該可以被視為一個客觀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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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雖然有些研究顯示對雙親早年教養態度的回憶受到個體情

緒的影響，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個體所回憶的被撫育經驗是穩定的，兩派說

法沒有定論，但是對兒時經驗的重新建構，無論準確與否，也確實反應著

個人對事件的知覺。雖然回溯方法所定義的習得安全依附情形可能無法代

表事實，然而為了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蒐集更多樣本資料，本研究仍決定採

用回溯方式來做習得安全依附者生活適應狀況的研究，個體在當下對過去

經驗的感受雖不見得是事實，卻仍有其意義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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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憂鬱的相關理論 

壹、憂鬱的流行病學及其重要性： 

最近二十多年來，由於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的迅速變遷，「憂鬱」增

加，已成為保健、醫療單位最關心的疾病之一(葉英堃，2000)，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人口與健康調查中心於民國 92年，以台灣人憂鬱量表調查十五

歲以上的民眾的憂鬱狀況，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八點九有憂鬱症狀，其中

男性佔百分之六點九，女性佔百分之十點九，憂鬱程度達重鬱症比例(台灣

人憂鬱症量表得分達十五到十八分者)達百分之五點二，其中女性是男性的

一點八倍(鄧淼、李網，民 93)；在美國約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成人曾罹患

嚴重的憂鬱症，其中女性大約是男性的兩倍(Hales & Yudofsky,1996; 引自

簡明建,民 88)。世界衛生組織(WHO)目前將憂鬱症、癌症、愛滋病並列為

二十一世紀的三大疾病(胡幼慧，民 80)，並且指出憂鬱症是目前導致殘疾

的第四大原因，其中終生重鬱症（major depression）人口佔全球人口數之

百分之十到二十，而輕度憂鬱症常被患者及健康醫療專業人員所忽略，估

計約有百分之四十的憂鬱者未被診斷及治療（Anderson, 2001）。由上可知，

憂鬱症或憂鬱症狀在全球各地，包括台灣，是普遍的且漸受重視，再加上

憂鬱症狀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甚鉅，因此憂鬱相關研究是重要的。 

貳、憂鬱的定義： 

根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之診

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IV, 1994）

的定義，憂鬱是一種徵候群及許多症狀的複合體（孔繁鐘、孔繁錦，民 87）。

換言之，憂鬱是情緒的症狀、症候群或疾病，且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

術語之一。憂鬱可為短暫或持久的，是以情感障礙為主要症狀的心理異

常，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曾經有過憂鬱的現象，故有所謂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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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上的小感冒」之別稱（池汾玫，民 91）。 

一、憂鬱症的診斷標準： 

憂鬱症是一種「情感性疾患」，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協會 1994年出版的

「心理疾病診斷準則」,提到有關憂鬱症的診斷標準九項（孔繁鐘、孔繁錦，

民 87）： 

1.憂鬱的心情，幾乎每天都有； 

2.每天心情動盪或遲滯； 

3.活動、興趣.樂趣顯著減少，此情形幾乎天天發生； 

4.疲憊不堪或失去活力； 

5.每天嗜睡或失眠； 

6.無價值感或不合宜的罪惡感(到達妄想的地步)； 

7.思考力、專注力減退、無決斷力； 

8.食慾大增或食慾大減； 

9.反覆出現死亡的念頭。 

    以上症狀同時出現五項以上，持續兩週以上即可能診斷為憂鬱症。 

二、憂鬱症的成因： 

郭志通(民 90)指出憂鬱症的成因複雜，導致憂鬱症的可能成因如下： 

1. 遺傳：從流行病學的資料及遺傳學的證據顯示，罹患憂鬱症的雙親育

有同樣罹患憂鬱症的子嗣，機會是正常父母親的兩到三倍。 

2. 生物化學物質的改變：當大腦傳導物質失去平衡，特別是血清素和正

腎上腺素，會導致憂鬱症狀的產生。 

3. 疾病：某些疾病可能引發憂鬱傾向，如：帕金森症、癌症、腦瘤、甲

狀腺疾病…等，都可能引發憂鬱症。 

4. 藥物：許多藥物(例如:抗帕金森症的藥物、抗發炎藥、A酸…等藥物)

有導致憂鬱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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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格特質：低自尊、完美主義、思想悲觀、挫折容忍度低、依賴性人

格特質較易罹患憂鬱症。 

6. 知覺性的失落和壓力：幼年創傷經驗、生活壓力事件、重大災難、挫

折的人際關係…等足以影響個人的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加重個體的憂

鬱傾向。 

7. 季節：季節情感症(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好發於秋冬之際，

尤其是陰雨綿綿的地方。 

參、憂鬱的心理社會相關理論： 

憂鬱的心理社會觀點在七○年以後備受重視，其中憂鬱的認知行為模

式更是此一主流的代表。以下是憂鬱的心理社會相關理論： 

一、心理動力學派： 

(一)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在傳統的精神分析理論裡，Freud在所出版的「悲傷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人處在失落狀態時—可能是失去了一

個所愛的人，也可能是失去了對他來說在心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事物，一開

始他會感到悲傷，悲傷(Mourning)是對失落的正常反應，然而當悲傷持續

太久時，就成為憂鬱(Melancholia，等同於 Depression)，是一種病態的反應

(王艷萍，民 89)。 

(二)自我心理學模式(Ego Psychology Model)： 

在自我心理學模式當中，Bibring對於憂鬱症的解釋則是強調「自我狀

態」的重要性，他認為憂鬱症的產生源於個人預期的目標和無法達到目標

之感受的矛盾心結，這種衝突往往是急性的，會導致自尊的崩潰。與憂鬱

有關的個人三大目標是： 

(1) 希望自己是有價值的、被愛和被重視； 

(2) 希望堅毅、優越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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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愉快和仁慈。 

憂鬱來自於高度熱望和深知無法達到這些目標的一種精神緊張，起初

是焦慮和生氣，當情況持續下去時，繼之發展的是無助和憂鬱(陳彰惠，民

86；引自王艷萍，民 89)。 

二、認知取向理論： 

(一)Beck的認知模式： 

Beck(1967, 1976, 1987)建立了憂鬱認知模式，假定組織、處理以及解

釋訊息的方式深深影響著情緒反應及功能，Beck的理論成為極為重要的研

究主體，也是處理憂鬱症極為有效的處遇方式(Henriques & Leitenberg , 

2002)，以下是憂鬱認知模式的重點： 

1.憂鬱認知三元素的概念：即憂鬱者對自己、對世界、對未來均持負向看

法。 

1)憂鬱者對自己的看法、想法和思考習慣傾向持消極或負向的觀點，他

們習慣於認為自己無能、不適當、有病或沒人要，相信自己欠缺享受

幸福的基本條件。 

2)憂鬱者習慣性的把目前的經驗往消極方向解釋，認為命運對他過分要

求，對他所追求希望所做的努力有太多干涉。他們總是把自己和週遭

環境的互動視為是失敗的，認為自己是失敗者，認為許多事情是遙不

可及的。 

3)憂鬱者對事情的後果與未來習慣的持負向悲觀之看法，預期未來是悲

觀而絕望的。他們傾向於經常沉湎於過去失敗之經驗，而不去正視未

來成功的可能性。 

由於此憂鬱認知三元素會使得憂鬱個體在感情、動機和行為上產生不

適應。 

2.負向的認知基模(negative sche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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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認為有三個負向的認知建構在憂鬱症的病原學和現象學上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個負向認知建構列如下(Henriques & Leitenberg, 2002)： 

1)失功能的態度：係指一種比較穩定的信念系統，它的本質是不切實際

以及完美主義。 

2)認知謬誤：係指解釋訊息的處理方式過度負向或悲觀。 

3)負向的自動化思考方式：係指個人對自己、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及自己

的未來抱持過度直接而負向的評價。 

3.認知謬誤(cognitive errors)： 

Beck(1976)認為負向自動化思考會造成訊息處理系統的扭曲，而導致

個體更多的負向感受，這種扭曲的訊息處理系統被 Beck稱之為「認知謬

誤」，這是一種隱而不顯的失功能信念，在面對特定壓力時，會導致非內

因性的憂鬱症，而錯誤的訊息與邏輯推理會使得憂鬱症狀持續。 

Beck, Rush, Shaw, 與 Emery (1979)提出憂鬱症患者常見的七種負向

認知謬誤： 

1) 過度概化(overgeneralization)：將一個負向結果概化到其他事件上，認

為其他事件也會有負向結果。 

2) 選擇性的斷章取義(selective abstraction)：只注意事件裡的負向特徵。 

3) 責任過度個人化(excessive responsibility)：將不好的事件視為自己的責

任。 

4) 隨意推論(predicting without evidence)：沒有任何證據，卻預期負面的事

情即將發生。 

5) 自我標籤(self-referencing)：認為自己不出色的表現是大家注意的焦點。 

6) 擴大或貶低—戲劇化(catastrophizing)：將不重要的事情視為重要，卻忽

略重要的事情，總認為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當中最糟的那件即將發生。  

7) 極端化思考(dichotomous thinking)：對於事物之看法或想法是極端的二

分法或絕對主義，認為一件事情不是好，就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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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憂鬱者有上述錯誤的訊息處理，因此他們常以不合現實的負向觀

點來評估自己、環境和未來，而感到無助和憂鬱(陳錫銘，民 81)。 

(二)「絕望理論(hopeless theory)」： 

Abramson, Metalsky,與 Alloy(1989)、Alloy, Abramson, Metasky,與

Hartlage(1988；引自王艷萍，民 89)提出「絕望理論」，指出常常對負向生

活事件做固定而整體歸因的人，他們認為未來會發生和當下負向事件一樣

的負向結果，甚至他們認為這個負向事件代表他們是匱乏的、沒有價值

的，所以在面對生活負向事件時，這樣的人比沒有負向推論型態的人，被

認為是更有可能得到憂鬱症，尤其是憂鬱症亞型—絕望型憂鬱症(hopeless 

depression)。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一直都有很高的絕望程度，而是

他們在面臨負向生活事件時,他們的絕望程度就會升高。 

(三)Becker的自我貶抑論(Self-derogated theory)： 

Becker認為憂鬱的形成是源自於三個機制： 

1.侷限的行動選擇(limited range of possible action)：係指個體對於外界的壓

力事件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持，以及對自身的掌控力較低，這種形勢是自

我力量缺乏與外界形勢惡劣交互作用所造成的。 

2.僵化的行為模式(rigid action pattern)：係指個體面對事件的強大壓力，缺

乏良好的因應策略或策略應用缺乏彈性，因此無法做出良好適應，並產

生不良的結果或結果預期。 

3.偏低的自我評價(low self-esteem)：係指面對事件結果或結果預期，參照

過高的評量標準，因此產生偏低的自我評價，這種偏低的自我評價是低

自尊或自貶的來源。 

Becker認為當個體行動選擇越受限制、行為模式越僵化、自我評價越

低，則憂鬱程度越高；而在相等的生活壓力情況下，上述三種特質越明顯，

則憂鬱程度越高(楊順南，民 85；王艷萍，民 89；陳柏齡，民 89；池汾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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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1)。 

(四)Seligman的習得無助模式(Learned hopelessness model)： 

Seligman認為個人若經驗到自己不可控制的事件時，會造成對後來該

事件的無反應，並導致動機、情緒、認知缺陷，合併造成習得無助感(引自

池汾玫，民 91)。Abramson, Seligman和 Teasdele等人於 1978年提出修正

後的習得無助模式，認為憂鬱的產生是因為個人具有負向的歸因風格，將

負向事件歸因於內在、穩定而概括的因素，在面對負向生活事件再加上外

在條件的配合，如缺乏社會支持和適當的因應策略，個人因而產生包含動

機、認知、情緒、自尊等的扭曲及低落等徵候，而這種負向的歸因風格與

憂鬱徵兆會進一步惡性循環使憂鬱持續下去(楊順南，民 85)。 

(五)Bandura的憂鬱自我效能模式： 

自我效能係指個人對自己能力及行為表現的知覺及自信，加強個人自

我知覺效能，將可促進個人心理運作能力的增加，因此一個人的自我效能

判斷與預期反應行為和情感反應有密切關係；故憂鬱者乃因過低的自我效

能預期所致(引自池汾玫，民 91)。 

(六)Nezu的憂鬱問題解決模式： 

Nezu, Nezu, 與 Perri (1989)強調個體與情境和時間是一種互動的過

程，也是一種社會認知的過程，主要的負向生活事件會導致問題的發生，

同樣的問題的發生也會導致生活改變，此兩者皆為壓力的來源，因此必須

去解除壓力，否則會出現負向的後果而導致憂鬱。 

(七)自我消音理論(Silencing the Self theory)： 

自我消音理論是 Jack結合「依附理論」與「關係中的自我理論」後所

提出的一個新理論，用以解釋女性與憂鬱症的關係(Thompson, 1995)。Jack

認為女性對自我的觀感建立在關係的基礎上，尤其是親密關係。Jack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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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從社會對女性期待與規範的經驗當中學得，她們被愛不是因為她們本

