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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進一步加以分析探討，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討論

早年依附經驗如何影響大學生的早年依附型態，以及大學生的早年依附與

成人依附之間的關係與性別差異情形；第二節討論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

成人依附傾向對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性別差異情形，以及在與父親或母

親的依附情形下的差異情形；第三節討論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

傾向對問題解決能力的預測情形、性別差異情形，以及在與父親或母親的

依附情形下的差異情形；第四節討論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在憂鬱傾

向、問題解決能力上的差異情形。 

第一節 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的關係 

本研究第一部份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男大學生或女大學生，決定其

早年與父/母依附型態的都是早年父/母關懷，早年受到父親/母親關懷越多

的大學生是早年與父/母安全依附型，反之則為與父/母不安全依附型；換

言之，早年