身，而是由於她們迎合他人的需要，是必須透過否認自己本身需求及感受

的重要性，並抑制自我的表達，即以犧牲自我的方式與他人建立關係，而

如此的行為模式導致女性自尊的喪失，而容易導致憂鬱症(王艷萍，民 89 )。 

三、行為取向理論： 

(一)Lewinsohn的行為模式： 

Lewinsohn(1974)根據行為學派的觀點，提出了憂鬱的行為模式。他認

為個體之所以憂鬱，乃是由於「反應—隨機正增強」所引起的。換句話說，

當個體表現一良好行為時，若沒有給予適當的正增強，則該行為將會被消

弱，且個體也會產生憂鬱的症狀(陳柏齡，民 89)。 

Lewinsohn(1974)認為個體所能得到的正增強受到三個變項的影響： 

1.個體所能得到增強事件的數目。 

2.個體生活的環境中所能得到增強的可能性。 

3.個體所具備與環境有效互動能力之多寡。 

由上可知，憂鬱的一些症狀可能是由於反應與隨機正增強的比率減少

所致(池汾玫，民 91)。 

(二)Rehm的憂鬱自我控制模式： 

Rehm (1977)提出憂鬱自我控制模式，他認為憂鬱是缺乏自我控制的結

果，個體達成目標之能力是透過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自我評價

(self-evaluation)與自我增強(self-reinforcement)等三個順序而完成，而憂鬱

即是缺乏此三種控制能力而產生憂鬱之症狀。Rehm認為憂鬱症狀有以下

六種： 

1. 只自我監控負向事件，而將正向事件排除。 

2. 只自我監控行為的短期後果，而忽略長期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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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行為表現設定了過嚴之標準。 

4. 有不適應的歸因型態。 

5. 缺乏自我增強。 

6. 過度的自我懲罰。 

小結： 

由以上各個不同的憂鬱理論，我們發現，不同的學者以及學派提出各

種不同的理論來解釋憂鬱，各理論皆有其假定及重視之處，也各有其解釋

不完善的不足之處，也有些學者試圖將各種憂鬱理論整合起來，如：楊順

南(民 85)提出憂鬱認知取向的整合理論，以成更完善而清楚的理論架構。

然而，本研究所提出的憂鬱理論供研究基礎之用，並不對於憂鬱理論統整

部分作進一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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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題解決的相關理論 

壹、問題解決的定義： 

一、問題解決是一種思考歷程或能力： 

如果不考慮個體的個別差異因素，而討論如何運用思考以解決問題，

則問題解決思考是一種歷程；若將個別差異視為影響問題解決的重要因素

來分析時，問題解決自然屬於個人的一種能力(林麗惠，民 88)。以下分別

以「歷程」以及「能力」以及其他角度來討論問題解決的定義： 

(一)視問題解決為思考歷程： 

張春興(民 80)定義問題解決為：「在問題呈現狀態下，個體經由思考達

到目的狀態的心理歷程。」張春興(民 83)更進一步定義問題解決為：「個人

在面對問題之時，綜合運用知識技能以期達到解決目的的思維活動歷程。」 

Sternberg (1996)指出：「問題解決是消除阻塞通往『解答』路徑上的障

礙。」Sternberg (1996)和 Bransford 與 Stein (1993)提出問題解決的七個流

程： 

1. 確認問題(problem identification) 

2. 定義問題(definition of problem) 

3. 建立問題解決的策略(constructing a strategy for problem solving) 

4. 組織跟問題有關的訊息(organizing information about a problem) 

5. 資源分配(allocation of resources) 

6. 監控問題解決(monitoring problem solving) 

7.評估問題解決的結果(evaluating problem solving) 

許多學者視問題解決為歷程的看法，國外如：Dewey亦認為問題解決

思考是一種心理活動的歷程，他的解題模式是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流程

(林生傳，民 84；李文忠，民 83)；Gagne (1977)定義問題解決為：「個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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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學過的概念與規則組合，應用到解決一個未曾出現的問題情境的過

程。」Kahney (1986)則定義問題解決為：「個體利用已學過的知識技能去

滿足情境的需求，而獲致解答的過程。」Glass 與 Holyoak (1986)指出，

問題解決或許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它們還是有共同的步驟(引自李文忠，民

83)；Hatch (1988)表示：「問題解決是尋求適當解決問題方案的一種過程。」

聯想學派也認為問題解決是一種歷程，在這個歷程中，個體嘗試使用各種

方法以解決問題(林麗惠，民 88)。國內如：鍾一先(民 86)認為問題解決為：

「尋求對某項問題獲得可行解答或結果的一種過程。陳梅英(民 91)定義問

題解決為：「個人運用先前知識、思考和技能去減少目前與目標間的存在

差異，最後達成目標的一種歷程。」最後，王順福(民 92)參考多個學者對

問題解決的看法後，總結為：「當個體面對問題情境時，以其舊知識與經

驗為基礎，運用思考重組知識獲致新經驗，以完成目標、解決問題的一種

心理歷程。」 

由上可知，國外如：Dewey、Gagne (1977)、Kahney (1986)、Glass等

人(1986)、Hatch (1988)、Bransford等人(1993)、Sternberg (1996)…等；國

內如：張春興(民 80,83)、鍾一先(民 86)、陳梅英(民 91)、王順福(民 92)…

等以及聯想學派，都以問題解決思考歷程為切入點，各根據自己的角度，

提出自己認為問題解決思考歷程是如何發生與進行的。問題解決歷程常用

在教育上，研究者討論問題解決歷程是為了幫助瞭解問題解決的理論基

礎；在此研究中，將問題解決視為一種能力，做為大學生生活適應的一個

指標，以下是將問題解決視為一種能力的理論與觀點的說明。 

(二)視問題解決為能力： 

Guilford(1977)認為問題解決是一種能力，如果將個別差異視為影響問

題的重要因素來分析時，問題解決就屬於個人的一種「能力」，Guilford以

結構模式來看待問題解決，他認為當訊息透過個體、環境輸入之後，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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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個體的過濾，使經過選擇的部分訊息通往較高層次的大腦中樞，再由記

憶儲存庫提供經驗和資料，讓認知活動能了解資料、認清問題、發掘問題

以及瞭解問題的本質，同時接受評鑑，再進一步使用擴散性思考產生眾多

解決問題的方法，再次評鑑這些方法的可用度，之後將所有的資料融會貫

通產生邏輯的結論，接受評鑑確定是否為最佳解決方案，最後將決定的解

決方案付諸實行。問題解決是從認知問題的開始到聚斂思考的過程中，隨

時進行評鑑工作，並從記憶中索取資料，做為資訊處理的依據，直到有最

理想方案才採取行動，其中方案的理想程度就意味著問題解決能力的高低

(引自李文忠，民 83) 。 

除了 Guilford (1977)將問題解決視為一種能力以外，Newell 與 Simon

提出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Process Theory)(Davis, 1973)也認為問題解決

是一種能力，個體因為在問題解決搜尋方式上的差異，導致問題解決程度

不同，不同的問題解決程度顯示著個體不同程度的問題解決能力。問題處

理者就如同一個訊息處理系統，問題在被解決之前，必須用某種方式表徵

在記憶中，即所謂的問題空間，包含狀態與運作器兩種成分，問題空間的

運作器可視為解決的方式，主要作用是消除初始狀態與目標狀態之間的差

距，以達成問題解決；問題解決有兩種搜尋方式，分別為心理程式的搜尋

方式和探索式的搜尋方式，心理程式的搜尋方式是依循特定步驟程序解決

問題，可保證問題的解決，但可能會耗費較多時間；探索式的搜尋方式是

由過去經驗產生問題解決可行的途徑，不保證問題一定得到解決，但較節

省時間(Medin & Ross, 1997；林麗惠，民 88)，個體在問題解決能力上的差

異，主要導因於不同的搜尋方式，導致初始狀況和目標狀況的差距減少程

度不同，初始狀態與目標狀態的差距減少越多代表問題解決能力越高(林麗

惠，民 88)。 

當我們考慮到個別差異因素時，問題解決就被視為一種能力，問題解

決能力的個別差異在於個體能夠將問題的初始狀況與目標狀況中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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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減到什麼程度。同時提出問題解決歷程的觀點與問題解決能力理論是為

了更嚴謹的研究基礎，由於本研究將問題解決這個變項視為大學生生活適

應的一個指標，所以本研究採取的取向是將問題解決視為一種能力，即問

題解決能力。 

二、問題解決的研究取向： 

問題解決能力的研究取向大致可分為二：一是客觀研究取向，使用量

表如：「方法目的解決量表」 (Means-End Problem-Solving Measure； MEPS; 

Platt & Spivack, 1975)或者「方法目的解決量表—修訂版」(Schotte & Clum, 

1987)；二是主觀知覺研究取向，即個體對自己問題解決能力的知覺

(Heppner & Petersen, 1982)，如：問題解決量表(Problem-Solving Inventory；

PSI; Heppner, 1988)。 

(一)客觀研究取向： 

客觀研究取向如：方法—目的分析(Means-Ends Analysis)；方法—分析

法是由 Newell與 Simon在模擬人類解題行為的計算機程式(稱為 General 

Problem Solver, GPS)所深入討論的方法(李文忠，民 83)。Medin 與 Ross 

(1997)解釋「方法—目的分析」包含了以下三個步驟： 

1)找出目標與目前狀況的差異， 

2)找出一個與該差異相關的運作器， 

3)使用該運作器減少差異。 

簡言之，即比較目標與現況的差異，找出最大的問題，將大目標分為

多個次目標，然後逐項解決，使差異減小，然後再重新比較差異，重複先

前的步驟，使每一個步驟的解決可以更接近目標情境。 

(二)自我評價取向： 

自我評價取向如：Heppner 與 Petersen (1982)所編製的問題解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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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Solving Inventory)，此量表施測對象為大學生，目的在於評量個

人所知覺的問題解決過程之行為和態度。不過並不代表個人實際生活問題

解決能力，Heppner 與 Petersen (1982)認為問題解決態度包含三個向度： 

1)問題解決的自信(problem-solving confidence)：面臨問題情境，是否具有

解決的信心。 

2)問題解決的趨避模式(approach-avoidance style)：面臨問題情境，是否直

接應付或逃避不理。 

3)自我控制(personal control)：面臨問題情境，是否能周詳計劃才付出行動。 

自我評價取向的測驗結果可以呈現個體對自己的觀感，以此評估個體

自我知覺適應狀況，在依附理論架構下，個體對自己的感覺比他人客觀對

個體的觀感更為重要，本研究採用自我評價取向來測量個體的問題解決能

力，以瞭解個體自我知覺適應狀況。 

貳、問題解決的理論基礎： 

(一)完形理論(Gestalt Theory)： 

完形心理學大約是在 1920年左右由Wolfgang Kohler, Kurt Koffka, 和 

Max Wetheimer在德國所創設發展，強調知覺的理解及問題的解決(盧淑

華，民 89)，完形學派認為，個體處於問題情境時，傾向於將問題情境看

成一個整體，對問題情境進行搜尋、了解、重組情境中的各項條件線索之

後，重新知覺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而頓悟出解決策略(Kaplan & Simon, 

1990; 楊美雪，民 83，鄭昭明，民 82)。完形心理學創始人Wertheimer認

為，思考是個人認知場地結構重新組合的歷程。個體在所處的環境中，面

臨事物性質或問題解決關鍵與個體原有的先備知識、經驗結構不符合時，

就無法有效解決問題，為達成問題解決目標，複雜的思考心理活動於焉產

生(Carey, 1986)。此外，Wertheimer認為人類的思考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

為「結構性的盲思」，另一種為「生產性思考」(Benjafield, 1992)，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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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思是指個體將之前類似的問題情境的解決經驗再製思考，但由於其所複

製的思考不能適合目前的問題性質或情境，而陷入無法有效解題的困境；

而生產性思考則是指個體在面對問題情境時，深入瞭解特殊問題結構，進

而組織建構有意義的知識與經驗，完成問題解決(林麗惠，民 88)。 

    完形學派在問題解決上強調問題結構的探討，對組成問題元素的適當

瞭解被視為是問題解決的「組織力量」。個體的經驗不能被分割為較小或

各自獨立的部分。問題解決過程包括開始組合作業的種種遷移，最後必然

可以引導出解答。「完形」意味著「整體要優於部分的總和」，所以 Kohler

認為問題解決失敗是因為缺乏整合經驗的能力(引自 Rowe, 1985; 盧淑

華，民 89)。 

    完形學派理論過分強調簡化的解釋，不能充分的說明觀察到的現象，

其討論的主要論點包括「頓悟」及「瞭解」等概念(引自盧淑華，民 89)。 

(二)行為理論(Behavior Theory)： 

    以刺激—反應為理論架構的問題解決研究，集中在反應選擇的機制

上，嘗試去描述和解釋影響解題者反應的因素。基本的概念是問題解決和

其他較高的認知過程皆依據操作制約及聯結法則來操作(Rowe, 1985; 盧淑

華，民 89)。 Thorndike認為問題解決是一種嘗試錯誤的行為，他從觀察

籠子裡飢餓的貓想要逃離出來吃食物的過程中得到一個結論：問題解決是

一種嘗試錯誤沒有多加思考的完成(柳秀蘭，民 84; 盧淑華，民 89)。 

(三)心理計量理論(Psychometric Theory)： 

心理計量的研究及其模式注重行為的結果而非行為本身，強調改善測

量的預測力；主張個體的問題解決行為與智力的因素有關。如：Cattell和

Horn的智力型態論—流動智力和固定智力、Guilford的智力結構論

(Structure of Intelligence)等，這些智力因素會影響或決定個體的問題解決能

力(Rowe, 1985; 盧淑華，民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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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計量理論不僅研究個別差異，也研究用測驗分數為基礎，來分析

個體的認知行為。心理計量取向的研究很少提及問題解決的過程或條件，

它強調客觀的測量，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來探討個體再問題解決能力和智

力上的個別差異，以及問題解決過程中，三個主要層面—心理成分、個別

差異、作業間的互動關係(Rowe, 1985; 盧淑華，民 89)。 

(四)訊息處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訊息處理理論結合人工智慧和以電腦為基礎的取向來研究問題解

決，其中的專門術語和人工智慧研究是來自於資訊理論。如：個體與環境

是訊息的來源、能力表現是訊息處理的過程、記憶是訊息的儲存，而感官

則是溝通的管道，藉由語言，人類的表現可用所謂的人工智慧的概念來呈

現，而資訊理論則提供行為順序和系統分析的一個有效工具(Rowe, 1985；

盧淑華，民 89)。 

此模式屬於作業取向，因此強調問題解決過程中，結構要素的獨立性

和運作的順序，基本方法是由詳細的工作分析、工作主要需求特徵的確認

所組成，這些提供了此模式理論設計中所呈現的流程圖、樹狀模式或問題

解決步驟之電腦程式的基礎(Rowe, 1985; 盧淑華，民 89)。 

另外，Newell 和 Simon在 1972年也對訊息處理過程作一系列的探

討，他們的理論主要貢獻在於對問題和一般認知過程的研究。理論架構奠

基於問題解決過程中兩個重要的層面： 

1. 作業環境的需求(demands of the task environment)。 

2. 個體的心理(psychology of the subject)：主張個體對問題的反應，主

要受到其對刺激的知覺與外在環境中行為結果所獲得的回饋所影

響。他們亦發現人類問題解決能力受制於短期記憶的容量與短期記

憶轉化成長期記憶的速度。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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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知，完形理論強調知覺，問題解決牽涉到某些關係重組的型

態，認為成功的問題解決是由於「頓悟」；行為理論重視學習，認為任何

的行為都是學習而來的，包含問題解決能力，強調刺激—反應的聯結及透

過嘗試錯誤來解決問題；心理計量理論是以因素理論和測驗為基礎，心理

計量的研究大部分和特質有關；訊息處理理論結合了人工智慧和以電腦為

基礎的問題解決，強調問題解決中個體的本質。 

研究者提出各個學派以及學者的理論及觀點，這些理論都有自己認為

重要的部分，但也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有些研究者試圖將各個問題解決理

論統合起來，以成一個更為完善清楚的理論架構。然而，在這個研究當中，

研究者將問題解決視為一種能力，以做為生活適應的指標，本研究所提出

的問題解決理論供研究基礎之用，並不對於問題解決理論統整部分作進一

步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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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依附連續性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壹、依附關係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理論： 

親密、持久的親密連結是一般生命循環發展全程的核心議題，親子連

結和親密關係在成人心理健康上扮演著基礎角色(Blatt, 1974; Blatt , Wein, 

Chevron, & Quinlan, 1979; Berman & Sperling, 1991)，Fairbairn (1952)、 

Klein (1964)、 Mahler (1963)、 Winnicott (1965)指出，青少年時期或成人

時期的心理功能在早年兒童與照顧者的關係之間就已經形成了(引自

McCarthy, Brack, Brack, Liu, & Carson, 1998)；Parker(1994)則指出，成人當

下的依附關係品質才是直接影響其憂鬱傾向的因素，早年依附經驗之所以

對成人憂鬱傾向有所影響，是因為成人個體仍然傾向於尋找並進入與早年

相似的依附關係而導致；客體關係理論強調早年經驗對個體心理適應的影

響，Parker(1994)則強調當下關係品質對個體情緒適應的影響情形。以下是

依附與憂鬱的相關理論： 

一、Bowlby的憂鬱認知運作模式： 

Bowlby(1980)認為早年經驗在對個人造成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無論

是正向的或失常的被撫育經驗都會為孩童所內化成為心理表徵，失常的照

顧關係會造成個體的負向認知謬誤，而導致日後憂鬱症的弱勢因子，而正

向的被撫育經驗則會成為日後憂鬱傾向的緩衝因子。 

當主要照顧者無法提供一致的照顧時，會造成個體的焦慮依附，個體

可能會認為自己不值得被愛，他們會過度注意和依賴主要照顧者，並且會

害怕被拋棄，而導致內心的憂鬱；若主要照顧者總是忽略嬰幼兒的需要

時，會導致個體的逃避依附，個體會感覺自己不被愛、不被接納、也認為

他人不會在他們需要時出現，因此他們感覺自己的需求須自己尋求滿足，

而導致其過度自我依賴傾向，而在日後有強烈追求完美的傾向，並且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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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企圖去達到個人目標，以得到他人和自己對自己的讚許，他們也有可能

會避免人際關係，以保護自己的獨立和自主，當他們的自主期望無法達到

時，就會導致憂鬱的發生(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 

二、Beck的憂鬱認知理論： 

Beck(1967, 1987)認為早年失常的親子關係會導致個體日後的憂鬱傾

向，父母的批評以及不認同孩子自我價值的態度，可能會造成子女失功能

的態度和負向基模，進而感覺憂鬱。 

三、Abramson的「絕望理論」： 

Abramson, Metalsky, 與 Alloy(1989)指出，當孩童遇到負向事件的時

候，起初他們對負向事件傾向於做有希望(hopefulness-inducing)的歸因(即

不穩定的、特定的歸因方式)，但是當負向事件持續的時間變長，虐待變成

定期且重複的時候，孩童的認知型態會逐漸變得負向，而導致當下以及日

後的憂鬱傾向。 

四、Freud與 Abraham的「父母形象模式」： 

Freud (1917, 1957)及 Abraham (1924)指出，早年父母拒絕與嚴格控制

是成人憂鬱症的前導體，父母的拒絕、嚴格控制以及嚴苛的標準會導致孩

童內射殘忍的父母形象，而將指向父母的敵意轉向自我，形成個體對自己

的「殘酷超我」(sadistic superego)，產生自我虐待認知和罪惡感(Fenichel, 

1945)，而引發憂鬱。 

五、Blatt的精神分析取向： 

Blatt(1974)指出，負向早年被撫育經驗會被個體內化為對他人與自己

的心理表徵系統，進而導致依賴與自我批評，這兩者都是憂鬱症的前導

體，Blatt與 Zuroff(1992)將憂鬱症分為分別為依賴憂鬱症(anaclitic 

depression)與內射性憂鬱症(introjective depression)，依賴憂鬱症的特徵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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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寂寞、無助、脆弱，個體會激烈且長期的恐懼被遺棄或不被保護、不被

關心，常過度依賴以及過度專注於人際關係，因此常會害怕被拋棄，當感

受到不被愛或被拋棄時，及會否定自己的價值與感到悲傷，引發憂鬱，依

賴憂鬱症與焦慮依附型態非常類似；內射性憂鬱症的特徵是自我批判、感

覺自己沒有價值或不優越、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而且感到有罪惡感，他

們對自己嚴格而緊張的個人標準造成他們對自己不斷的細查和評價，他們

長期的恐懼遭人非難、失去別人的接納和重要他人的愛，他們常不斷的過

度對成就和完美奮鬥，常常達到了很多成就，卻不感到滿足，有些類似於

逃避依附型態(Blatt & Homann, 1992)。綜上可知，早年負向經驗會導致個

體日後的依賴與自我批評，進而導致憂鬱傾向。 

六、Parker對早年依附經驗與憂鬱之間關係的看法： 

Parker(1994)指出，早年雙親的負向教養態度是成人憂鬱症的前導體，

Parker, Barrett,與 Hickie(1992)認為中間的過程可能是個體在日後仍然選擇

進入與早年類似，缺乏滋養的依附關係當中而發生的。然而，早年雙親失

功能教養態度對個體憂鬱症的危險性並非不可還原的，Parker 與 

Handi-Pavlovic (1984)研究就發現，早年缺乏父母照顧而現在有穩定而正向

親密關係的成人，其憂鬱傾向比持續缺乏照顧者低許多，而比較近似於持

續受到良好照顧的成人，因此成人親密關係可能可以解除早年親子關係剝

奪所造成的影響。此外，早年被完善照顧但成人親密關係不佳的成人，其

憂鬱傾向顯著高於持續受到良好照顧的成人，而比較近似於持續缺乏照顧

的成人，因為最近的負向關係已經負向的扭曲了個體看待自己和別人的運

作模式(Whiffen & Johnson ,1998；Whiffen, Kallos-Lilly, & MacDonald, 

2001)，而導致憂鬱，因此可知成人憂鬱傾向受當下的親密關係影響較大，

而與早年被撫育歷史比較無關，是當下不安全依附關係，而非早年不安全

依附關係，引發個體的憂鬱症狀(Parker, 1994;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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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ffe, 1994)。 

Parker(1994)認為成人憂鬱傾向雖受早年被撫育經驗影響，但主要還是

受到個體當時的親密關係影響，早年經驗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響是透過個

體選擇進入與早年經驗相似的親密關係所造成的。 

七、Murphy與 Bates(1997)的負向自我心理表徵觀點： 

Murphy與 Bates(1997)指出負向自我意象是導致憂鬱的主要因素，憂

鬱者通常以比較負面的方式描述自己(Beck, 1967; Pietromonaco & Rock, 

1987; Pyszczynski, Holt, & Greenberg, 1987; Bargh & Tota, 1988; 

Pietromonaco & Markus, 1985; 引自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而且回憶起較多負向的、較少正向的個人資訊(Derry & Kuiper, 

1981; MacDonald & Kuiper, 1984; Teasdale, Taylor, & Fogarty, 1980;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Van-Buren與 Cooley(2002)、

Reinecke與 Rogers (2001)的研究亦支持Murphy與 Bates(1997)的觀點。 

Carnelley, Pietromonaco,與 Jaffe(1994)則指出憂鬱傾向與偏執依附型

態、恐懼依附型態有關，但憂鬱傾向與疏離依附型態無顯著相關，這意味

著憂鬱者與不憂鬱者之間的差異在於自我心理表徵，而非對於他人的心理

表徵。然而，謝玲玉與柯慧貞(2000)的研究指出憂鬱傾向與成人偏執依附、

成人恐懼依附、成人疏離依附皆有顯著正相關；同時也有其他證據顯示憂

鬱的人們對自己和他人都同樣持負向評價(Golin, Terrell, & Johnson, 1977, 

Golin, Terrell, Weitz, & Drost, 1979; Martin, Abramson, & Alloy, 1984；引自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 

綜上所述，一些學者認為憂鬱傾向僅與個體對自我負向意像有關，而

與個體對他人的負向意像無涉；但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憂鬱傾向是同時與個

體對自我與他人的負向意像有關，本研究將透過憂鬱傾向與成人依附傾向

的關係來探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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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Abramson等人(1989)提出的負向歸因、Beck(1967, 1987)提出的憂鬱認

知(depressotypic cognitions)與 Bowlby(1980)提出的負向內在運作模式，這

些理論都主張早年不安全依附經驗會導致憂鬱傾向，而且 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所提出的「焦慮依附」與 Blatt與 Zuroff(1992)所提出的

「依賴型憂鬱」是類似的，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所提出的「逃

避依附」與 Blatt與 Zuroff(1992)所提出的「內射型憂鬱」、Freud(1917, 1957)

提出的「殘酷超我」是相似的，最終都會導致憂鬱傾向。 

此外，Parker(1994)同時探討早年被撫育經驗與成人親密關係對成人憂

鬱傾向的影響，他認為早年被撫育經驗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響是間接的，

是由於個體通常會選擇進入與早年經驗相似的關係，而當下負向的人際關

係、親密關係才是導致憂鬱傾向的直接原因。 

Murphy 與 Bates(1997)、Carnelley, Pietromonaco, 與 Jaffe(1994)則是

由成人依附傾向去探討心理表徵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響，Murphy等人

(1997)與 Carnelley等人(1994)認為是負向的自我心理表徵而非負向的他人

心理表徵導致個體當時的憂鬱傾向；然而，謝玲玉與柯慧貞(2000)的研究

指出不只負向自我心理表徵導致成人憂鬱傾向，負向他人心理表徵亦與成

人憂鬱傾向有關。可以確定的是憂鬱傾向與成人負向心理表徵有關，但究

竟是負向自我或他人表徵則無定論，因此本研究將以 Bartholomew與

Horowitz(1994)的理論架構，探討成人依附傾向與憂鬱傾向的關係，進一步

探討負向心理表徵與憂鬱傾向的關係。 

由上可知，許多研究顯示早年負向依附經驗與成人憂鬱傾向有關，同

時也有許多研究顯示成人不安全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有關，然而早年依附

或成人依附對成人憂鬱的影響力較大，卻是沒有定論的，因此本研究將同

時探討早年依附、成人依附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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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依附與憂鬱的相關研究： 

一、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 

    早年明顯的失落事件，並不如人們所想對個體成人憂鬱傾向造成很大

的影響，反而是早年被剝奪的經驗會造成個體日後的憂鬱傾向(Jacobson, 

Fasman, & DiMascio, 1975)。許多研究顯示，早年負向親子經驗會造成個體

成人憂鬱的弱勢因子(黃惠貞，民 91；程秀蘭，民 88；程秀蘭、林世華、

吳麗娟，民 90；張如杏，民 81；Gibb, Alloy, Abramson, Rose, Whitehouse, 

Donovan, Hogan, Cronholm, & Tierney, 2001; Enns, Cox, & Larsen, 2000；

Pearson, Cohn, Cowan, & Cowan, 1994; Pettem, West, Mahoney, & Keller, 

1993; Fonagy & Leigh, 1996)，中介因子有：認知危險因子(cognitive risk) 

(Gibb, Alloy, Abramson, Rose, Whitehouse, Donovan, Hogan, Cronholm, & 

Tierney, 2001; Whisman & McGarvey, 1995)、失功能態度(Reinecke & Rogers, 

2001; Roberts, Gotlib , & Kassel, 1996; Holtzen, Kenny, & Mahalik, 1995; 

Whisman & McGarvey, 1995)、低自我價值感、低自尊心(Roberts, Gotlib , & 

Kassel, 1996; Collins & Read, 1990; Feeney & Noller, 1990)…等。 

成人憂鬱傾向與早年負向依附經驗的相關性常呈現在兩個層面上，一

個是父母缺乏情感溫暖(Bretherton, 1985)；另一個是父母的負向操控(Alloy, 

Abramson, Tashman, Berrebbi, Hogan, Whitehouse, Crossfield, & 

Morocco,2001)。Parker(1979, 1981, 1982)的研究顯示，成人憂鬱傾向與低

母親關懷、低父親關懷、高母親保護有正相關，但跟父親保護無顯著相關；

Blatt, Wein, Chevron,與 Quinlan (1979)的研究則顯示，成人憂鬱傾向與缺少

父母的滋養(nurturance)、支持、關注、接納和情感有關，而比較不是與認

為父母的粗暴、嚴厲、批評有關；然而 Richman 與 Flaherty(1987; 引自

Carnelley, Pietromonaco,& Kenneth, 1994)的研究卻顯示，憂鬱傾向與父母的

過度保護也有關係，究竟是雙親關懷的缺乏，還是雙親操控導致成人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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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尚未有定論，因此本研究擬探討早年雙親關懷以及雙親保護對成人

憂鬱傾向造成的影響。 

    Collins 與 Read (1994)指出，個體的早年經驗對於其日後發展具有影

響力，依附型態根植於個體對他人和自己的認知模式，依附型態不但間接

的影響個體的情緒反應，同時也具有直接的影響力，早年依附經驗持續影

響個體而導致其成人憂鬱傾向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因為早年與依附對

象的負向經驗造成日後關係的困難，而早年負向經驗與目前負向關係共同

導致憂鬱傾向(Bowlby, 1980; Parker,1994；Parker, Barrett,& Hickie,1992；

Parker  & Handi-Pavlovic, 1984；Reinecke & Rogers, 2001; Ryan & Lynch, 

1989)；另一個可能則是，負向的早年依附經驗影響了認知結構的建立，負

向的認知結構變成日後憂鬱傾向的弱勢因子，即 Beck(1967, 1987)所提出

的失功能信念，或者是 Bowlby(1980)所提出的負向內在運作模式、

Abramson等人(1989)所提出的負向歸因。 

早年依附經驗對個體憂鬱傾向的影響情形有性別差異，Enns, Cox, 與 

Larsen(2000)的研究顯示，男性憂鬱傾向與父親的過度保護有關；而女性憂

鬱傾向與缺乏母親關懷有關； Parker與 Hazdi-Pavlovic (1992)的研究則顯

示，男性憂鬱者報告較多父親方面的任意教養態度,而女性憂鬱者報告較多

母親方面的任意教養態度；Parker (1983)研究顯示，女性憂鬱症患者大多

認為自己的母親是「無感情的操控」,而男性憂鬱症患者大多報告說自己的

父親是「無感情的操控」；綜上所言，男性憂鬱傾向大多與父親的教養態

度有關，而女性的憂鬱傾向則大多與母親的教養態度有關。以下是研究者

所整理近年來早年依附與情緒適應的重要相關研究，如表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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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近年來早年依附與情緒適應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變項與研究結果 

賴怡君(民 91) 國小學童 問卷調查： 
依附關係量表、情緒智力

量表、兒童生活適應量

表。 

依附關係可以有效解釋兒童的情緒

智力與生活適應。 
情緒智力與依附關係可以有效解釋

生活適應。 

陳金定(民 86) 575名國二學生
(男 295人、女
285人)。 

問卷調查： 
人際交往狀況量表、認識

自己量表、認識他人量

表、我的感覺量表、及情

緒調適量表 

依附行為會影響青少年的情緒調適

能力，其路徑有直接與間接兩方面。

直接影響方面，親近因素的影響力

最大;間接影響方面，透過自我表徵
的影響力最大。 

Gibb, Alloy, 
Abramson, Rose, 
Whitehouse, 
Donovan, Hogan, 
Cronholm,與 

Tierney(2001) 

高危險受試群 問卷調查、分組差異比

較： 
以負向認知型態的有無，

將受試者分為高憂鬱認知

危險群、低憂鬱認知危險

群，然後做差異比較。 

負向認知與早年被情緒虐待的經驗

有關。 
與憂鬱症有關的早年虐待形式是情

緒虐待，而非生理虐待或性虐待。

認知危險因子完全中介於早年情緒

被虐經驗和絕望型憂鬱症之間。 

Enns, Cox,與 

Larsen(2000) 

138名憂鬱症門
診患者(55男、83
女)。 

問卷調查：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貝克

憂鬱量表、憂鬱經驗問卷

(DEQ; Blatt,1979)、人格量
表、完美主義量表。 

男性的憂鬱症與父親的過度保護有

顯著相關。 
女性憂鬱症與缺乏母親照顧有顯著

相關。 

Lewis, Feiring,與

Rosenthal (2000) 

36男、48女 縱貫性研究(1歲~13歲)：
陌生情境法(1歲)、自傳式
回憶童年經驗法(13歲)、
父母婚姻狀況(婚姻衝突)

1歲時的依附狀態與 13歲時的不
適應情形沒有顯著相關。 

McCutcheon (2000) 215名受僱成人
(平均年齡37.7
歲)，其中99人自
陳目前的親密關

係溫暖；16人自
陳早年與父母關

係冷漠，17名自
陳早年與父母焦

慮依附。 

問卷調查： 
生命角色特質量表(Life 
Role Salience Scales；測量
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

情形)、工作滿意度量表。

早年不安全依附經驗並不能夠預測

成人時期的生涯失敗，也不能預期

成人的不適應和成人時期的不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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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若早年父母提供足夠的關懷，以及抱持不操控、不過度保

護的態度，個體在日後就比較不憂鬱，但一些研究認為父母的操控與個體

日後的憂鬱傾向無關，因此本研究將探討早年父母關懷以及父母保護對成

人憂鬱傾向的影響情形；一些研究強調早年依附經驗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

響力，一些研究則指出早年依附經驗對成人憂鬱傾向的影響是間接的，早

年依附經驗引導成人依附關係，而當下的成人依附關係才是直接影響個體

憂鬱傾向的主因，因此本研究將同時探討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對

其憂鬱傾向的影響情形。此外，一些研究顯示父母教養態度對男性與女性

的憂鬱傾向影響力是有性別差異的，因此本研究亦將探討性別在依附與憂

鬱傾向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二、成人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的相關研究： 

    Zuroff 與 Fitzpatrick(1995)指出憂鬱傾向與成人依附型態有概念性的

重疊(引自Murphy & Bates, 1997)，許多研究顯示不安全依附型態與憂鬱傾

向有關(Roberts, Gotlib , & Kassel, 1996; Reinecke and Rogers, 2001; Murphy 

& Bates, 1997; Whiffen, Kallos-Lilly, & MacDonald,2001; Haaga, Yarmus, 

Hubbard, Brody, Solomon, Kirk, Chamberlain, 2002)；安全依附型態與憂鬱傾

向有負相關(黃惠貞，民 91；Haaga, Yarmus, Brody, Solomon, Kirk, & 

Chamberlain, 2002)；偏執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有正相關(Leveridge, 1998;

引自謝玲玉、柯慧貞，2000; Bifulco, Moran, Ball,& Bernazzani, 2002; Murphy 

& Bates, 1997)；恐懼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有正相關(Carnelley ,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Guidano & Liotti, 1983；Zuroff & Fitzpatrick, 

1995)；疏離依附與憂鬱傾向無顯著相關(Haaga, Yarmus, Brody, Solomon, 

Kirk, & Chamberlain, 2002；Zuroff & Fitzpatrick, 1995)，但同時卻也有研究

顯示疏離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有關(謝玲玉、柯慧貞，2000)。 

    焦慮依附型的目的是保有安全感，他們會一再向他人尋求再保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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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焦慮依附者會對「提供滿足者」(gratifying 

others)有強烈的情緒涉入，常會過於依賴與過於專注人際關係，因此會害

怕被遺棄以及失去滿足的來源，當感受到不被愛或被遺棄時，會否定自己

的價值並感到悲傷，而引發憂鬱(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 Blatt & 

Zuroff, 1992)。 

逃避依附者的主要的目標是保有控制感，他們是強迫自我依賴的，會

過於保持自己的獨立感並努力追求成就，逃避與別人的親近關係，不喜歡

他人從他身上尋求親密感，當他一再感到無法保持獨立或無法獨立面對壓

力事件時，逃避依附者就會因此產生無助感而產生憂鬱(Bowlby, 1969, 1973, 

1977, 1980; Whiffen, Kallos-Lilly, & MacDonald, 2001)，其憂鬱傾向是聚焦

於自我價值與自我批評，是一種直接朝向自己以及依附對象的憤怒關係

(Blatt & Homann, 1992)。若將逃避依附型態區分為恐懼依附型與疏離依附

型時，自我批評是恐懼依附型的特徵，而不是疏離依附型的特徵，憂鬱傾

向與恐懼依附有關，而不是與疏離依附有關(Guidano & Liotti, 1983;Zuroff 

& Fitzpatrick, 1995)。以下是近年來成人依附與憂鬱的重要相關研究，如表

2-5-2，以及近年來依附型態發展與憂鬱的重要相關研究，如表 2-5-3： 

 
表 2-5-2 近年來成人依附與憂鬱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與方法 主要研究結果 

王玉梅(民 91) 花蓮市三所公立

高職生，以隨機

叢集取樣方式，

依各校各年級

1/4個班級人數
為樣本，計有效

樣本 717人。 

問卷調查： 
自擬人口學問卷、 
流行病學中心憂鬱量表中文

版(CES-D)、 
整體一般家庭功能量表

（MMFF–Subject 
Model-General functioning）、
依附風格量表(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s)。 

不同依附型態高職生的憂鬱傾

向有顯著差異；安全依附傾向與

憂鬱傾向呈負相關，矛盾依附傾

向、逃避依附傾向則與憂鬱傾向

成正相關。 
高職生的憂鬱傾向受到性別與

父母教育風格的影響。 
高職生的依附傾向(安全依附、
逃避依附、矛盾依附)、家庭功
能與性別，能有效預測其憂鬱傾

向，預測力最強的是安全依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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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逃避依附傾向次之，家庭功

能再次之。 

Cawthorpe, West,與 

Wilkes (2004) 

來自醫院，51名
罹患憂鬱症的青

少年女性、22名
有其他精神診斷

的青少年女性。 

差異比較： 
比較憂鬱組與其他精神診斷

組的差異。 
自陳量表：自尊量表、同儕支

持量表、心理困擾量表、家庭

功能問卷與依附量表。 

憂鬱症青少女的自尊較低，同儕

支持較低，憤怒困擾較高，家庭

互動效能感較低，依附安全傾向

較低。 

Honjo(2004) 300名大學女生。 問卷調查： 
飲食失功能問卷(非飲食失
常)、父親依附量表(三向度)、
依附傾向量表。 

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越高，其與

飲食失常的情形越嚴重。 
女大學生與父親的依附情形與

飲食失常和憂鬱傾向有關。 

Myhr, Sookman,與 

Pinard(2004) 

36名強迫症門
診病患，16名憂
鬱症門診病患，

26名控制組。 

問卷調查與差異比較： 
成人依附量表-校正版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雙親教養態度量表
(PBI)。 

強迫症與憂鬱症兩組的不安全

依附傾向都高於控制組。 
憂鬱症患者自陳的早年母親關

懷比強迫症少。 
強迫症患者的早年被撫育經驗

與控制組仍有顯著差異。 
已婚狀態者的依附安全感較

高。然而，已婚狀態卻又和高早

年雙親操控、低雙親關懷也有

關。 

Nagata, Nagai, 
Sobajima, Ando,與 

Honjo(2004) 

153名產後婦女。 

 

差異比較： 
比較早產婦女與足週生產者

的差異。 
自陳量表：曾氏憂鬱量表

(Zung'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ZSDS)、產後母親依附
量表、產後婦女的情緒和狀態

問卷。 

婦女憂鬱傾向越高時，越容易生

出體重過輕的嬰兒。 
憂鬱傾向與母親依附呈負相

關；憂鬱傾向與母親對嬰兒的焦

慮感呈正相關。 
配偶學習懷孕相關知識的產後

婦女，其憂鬱傾向較低。 

Troisi, D'Argenio,與 

Troisi(2004) 

87名有明顯憂鬱
症狀的男性成

人。 

自陳量表：憤怒特質量表、成

人依附型態量表 
憂鬱男性的高憤怒與不安全依

附型態有顯著相關。 
憂鬱男性的不安全依附可以有

效預測其憤怒特質。 

Wautier與 Blume 

(2004) 

18歲以上來自美
國中西部大學的

學生。 

問卷調查： 
自我認同情形量表、性別角色

取向量表、成人依附型態量表

(Feeney, Noller, & Hanrahan, 

不安全依附大學生比安全依附

者更為焦慮，也更為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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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貝克憂鬱量表、貝克
焦慮量表。 

Wei, Mallinckrodt, 
Russell,與 Abraham 

(2004) 

310名大學生 自陳量表： 
依附量表、憂鬱量表、完美主

義量表。 

焦慮依附傾向與憂鬱心情有

關，其間中介因子之一為不適應

的完美主義。 
逃避依附傾向與憂鬱心情有

關，不適應的完美主義完全中介

於其間的關係。 
當不適應完美主義越高時，焦慮

依附傾向與憂鬱心情的相關越

強。 

Besser與 Priel 

(2003) 

120對初次結婚
的夫妻。 

以自陳和伴侶報告的方式評

估個體的自我批評、依賴和依

附向度。 

自陳與伴侶報告的自我批評和

憂鬱傾向有關。 
自陳和伴侶報告的負向依附模

式可以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

Besser與Priel (2003) 122名成人(44名
懼曠症患者，25
名最近患憂鬱症

的人，53名無精
神病理症狀者。 

問卷調查： 
依附型態問卷(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ASQ)、貝
克憂鬱量表、一般自我效能量

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不安全依附傾向中的需要他人

贊同、執著於關係，兩者與憂鬱

傾向有關。 
需要他人贊同與憂鬱傾向有

關，其間的關係部分為自我效能

感所中介。 

Cozzarelli, Karafa, 
Collins,與

Tagler(2003) 

422名社區婦女
樣本 

46%的受試者在兩年內有依附
型態的變化，顯示其依附型態

是相對的易變。 

依附型態改變與一些穩定的弱

勢因子有關(如：憂鬱症歷史或
被虐經驗)，及這些穩定的弱勢
因子與不安全依附傾向的增高

有關。 
對自己與他人的正向看法，如：

自尊增加、對他人看法變得更為

正向，與安全依附傾向增加有

關。 

Ciechanowski, 
Sullivan, Jensen, 
Romano, 
Summers(2003) 

111名長期病痛
的患者。 

差異比較： 
病痛處遇前及病痛處遇一年

後，比較病患在這兩個時間點

對痛覺的差異。 
病痛處遇前，依附型態和以下

因素皆有相關：痛覺、憂鬱、

災難化程度和身體無能感。 

無論病痛處遇前後，恐懼依附傾

向越高時，憂鬱傾向越高，災難

化程度越高，且安全依附傾向越

高時，長期病患的憂鬱傾向就越

低。 
依附型態是一個可以用以瞭解

個體情緒適應和病痛處遇反應

的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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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ney, Alexander, 
Noller,與 Hohaus 

(2003) 

第二次懷孕的76
對夫婦，74對無
子女的夫婦為對

照組。 

訪談法： 
於產後第六週和第六個月時

訪談孕婦的懷孕經驗以及為

人母親的經驗。依附安全感是

以對親密關係的舒適向度和

焦慮向度來評估。 

將為人母者的依附焦慮感較不

穩定。 
依附焦慮感可以預測將為人母

者的憂鬱症狀，其中介因子為丈

夫的照顧風格。 
母親憂鬱和夫妻間不安全依

附、婚姻不滿意有關。 

Kanemasa,與 Daibo 

(2003) 

460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依附量表、心理健康量表、親

密關係品質量表。 

當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時，心理越

健康、親密關係的自我知覺越正

向。 
當不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時(尤其
是矛盾依附傾向)，社會適應情
形越負向。 
依附焦慮感和負向心理健康情

形有關。當依附焦慮感越高時，

焦慮症狀越多，失語症狀越明

顯、重鬱症比例越高，親密關係

中的自信越低。 
依附逃避傾向越高時，社會期望

越低，親密關係的魅力越低。

Higgins(2003) 133名成人(年齡
在 18至 82歲) 

問卷調查： 
成人親密依附型態、成人憂鬱

傾向、症狀與弱勢因子、早年

受虐經驗、父母親離婚或分

居、家庭功能。 

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可以部分解

釋早年環境與成人憂鬱症狀的

關係。 

Wearden, Cook,與

Vaughan (2003) 

201名大學生(18
至 34歲) 

問卷調查： 
依附型態量表、情感失認症量

表(alexithymia)、正負向性情
量表(affectivity)、情感失認症
的症狀檢核表、對健康問題的

因應方式量表。 

不安全依附(包括逃避依附和焦
慮依附)和情感失認症、負向性
情皆有相關。 
逃避依附能預測情感失認症的

症狀、對健康問題的情緒偏執因

應情形。 
逃避依附和健康相關結果有

關，其中介歷程是情感失認症和

負向性情。 

Bifulco, Moran, Ball,
與 Bernazzani (2002) 

222名憂鬱症高
危險婦女、 
80名控制組婦
女(19至 50歲)。 

差異比較：比較憂鬱症婦女與

一般婦女的差異。 
深入晤談：依附型態晤談

(Attachment Style Interview; 

不安全依附型態與 12個月憂鬱
症有關。 
不安全依附傾向與臨床憂鬱症

狀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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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 
自陳量表：情緒檢查表、自尊

量表、支持量表、早年被虐量

表、憂鬱量表。 

不安全依附傾向中的憤怒和敵

意會增加憂鬱症狀。 

Haaga, Yarmus, 
Hubbard, Brody, 
Solomon, Kirk,與 

Chamberlain (2002) 

研究一：95名非
臨床樣本。 
研究二：50名目
前非憂鬱症之成

人，其中有一半

有重鬱症史。 
研究三：隨機取

樣129名受試者。 

研究一：問卷調查：成人依附

型態量表(RQ)、憂鬱量表。 
研究二：差異比較與自陳量

表：成人依附型態量表(RQ)。
研究三：實驗室情境、自陳量

表：將受試者隨機編排至憂鬱

引發的實驗情境與歡樂引發

的實驗情境，然後施測成人依

附型態量表(RQ)。 

研究一：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時，

憂鬱症狀越少；偏執依附傾向越

高時，憂鬱症狀越多；恐懼依附

傾向越高時，憂鬱症狀越多。

研究二：憂鬱症康復者的偏執依

附傾向與恐懼依附傾向，都高於

從未罹患憂鬱症者。 
憂鬱症康復者的安全依附傾向

比從未罹患憂鬱症者高。 
研究三：憂鬱引發組與歡樂引發

組的依附型態沒有差異，但憂鬱

引發組自陳較低的恐懼依附。因

此，不安全依附可能是一個穩定

的憂鬱弱勢因子，不安全依附並

非當下負面情緒的結果。 

Pilkonis, Kostelnik,
與 Frank(2002) 

162名接受人際
關係治療

(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IPT)的女性(20
至60歲)。 

檢驗其成人依附情形、人際困

難，以及在憂鬱症發作時對人

際關係治療的反應情形。 

有近乎一半的憂鬱女性自陳恐

懼依附傾向。 
恐懼依附女性自陳比安全依附

者更低的自尊以及對待他人持

更負向的態度。 
憂鬱女性強調社會期望和親密

關係對他們造成的壓力。 
疏離依附女性似乎會在「人際關

係治療」停留較久的時間。 

Van-Buren與

Cooley(2002) 

293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依附量表、憂鬱量表、憂鬱傾

向量表、社交焦慮量表。 

當大學生的自我心理表徵越負

向時，其憂鬱症狀越多，憂鬱傾

向越高、社交焦慮越高。 
恐懼依附者的憂鬱症狀、焦慮症

狀並未顯著高於偏執依附者。

自我負向心理表徵可以有效預

測一般的負向情緒(如：焦慮、
憂鬱)。 

Wayment與 

Vierthaler(2002) 

91名於過去一
年半內失去摯愛

問卷調查： 
悲傷量表、憂鬱量表、身體化

和逝去者有越緊密關係的人悲

傷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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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21男、 
70女，21-86
歲)。 

量表。 安全依附者報告較低程度的憂

鬱；焦慮矛盾依附者報告較高程

度的悲傷與憂鬱；逃避依附者則

報告較多身體化症狀。 

West與 George 

(2002) 

420名女性社區
樣本 

訪談法： 
結構臨床晤談、依附型態晤談

(Adult Attachment Projective；

AAP) 

偏執依附與情緒低落有關，中間

的過程可能是未竟的哀傷事件。

Eng, Heimberg Hart, 
Schneier,與 

Liebowitz(2001) 

118名社交焦慮
症患者(58.6%男
性，41.4%女性，
平均年齡32.43 
歲) 

 

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量表校正版(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Collins, 1996)、憂鬱量表、生
活適應量表、生活滿意度量

表。 

焦慮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呈現

更嚴重的社交焦慮和逃避、更高

程度的憂鬱、更不適應與更低的

生活滿意度。 
不安全依附與憂鬱有關，其間關

係的中介因子是社交焦慮。 

Haddad(2001) 329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憂鬱量表、社會焦慮量表、依

附型態量表。 

當大學生的安全依附傾向越高

時，其社會互動越好，自我揭露

程度越高，關係投入程度越深，

關係滿意度越高。 
不安全依附傾向和憂鬱程度、社

會焦慮程度呈正相關。 

Reinecke與 Rogers 

(2001) 

54名重鬱症門
診病人 

問卷調查： 
校正依附量表(the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RAAS; Collins & Read, 
1990)、失功能泰度量表、貝克
憂鬱量表。 

不安全依附傾向與憂鬱程度呈

正相關，其中有一部分為失功能

態度所中介。 
害怕被遺棄的焦慮、對親密感到

不舒服、對依賴他人感到不舒

服，這三者都與不適應的自我表

徵、憂鬱程度有關。 
依附型態對憂鬱症的影響，有很

大部分可為失功能態度所解釋。

Whiffen, 
Kallos-Lilly, 
MacDonald(2001) 

26至46歲的夫
婦，分為妻子憂

鬱(於過去一年
中罹患憂鬱症，

且持續半年)
組，與控制組。 

 

差異比較： 
比較憂鬱症婦女與一般婦女

的差異。 
依附晤談： 
成人依附晤談(AAI)。 

憂鬱婦女比控制組婦女自陳更

多的恐懼依附傾向。 
憂鬱婦女的配偶並沒有比較高

的可能性呈現不安全依附。 
但慢性憂鬱症婦女的配偶自陳

較低的依附安全感。 
丈夫的不安全依附傾向可以有

效預測婦女憂鬱症狀的持續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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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3 近年來依附型態發展與憂鬱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變項與研究結果 

謝玲玉,柯慧貞(民

89) 

婦女(分為單純憂鬱
症、單純焦慮症、合

併有憂鬱與焦慮症

組以及正常控組) 

深入晤談：中文版終生診

斷晤談。 
分組差異比較：比較單純

憂鬱症婦女、單純焦慮症

婦女、憂鬱焦慮混合組婦

女與一般婦女的差異。 
自陳量表：一般人際關係

問卷、雙親教養態度量表

(父親版、母親版)。 

焦慮組、憂鬱組及混合組婦女的

成人不安全依附比例皆顯著高

於控制組。 
焦慮、憂鬱及混合組的早年(與
父/母)依附型態上，彼此間無顯
著差異。 
憂鬱婦女的成人疏離依附型態

最多;混合組婦女則以成人恐懼
依附型態為多。 
在依附型態持續性方面，與父親

的依附情形，三個疾病組婦女均

以持續不安全依附類型分布最

多；與母親依附情形，憂鬱組與

混合組婦女以「早年安全依附-
成人不安全依附」最多，焦慮組

則以持續(與母)不安全依附最
多。 

Difilippo與

Overholser (2002) 

84名憂鬱症住院病
患(21至66歲) 

晤談、問卷調查： 
憂鬱診斷晤談、自陳憂鬱

量表、成人依附型態量

表、婚姻適應量表、回憶

早年與父母相處經驗量

表。 

早年與異性雙親的相處經驗和

成人憂鬱症狀有關，其中介因子

是成人逃避依附，而非成人焦慮

依附。 

Grich(2002) 大學生 深入晤談、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晤談(AAI)、成人
依附問卷(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AAQ)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適應情形與

關係滿意度與持續安全依附者

相似，而且其適應力和關係滿意

度比不安全依附者高。 
早年依附經驗與目前依附型態

對適應狀況和關係滿意度都具

有影響力。 

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 

40名學前兒童的父
母(男 22,女 18； 10
名持續安全依附

者,10名不安全依附
者,20名習得安全依
附者) 

深入晤談、問卷調查： 
成人依附晤談(AAI)、流行
病學研究中心憂鬱感量表

(CES-D)、情境觀察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憂鬱比率高

於持續安全依附者，較類似於不

安全依附者。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撫育品質與

持續安全依附者一樣，且兩者的

撫育品質都優於不安全依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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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成人安全依附與憂鬱傾向為負向關聯；成人偏執依附、成

人逃避依附與憂鬱傾向為正向關聯；但是若將逃避依附區分為疏離依附與

恐懼依附時，一些研究認為成人疏離依附與憂鬱傾向並無顯著關聯，同時

也有研究顯示憂鬱傾向與成人疏離依附有關，但成人恐懼依附與憂鬱傾向

的關係皆一致呈現正向關聯，因此本研究採取 Bartholomew與 Horowitz的

依附型態四分類模式，以釐清疏離依附傾向、恐懼依附傾向與憂鬱傾向的

關係。最後，大多數的研究只聚焦於成人依附型態與憂鬱傾向的關係，很

少研究將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型態同時列入憂鬱傾向關係研究當

中，因此本研究亦將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型態皆列入研究當中，探討

其對成人憂鬱傾向的相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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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依附型態連續性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理

論與研究 

壹、依附關係與問題解決的相關理論： 

Bowlby(1980)在「依附與失落—第三集」(Attachment and Loss Vol.3)

當中提到，安全依附關係可以促進正向、富建設性的因應策略，Lopez(1995)

與 Jones(1996)則指出，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源自於早年與照顧者的依附經

驗；Mikulincer, Florian,與 Tolmatz(1990)、Cooper, Shaver,與 Collins(1998)

更表示，早年被撫育經驗經驗將被內化而形成個人的內在運作模式，此運

作模式包含意識與潛意識的基模，這些基模會引導個體知覺與因應困擾的

規則。 

近年來，成人依附型態也常被用以解釋個體在情緒管理過程中的個別

差異(Fuendeling, 1998; Mikulincer & Florian, 1998; Mikulincer & Sheffi, 

2000)，Collins與 Read (1994)指出，當個體處於壓力情境或依附相關情境

時，他會從記憶中提取過去的依附經驗，和當時的情緒反應產生交互作

用，最後反應在目前的互動行為上，這樣的運作過程是一種自發性的反

應，意識層面不一定有知覺。依附內在運作模式如圖 2-6-1： 

 
 
 
 
 
 
 
 
 

圖 2-6-1 認知、情緒、反應行為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圖  
(Collins & Read, 1994, P.69) 

記憶中的依附

內在運作模式 

認知性反應

情緒性反應

行為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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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早年依附經驗及成人依附狀態對問題解決能力的影響力甚大，以

下是依附與問題解決的相關理論： 

一、Bowlby(1988)的壓力緩衝假說(stress buffering hypothesis)： 

在嬰兒時期，當個體表達困擾或恐懼時，會引起母親的注意，若此時

母親能夠即時提供安慰或保護，則個體會感覺到安全，並且能安心的向外

界探索；若母親比較自我中心且沒有耐心，忽略或不回應孩子的情緒需

求，孩子為了能夠更接近母親，將會選擇壓抑的策略，逃避依附者不會以

哭鬧的方式來表現負向情緒，避免被母親責備或忽視的機會，因此逃避依

附者傾向以防衛的態度來避免過多情緒涉入，否認自己對依附情感的需

求，甚至逃離親密關係；若母親對孩子的行為和態度常常不一致，導致孩

子必須強調對母親的需要和依賴，為了提高母親的注意和關愛，他們會增

強負向情緒的表達，焦慮依附者不但對壓力有過度警醒的反應，並且有著

較多負面的想法和記憶，其情緒表現也較為強烈(Bowlby, 1988)。 

主要照顧者與嬰兒之間的經驗將被個體內化成為內在運作模式，而這

些內在運作模式會引導個體知覺以及因應困擾的規則(Cooper, Shaver,& 

Collins, 1998)；安全依附者內化了安全依附的關係，建立了堅固的安全堡

壘，這就像是一種內在資源，使他們相信自己能夠處理困擾，且他們認為

當他們需要的時候，會有人來幫助他們，對自己以及世界抱持信任感，安

全依附可以增強人際連結，同時也增強個體的因應技巧、自我價值感和自

我效能感，這些技巧以及感受會使個體能夠更有信心且更有效的因應困

擾，也因此使安全依附者的適應狀況更為良好(Bowlby 1973, 1980)。 

二、Kobak與 Sceery(1988)的情緒調適假說： 

Kobak與 Sceery (1988)指出，依附型態和因應策略有關，不同依附型

態的人對情緒困擾與壓力的反應會根據不同的原則指引而有不同的表

現，而這些指引原則的形成與兒時主要照顧者對幼兒在壓力情境下釋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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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反應有關。 

安全依附的人面對心理困擾時，會努力的去了解困擾，並設法去尋求

慰藉與支持，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去減少困擾，若孩童的父母能夠細心回應

他們的困擾，那麼孩子就比較能夠去尋求支持，並且積極的去解決問題；

焦慮依附者面對心理困擾時，會使用過度反應策略(hyperactivating 

strategies)來放大困擾，將注意力導向困擾，並且會以高度警覺的態度去抑

制自主與自信的發展，若父母沒有細心的去回應孩子的困擾，孩子在面對

困擾時，會產生很大的焦慮感，進而以自己的方式(否認或者過度注意)去

因應問題；逃避依附者會使用去反應策略(deactivating strategies)來縮小心

理困擾，否認並減低在內心的困擾，抑制自己去面對困擾(Kobak & 

Sceery,1988; Greenberger & McLaughlin, 1998)。 

    簡而言之，安全依附者會選擇面對壓力事件並因應處理之；焦慮依附

者會過度注意以及過度反應壓力事件；而逃避依附者則會否認壓力事件，

並抑制自己對壓力事件的困擾。 

三、Kobak與 Cole(1994)的認知能力專注觀點： 

Kobak與 Cole(1994)指出，青少年在進入青春期時認知能力急速增

加，由於安全依附青少年可以順利修改他們與父母的模式，所以安全依附

者有較高的認知流暢性，在面對問題時，安全依附者就能夠有較高的認知

能力來解決問題。然而，不安全依附青少年因缺乏足夠能力去修正他們與

父母的模式，且以「去依附」(de-attachment)策略或過度注意父母來因應依

附相關問題，使得他們過度忽略或過度專注於依附相關問題，而限制了他

們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自省與頓悟，導致他們比較沒有能力以認知方式去

因應依附問題，而影響其問題解決能力表現。 

四、成人依附策略： 

Main 與 Goldwyn (1985)針對人們因應和注意痛苦回憶的方式加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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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基本上，他們根據與受試者的談話內容，將這些方式分為三大類(或稱

三種條件式的策略)，這三種策略分別為：安全型策略(secure strategy)、去

活化策略(deactivating strategy)、高度活化策略(hyperactive strategy)，其中

去活化策略與高度活化策略都是次級的、防衛的策略，發生於個體知覺依

附對象無效、無回應或不敏感的時候，防衛策略會造成個體對經驗痛苦線

索有困難，普通的煩擾訊號就可能會引出對依附對象的的懷疑與恐懼，並

且會導致個體以扭曲或症狀的方式來表達困擾，症狀的呈現方式會依照使

用策略而有所不同(Cole-Detke & Kobak, 1996)。以下是三種成人依附策略： 

1.安全型策略： 

在使用此策略者的心理模式中，他們認為他們的依附對象是有效的且

有回應的；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值得獲得父母回應，即使父母

較少回應他們，他們仍然有信心能解決問題。這使得安全型策略使用者得

以建立一種基本的有效依附行為，他們可以把依附系統很順利的與其他的

行為系統統合在一起。其注意力是順暢的分佈在人事物上的，而且他們可

以適應的去忍受痛苦的童年回憶。 

2.去活化策略： 

此策略使用者的依附對象忽略或拒絕策略使用者的依附訊號，在此情

形下，個體去活化(deactive)依附系統,以減低和依附對象可能的衝突。去活

化策略傾向於排除痛苦線索，使用者的症狀可能是積極的轉移注意力，減

低個人弱點，減少對支持的需求。在成人依附晤談(AAI)中，去活化策略會

造成受試者在面對依附課題時轉移注意力。 

3.高度活化策略： 

此策略使用者的依附對象的反應性是不穩定的，所以造成被照顧者建

立過度活化的依附系統，以隨時監控依附對象，確保依附系統的輸出量達

到最大。此類型策略使用者偏差的過度注意依附相關的資訊，以不適應的

方式誇大並延長痛苦線索的存在，以此從依附對象身上得到安慰。在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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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晤談(AAI)中，高度活化策略造成受試者被動或者憤怒的執著在依附回

憶上。 

   綜上所述，不同依附型態有不同的情緒管理策略，安全依附者早年大

多由具回應、有效的照顧者所撫養長大，其使用安全策略，因應較為流暢，

能面對問題，相信自己與世界，並且有信心能解決問題；焦慮依附者大多

由提供不一致撫育的照顧者撫養長大，其策略是過度活化、過度反應以及

誇大困擾，強迫性的注意依附對象的存在，而無法專注於問題解決；逃避

依附者大多由忽略且自我中心的照顧者撫養長大，其策略是去活化、去反

應以及逃避，壓抑自己的負向情緒，並可能逃避問題及避免人際互動。不

同的情緒管理策略會影響個體在面對生活事件時的情緒反應，以及處理生

活事件的問題解決能力。 

貳、依附型態連續性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 

一、早年依附經驗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 

個體目前的因應能力是源自於早年與照顧者的依附經驗(Jones, 1996; 

Lopez, 1995; Buelow, Lyddon, & Johnson, 2002)，正向早年安全依附經驗使

得個體傾向於將生活事件視為較不具有壓力、有比較高的因應資源、比較

瞭解壓力和因應之間的關係(Buelow, Lyddon, & Johnson, 2002)、比較會尋

求支持、尋求問題解決的因應(Greenberger & McLaughlin,1998)。安全依附

者在早年依附經驗中獲得的安全堡壘可以視為個人資源(Bowlby, 1988; 

Buelow, Lyddon, & Johnson, 2002)，它幫助個體在面對壓力時能夠成功的因

應，這項個人資源與以下特質有關：樂觀的預期(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 Mikulincer & Florian, 1995)、強壯的控制感及自我效能感

(Collins & Read, 1990;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1993)。 

McIntyre與 Dusek (1995)的研究發現，溫暖、接納，但管束嚴格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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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其子女比較常尋求支持，也比較會採用問題焦點因應，父母的溫暖和

接納會增加孩子的控制能力和自我效能感，因此他們長大之後，比較能夠

自在的尋求他人支持，也比較能夠積極主動的處理壓力事件。 

Colangelo 與 Dettman (1983)、Grossman, Grossman, 與 Zimmermann 

(1999)都強調父母給予孩子適當的自由，並在孩子探索世界時提供適當的

支持與保護時，孩子比較能夠採取積極、非逃避的因應策略，Colangelo 等

人(1983)同時也指出父母對孩子合理的高度期望也能夠增進孩子的問題解

決能力，支持而鼓勵的態度能幫助子女獨立自主，且能夠促進子女的問題

解決能力發展。國內詹秀美(民 78)的研究則顯示，誘導的管教方式對問題

解決能力的發展較為有利，嚴格的管教方式對問題解決能力的發展雖亦有

正面作用，但不如誘導方式有利。父母誘導的管教方式是給予孩子適當的

自由和探索的空間，並且父母內心對孩子抱著合理的高度期望，這樣的父

母教養態度能夠增進孩子的問題解決能力，國內外這方面的研究結果是一

致的。 

最後，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的研究則發現，早年缺乏雙親

照顧的成人所擁有的因應資源，顯著低於早年雙親照顧但操控的成人，因

此在個體問題解決能力發展上，早年雙親照顧因子的重要性可能比過度保

護因子更為重要。以下研究者列出近年來早年依附與問題解決的重要相關

研究，如表 2-6-1： 

表 2-6-1 近年來早年依附與問題解決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結果 

林伊莉(民 92) 台北縣市七所

國小六年級學

童共 697人 

問卷調查： 
親子情感關係量表、青

少年因應策略量表 

安全依附學童的因應策略顯著優於不安

全依附學童。 
焦慮依附學童與逃避依附學童的因應策

略沒有顯著差異。 
焦慮依附學童的尋求支援策略比逃避依

附學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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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佳伶(民 91) 台灣地區國中

生 1177名 
問卷調查： 
家庭生活狀況問卷。

不安全依附傾向有性別差異。 
家庭氣氛越和諧的青少年越容易與父母

形成安全的依附關係。 
與父母安全依附的青少年，其情緒因應能

力比不安全依附者好。 
與父母安全依附的青少年，在發洩情緒、

表達情緒、尋求幫助及認知處理等因應方

式的得分上，高於不安全依附者。 
與父親不安全依附且與母親安全依附的

青少年，在發洩情緒、表達情緒、尋求幫

助及認知處理因應方式的得分較高。 
與父親安全依附且與母親不安全依附青

少年，比與父親不安全依附且與母親不安

全依附的青少年，在尋求幫助上的得分較

高。 

謝佳原(民 91) 1035名台灣地
區國中學生 

問卷調查： 
中學生解釋風格量表、

父母同儕依附量表 

高安全父母依附國中生較低安全父母依

附國中生，在正/負向事件解釋風格上趨
於「內在」歸因與「普遍」歸因。 
高安全父母依附國中生較低安全父母依

附國中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上趨於

「穩定」歸因；在負向事件解釋風格上趨

於「暫時」歸因。 
高安全同儕依附國中生較低安全同儕依

附國中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趨於「內

在」歸因、「穩定」歸因與「普遍」歸因。

高安全同儕依附國中生與低安全同儕依

附國中生在負向事件解釋風格個人性、穩

定性及普遍性三向度上並無顯著差異。 

洪聖陽(民 90) 台南地區公立

國小六年級學

生 412名(男生
196名，女生 216
名) 

問卷調查： 
父母教養方式問卷、

父母依附量表、 
兒童自我概念量表、

生涯成熟態度量表。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父親依附與自我概念

皆並無性別差異。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父親依附與自我概念

會因父母教養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母親依附受性別和父

母教養方式交互作用的影響。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生涯成熟會因不同母

親依附而有顯著差異；且受其父親依附和

自我概念交互作用的影響。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母親依附、性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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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均能有效預測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生

涯成熟，其中以母親依附關係的預測力最

佳。 

紀怡如(民 90) 國中生 問卷調查 國中生之依附關係與其因應策略之間有

顯著相關。 
國中生的母親依附、父親依附、挑戰評估

（自選壓力）及傷害評估（指定壓力）對

其「尋求支援」具有顯著效應，其中，「母

親依附」的影響力最大。 

許瑞蘭(民 90) 國中生 問卷調查 依附關係(父親依附、母親依附、整體依
附)與人際問題解決態度(面對問題、自我
情緒控制情緒、自信)各層面及整體情形
都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廖成敏(民 89) 國小高年級學

童 
問卷調查 安全型依附學童與不安全型依附型態學

童比較起來，在面對與父母親的衝突時，

較傾向採取解釋的因應處理方式，較不傾

向採取情緒的因應處理方式，即較常採取

正面因應方式。 

孫淑琴(民 88) 918名國小六年
級學童 

問卷調查： 
父母與同儕依附量

表、了解自己-他人量
表、你會怎麼做量表

依附關係和內在運作模式對同儕衝突處

理策略有直接影響。 
學童面對同儕衝突時，信任母親卻無法溝

通、自我信賴感低、對他人評價高者傾向

使用「忍讓策略」；信任母親、自我信賴

感高，自我利他傾向高者則傾向使用「合

作策略」；與母親溝通良好且高自我利他

者傾向使用「尋求教師幫忙策略」。 

許文耀、呂嘉寧(民 87) 1726名國中
生、1764名高中
生 

問卷調查： 
情緒自主量表

(Steinberg & 
Silverberg, 1986)、依附
型態量表、生活狀況量

表、因應量表、無望感

量表、自殺危險性量表

不安全依附型態者，其情緒自主愈高時，

則生活困境愈多、因應資源愈少、無望感

愈大、自殺危險性愈高。 

Howard與

Medway(2004) 

75名來自德州
的高中生與其

父親或母親。 

問卷調查： 
依附問卷、因應型態量

表、生活壓力量表。

青少年的安全依附傾向與家庭溝通呈正

相關，與負向逃避因應行為呈負相關。 
青少年的不安全依附傾向和負向逃避呈

正相關。 

Colman與 Thompson 36名學前兒童 情境觀察法： 在母親的行為無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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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平均 58個月
大，17男，19
女)，及其母親。

比較孩童面對簡單及

困難的問題解決任務

時的態度。 

依附傾向較低的孩子，無論是面對簡單或

困難的任務，都有較多不必要的尋求幫助

行為，且表現出較多無能的狀態，容易受

挫和要求立即被幫助。 

Moss, Gosselin, Parent, 
Rousseau,與 Dunont 

(1997) 

37名 3至 4歲學
前兒童(19名安
全依附，18名不
安全依附)、其母
親，及陌生婦女

一名(其亦有學
前子女)。 

情境觀察法： 
觀察問題解決互動情

形。 

與不安全依附學童相較，安全依附學童在

兩種情境下，都比較能夠表現出能完成任

務的適當行為和自我監控的行為，也比較

能夠與陌生人合作完成任務。 
不安全依附學童的目標導向行為比安全

依附者少。 

Fagot, Gauvain,與 

Kavanagh (1996) 

93名幼兒 情境觀察法： 
於受試者 18個月大時
做依附型態分類(分為
安全依附型、焦慮依附

型與逃避依附型)，並
於其 30個月大時觀察
其與母親在問題解決

任務中的互動表現。

安全依附孩童的母親持續的針對任務給

予支持；焦慮依附孩童的母親在問題解決

任務中比較沒有效能也比較無法給予有

效的支持，而使得孩子在問題解決情境中

與母親的配合的表現較差；逃避依附孩童

的母親在任務中的表現與安全依附者的

母親則無顯著差異。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與

Gamble(1993) 

48名青少年及
其母親。 

情境觀察法：觀察青少

年與其母親在問題解

決任務中的策略，以預

測不同依附策略青少

年的特質。 

安全依附策略的青少年傾向於加入問題

解決的討論，比較沒有失功能的憤怒，比

較少逃避問題。 
去依附策略的青少年會參與問題解決互

動，但有比較多失功能的憤怒。 

    綜上所述，早年父母的教養態度、早年依附經驗皆會影響個體的問題解決能

力，良好的早年親子關係可以視為是個體日後的因應資源，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父

母親所付出的關懷與愛，而對孩子嚴格的標準或過度保護、操控的所造成的影響

可能比較小。 

二、成人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 

(一)成人安全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 

安全依附者具有安全感，在內心建立了堅固的安全堡壘，他們相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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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夠處理困擾，且他們會向外界尋求支持，並認為當他們需要的時候，

會有人來幫助他們(Bowlby, 1973；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Collins & 

Read, 1990; Mikulincer & Florian, 1995;紀怡如，民 91; Mikulincer, 1998；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1993; 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Mikulincer & Sheffi, 2000)，因此他們能夠知覺困擾、忍耐壓力事件，且比

較能夠使用有功能的態度來經歷負向情緒、注意到問題情境中的正向層

面，進而採取「問題解決中心」因應策略與「雙贏」的問題解決策略，而

不會採「情緒中心」因應策略(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黃碧慧，民 91；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 & Gamble, 1993;廖成敏，民 89； 

Mikulincer, 1998; 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余郁雯、劉梅貞、陳

美伶，民 89)。此外，安全依附者採取流暢而具建設性的情緒管理策略，

比較不會引發負向情緒，而能夠坦承自己的負向情緒(Kobak & Sceery, 1988; 

Mikulincer, 1990, 1993, 1998;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 & 

Gamble, 1993;廖成敏，民 89; 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許瑞蘭

(民 90)的研究就顯示，安全依附者的問題解決能力高於不安全依附者。 

(二)成人不安全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 

    Bowlby (1973)指出，不安全依附的成人都將依附對象視為不支持的，

所以他們懷疑依附對象是否能夠減輕困擾，他們就像不安全依附的嬰幼兒

一樣，在許多問題因應上會有風險，沒有很好的因應策略(Shaver & Hazan, 

1993;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1993)，不安全依附的個體較常使用情緒

中心因應策略與逃避方式，且存有較不實際的想法(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Lussier, Sabourin & Turgeon, 1997; Torguati & Vazsonyi, 1999)。以下分

別針對成人偏執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關係、成人逃避依附型態與問

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研究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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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成人偏執(焦慮)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關係： 

偏執依附者在處理壓力事件上，使用較多情緒焦點策略(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1993)，對事情傾向於作負面的解釋(Collins, 1996)，並且

容易依賴他人(Bowlby, 1988; Shaver & Hazan, 1993; 紀怡如，民 90)，這是

因為在嬰兒期當中，母親對孩子的行為與態度常常不一致，導致孩子必須

強調對母親的需要和依賴以及增強負向情緒的表達，以提高母親的注意和

關愛，因此偏執依附者常以強迫的方式來面對衝突，並且會過度注意困擾

線索(Fuendeling, 1998; 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 & Berger, 2001)，

對負向情緒與想法過度活化，專注於內在的痛苦而無法分離(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Mikulincer & Sheffi, 2000)，他們有情緒管理上的

困擾，無法壓抑(repress)與包容(contain)自己的負向情感，常使用反向防衛

機轉來面對問題(Fuendeling, 1998; Mikulincer & Orbach, 1995; Searle & 

Meara, 1999;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 & Berger, 2001)。 

偏執依附者在與重要他人相處時，會強迫性的試圖縮小與對方的距

離，藉由黏住(cling)對方以及操控性的行為，來獲取愛與安全感(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Mikulincer & Sheffi, 2000)，並且常會迫使夥伴做

一些讓步，而沒有轉圜的空間(Pistole,1989; Torguati & Vazsonyi, 1999)，他

們以一種過度反應的方式，集中注意力於困擾線索，而且傾向於建立一種

依賴的關係，這種依賴的關係會使他們的焦慮更加惡化( Carnell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 Kobak & Sceery, 1988; Mikulincer, Florian, & 

Tolmacz, 1990; Shaver & Hazan, 1993; Mikulincer & Orbach, 1995)，再加上

他們通常不會主動積極的處理壓力事件(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Shaver, 

Collins & Clark, 1996)，這樣的態度也會使得壓力與情緒更加惡化，甚至妨

礙到其他生活層面的適應(Mikulince & Orbach, 1995)。Mikulincer, Florian,

與 Weller(1993)以經歷以色列戰爭的軍人為研究樣本，發現在創傷中偏執

依附者自陳較多的困擾，使用較多情緒焦點策略；Mikulincer與 Fl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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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的研究則顯示偏執依附者自評與他評因應壓力的能力較低，且較

不具有領導能力。 

(II)成人逃避依附型態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關係： 

逃避依附者的母親較自我中心而沒有耐心，會忽略或不回應孩子的情

緒需求，孩子為了能夠更接近母親，因而選擇了壓抑的策略，他們不會以

哭鬧的方式來表現負向情緒，藉此減少被母親責備或忽視的機會，因此逃

避依附者傾向以防衛的態度來避免過多情緒涉入、否認自己對依附情感的

需求，甚至逃離親密關係(Bowlby, 1988)。 

逃避依附者在面臨壓力及情緒困擾時，會壓抑負面思想，亦不會表現

出憂慮、難過…等情緒(Collins & Read, 1994; Shaver, Collins & Clark, 

1996)，他們強調自我依賴，以否認、漠視及不直接表達的方式來面對衝突

情境(Kobak & Hazan,1991)，他們的情緒管理策略是逃離關係、否認依附需

求並使用壓抑的防衛機制(Mikulincer, Orbach, & Iavnieli, 1998; 黃碧慧，民

91)。Mikulincer, Florian,與 Weller(1993)以經歷以色列戰爭的軍人為研究樣

本，發現在創傷中，逃避依附者使用較多疏遠策略；Mikulincer與 Florian

（1995）的研究則發現，逃避依附者報告較多逃避因應，較少尋求支持，

視壓力事件為威脅，但他們的自評及他評因應壓力事件的能力和安全依附

者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Turan, Oscar, Turan, Ilkova,與 Damci(2003)的研究顯示，疏離依附者在

處理壓力事件時，常用的策略是轉移注意力，以避免困擾和焦慮，這種逃

避策略可能會使他們無法集中注意力在問題上，而使他們無法運用適當的

因應策略，使得問題沒有良好的解決，研究亦顯示，恐懼依附者也傾向於

使用逃避策略。 

疏離依附者以及恐懼依附者傾向於不會去表達困擾、依賴需求和尋求

協助，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困擾或沒有依賴需求(Turan, Oscar, T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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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kova, & Damci, 2003)。Dozier and Kobak (1992)研究發現，疏離型的人在

被問及依附經驗時,會顯出更高的生理喚起(physiological arounsal)，這意味

著疏離型的人在被問及依附經驗時的焦慮和壓力，這和他們堅持依附經驗

不被重視或注意的自我陳述不一致(Pianta, Egeland, & Adam, 1996)。 

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與 Berger(2001)研究顯示，逃避依附

與反向因應、壓抑因應皆達顯著相關，如此異質的因應方式發生在逃避依

附者身上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逃避依附者雖然對他人的看法都是負向的，

但有些對自己的看法是正向的，有些卻對自己的看法是負向的，因此依附

型態四分類的分法可能比較能夠適切的反應事實。以下研究者列出近年來

成人依附與問題解決的重要相關研究，以及近年來依附型態發展與問題解

決的重要相關研究，如表 2-6-2及表 2-6-3： 

表 2-6-2 近年來成人依附與問題解決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變項與研究結果 

王仲匡(民 92) 台中和南投八

所大學 644名
(24班)大一學生

問卷調查： 
父母與同儕依附量

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

表、大學生心理適應量

表。 

與父母安全依附的大學新生，其生活適應

都較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者佳。 
與父/母依附型態都和自我概念有顯著相
關。 
自我概念能有效預測大學新生的問題解決

能力與情緒適應力。 

楊雅惠(民 92) 台灣八所大學

783名大四學生
問卷調查： 
依附風格量表、負向情

緒調適預期量表、生涯

抉擇壓力因應量表、快

樂感受量表、憂鬱量表

依附會影響個體壓力因應與負向情緒調適

預期。 
依附會透過正/負向壓力因應、負向情緒調
適預期和情緒焦點因應影響情緒經驗。 

黃碧慧(民 91) 733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人際依附風格量表、事

件衝擊量表、因應量表

不同依附風格大學生對愛情關係中的壓力

事件之困擾有顯著差異。 
安全依附大學生傾向以問題解決方式處理

壓力事件，以正面態度詮釋壓力事件；在

不同的壓力情境下能有彈性的運用不同的

因應策略；能有效的並用問題解決與情緒

處理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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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依附大學生的「侵入症狀」較高，傾

向使用逃避的因應策略；在面對「三角關

係」的壓力事件時，比拒斥型依附的大學

生出現較多問題解決與尋求支持的因應策

略。 
疏離型依附大學生傾向使用逃避的因應策

略；面對不同的壓力事件，仍呈現一致的

遠離、逃避因應策略。 

蘇逸珊(民 90) 屏東師院、台南

師院、中原大

學、成功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與吳鳳技

術學院等校學

生共 478人。 

人際依附風格量表、

大學生情緒智力量表、

大學生人際關係量表。

安全依附傾向越高者的情緒智力越高，人

際關係越好；偏執依附傾向越高者的自我

激勵的能力越低，在同儕關係及親密友誼

上的關係越好；疏離依附傾向越高者的認

識自身情緒的能力越高；恐懼依附傾向越

高者的親密友誼越不好。 
人際情緒智力、安全依附傾向、恐懼依附

傾向及認識自身情緒能有效預測大學生的

人際關係。 

林佳玲(民 88) 299對夫妻 親密關係體驗量表、婚

姻因應量表、婚姻滿意

量表 

不同依附風格丈夫與妻子在衝突因應策略

上均有顯著差異。 
丈夫比妻子更常採取「正向回應」與「自

我興趣」因應婚姻衝突，而妻子則比丈夫

更常採取「爭執」、「自我責備」與「尋求

社會支持」策略。 

Eftekhari (2003) 440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依附型態量表、被接納

知覺量表、支持有效性

量表、因應量表、適應

量表。 

依附傾向與心理適應情形有關，被接納的

知覺與逃避因應是部分中介因素，但能被

有效支持的知覺、問題焦點因應與尋求支

持因應則非依附傾向與心理適應的中介因

子。 

Gelven(2003) 231名大學女生 問卷調查： 
同儕依附型態量表、因

應型態量表、因應策略

使用量表、節食壓力量

表、飲食型態量表。

飲食失調的不安全依附者有較為不適應的

因應型態，且感覺到較多同儕對節食的壓

力。 
飲食型態與依附型態有關，其中介因素是

因應型態或節食壓力。 

McNally, Palfai, Levin,
與Moore(2003) 

366名大學生
(18-23歲) 

問卷調查： 
酒精使用量表、依附傾

向量表、自我與他人心

理模式量表。 

負向自我模式與酒精濫用問題有關，其中

介因子是意圖以酒精解決問題的因應方

式。 

Turan, Osar, Turan, 來自 Turkey醫 問卷調查： 疏離依附傾向與糖尿病適應不良、負向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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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ova,與 Damci (2003) 院的 89名胰島
素依賴的糖尿

症病患。 

疏離依附問卷、因應量

表、生理健康檢核表。

尿病身體檢驗結果有顯著相關。 
疏離依附傾向與逃避因應、被動悲觀的認

命態度的態度有關。 
在面對糖尿病時，疏離依附造成的影響是

負面的，中介歷程是負面的因應型態。 

Wei, Heppner,與

Mallinckrodt (2003) 

515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因應方式量表、依附量

表、心理適應量表。

因應方式與依附傾向、心理困擾，此三者

兩兩相關，且因應方式完全中介於焦慮依

附和心理困擾之間；因應方式則部分中介

於逃避依附和心理困擾之間。 

Lopez與 Gormley 

(2002) 

研究一：207名
大學生，於大學

一年級開學時

和學年即將結

束時填寫自陳

量表。 
研究二：207名
將升上大學二

年級的大學新

生。 

問卷調查(一年追蹤)：
成人依附型態量表、成

人依附型態量表、自信

量表、問題因應型態量

表、心理困擾量表。

成人依附型態的穩定與改變，和自信心的

改變、問題因應型態的改變、心理困擾的

改變、自信程度的變動有關。 
個體依附型態的轉變會影響其自信程度和

問題因應型態(有顯著主要效果量)。 
個體依附型態轉變會影響其心理困擾(有
顯著主要效果量和交互作用效果量)。 

Schmidt, Nachtigall, 
Wuethrich, Strauss 
(2002) 

150名慢性病患
者。 

訪談法： 
成人依附晤談(AAI)、
因應型態晤談。 

慢性病患者的不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時，其

因應流暢性越低。 
安全依附可以視為是一種面對慢性疾病時

的內在資源。 

Alexander, Feeney, 
Hohaus,與 

Noller(2001) 

92對剛有一個
小孩的已婚夫

妻。 

問卷調查： 
依附型態量表、因應資

源量表。 
於婦女第二次懷孕時

測量丈夫和妻子的依

附型態和因應資源，並

於第二個嬰兒六週大

時，測量夫妻倆的養育

韌性(parenting strain)
和因應策略。 

因應資源和養育韌性可以預測附母親的因

應策略。 
依附傾向和因應型態會影響將為人父母者

的適應狀況。 

Barrett, Holmes (2001) 161名大學生。

 

問卷調查： 
父母教養態度量表

(PBI)、依附型態問卷

(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父母同

在預測大學生對焦慮環境的詮釋和計劃行

為方面，與父母不安全依附情形預測力最

強，親密關係依附次之，同儕依附的預測

力最小。 
依附相關經驗可能會對焦慮情境的詮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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儕依附量表-同儕分量
表、對12個焦慮情節的
反應問卷。 

計劃行動有所影響。 

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與 

Berger(2001) 

55大學生(17
男、38女) 

問卷調查： 
親密關係經驗量表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ECR; 
Brennan et al., 1998)、
問題中心因應風格量

表(Problem-Focused 

Styles of Coping 
(PF-SOC; Heppner et 
al., 1995)、焦慮量表、
憂鬱量表 

困擾與成人依附傾向、問題因應型態有關。

問題因應型態中介於成人依附傾向與困擾

之間。 
不安全依附傾向與困擾為正相關；其中焦

慮依附傾向與困擾的相關高於逃避依附。

焦慮依附傾向與反向因應有顯著相關，與

壓抑因應則無顯著相關。 
逃避依附傾向與反向因應、壓抑因應皆有

顯著相關。 

Ruvolo, Fabin,與

Ruvolo (2001) 

第一次施測：

301對成年的約
會男女。 
第二次施測：

184名女性、138
名男性。 

差異比較： 
比較分手與持續交往

者的差異。 
問卷調查：依附特徵量

表、衝突逃避量表。於

第一次填問卷後的五

個月時，進行第二次問

卷填答。第二次填答時

詢問其親密關係是否

維持或結束，並測量其

依附特徵。 

女性在關係破裂後的安全依附傾向較低，

且在交往時的安全依附傾向較高。 
女性逃避衝突的傾向越低時，其安全依附

傾向就越高；當女性的逃避衝突傾向越高

時，其安全依附傾向越低。 
對原本不安全依附的男性而言，他們在關

係破裂後的安全依附傾向較低，且在交往

時的安全依附傾向較高。 
關係穩定的男性，其逃避衝突的傾向與其

依附傾向改變與否無顯著相關；關係結束

的男性，其逃避衝突傾向越高時，其安全

依附傾向越高。 

Zimmermann, 
Maier,Winter, 與

Grossmann (2001) 

41名青少年(平
均年齡 16.7歲
與 17.1歲)，與
其友人。 

情境觀察法： 
以錄影帶觀察青少年

與其朋友以合作或不

合作的態度，參與複雜

的問題解決情境。於最

後階段，兩方自我評估

問題解決過程中的情

緒。 

在問題解決情境下，不安全依附青少年對

朋友較不能採取合作的方式，而有較多損

害性的行為，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早年與

父親不安全依附的青少年身上。 
這意味著青少年時期與嬰兒時期的依附情

形都會影響個體選擇與朋友合作或獨立解

決問題。 

Koopman, Gore, 
Marouf, Butler, Field, 
Gill, Chen, Israelski,與

Spiegel(2000) 

147名愛滋病患
(80男、67女，
平均 40.4歲)。

問卷調查： 
愛滋病狀況、因應型

態、依附型態、一般社

會支持品質、知覺壓力

愛滋病患者所知覺到的壓力越高時，其收

入越低、面對愛滋病的態度越逃避、安全

依附傾向越低、焦慮依附傾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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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 

Mikulincer與 Sheffi 

(2000) 

大學生 實驗法、情境觀察 安全依附者在面對正向情緒時，有較好的

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表現。 
焦慮依附者面對正向情緒時，其創造性問

題解決能力表現比面對負向情緒時差。 
逃避依附者在面對正向情緒時和負向情緒

時，其創造性問題解決能力表現無差異。

Shields, Travis,與

Rousseau (2000) 

28對罹癌老夫
妻(平均 50歲以
上)、22對控制
組老夫妻(平均
50歲以上) 

訪談、問卷調查： 
婚姻依附晤談

(Rochester Attachment 
Interview)及 Rochester
依附編碼系統、憂鬱量

表、身體健康量表。

安全依附婦女感覺到較高的婚姻滿意度，

也自認較為健康。 
罹癌的安全依附男性，其妻卻有較多的憂

鬱症狀。 

表 2-6-3 近年來依附型態發展與問題解決的重要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主要變項與研究結果 

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 

100名尋求
輔導的大

學生(66
女；34男) 

雙親教養泰度量表

(PBI)、關係量表
(RQ)、因應資源量表

(Coping Resources 
Inventory;CRI) 

早年安全依附且成人安全依附的人傾向於將生

活事件視為較不具壓力，也會有比較高的因應資

源，同時比較瞭解壓力和因應之間的關係。 
父母高關懷、低過度保護與高因應資源有顯著正

相關。 
認為雙親缺乏照顧的成人所擁有的因應資源，顯

著低於雙親照顧但操控的成人，因此雙親照顧因

子的重要性可能比過度保護因子更為重要。 
成人安全依附和高因應資源有關。 
早年依附經驗比成人安全依附更可能是促成成

年時期因應資源建立的主因。 

Moller, McCarthy, 與

Fouladi(2002) 

250名在最
近一年經

歷一段關

係破裂的

大學生

(18-34

問卷調查： 
雙親教養態度量表、

依附型態量表

(Attachment Style 
Questionnaire;ASQ; 
Feeney, Noller, &  

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面對關係破裂的功能與持

續安全依附者非常相似，他們的因應資源沒有顯

著差異。換句話說，習得安全依附者並無顯著繼

承心理功能弱勢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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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62%
女，61%歐
裔美國人) 

Hanrahan,1994)、
UCLA寂寞量表、無
助量表、負向心情量

表、因應資源量表、

Hopkins診斷檢核表

Paley, Cox,與 

Burchinal(1999) 

138對夫婦 深入晤談、情境觀
察： 
成人依附晤談(AAI)、
情境觀察(問題解決
任務) 

習得安全依附婦女情緒管理能力和持續安全依

附附女一樣好，這兩類婦女的情緒管理能力比偏

執、疏離依附婦女好。 
伴侶為持續安全依附者的婦女，其婚姻正向行為

頻率高於伴侶為習得安全依附者的婦女。 

Phelps, Belsky,與 Crnic 

(1998) 

97名有子
女的母親 

深入晤談、問卷調

查： 
成人依附晤談

(AAI)、壓力量表 

高壓下，習得安全依附婦女的撫育品質與持續安

全依附者一樣好，兩者的撫育品質皆高於不安全

依附婦女。 
低壓下，習得安全依附婦女、持續安全依附者和

不安全依附者所提供的撫育品質都很好。 

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可知：安全依附者能夠真實的面對自己的情緒，採取彈

性、問題解決中心的因應策略；偏執依附者則過度注意與過度表達自己的

負向情緒，採取僵硬、情緒中心的因應策略；逃避依附者則試圖轉移自己

的注意力、否認自己的負向情緒與需求，但面臨壓力時，他們卻有很高的

生理喚起，多數研究並沒有把逃避依附型態加以細分為疏離依附型態與恐

懼依附型態，但有研究顯示將兩個型態區隔開來研究較為合理，因此本研

究採取Bartholomew與Horowitz的理論架構來探討成人依附傾向對問題解

決能力的影響情形。同時，研究者發現，大多數的研究都單一聚焦於早年

依附或成人依附對於個體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性或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同

時將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同時列入研究考量，以釐清兩者與問題解決能力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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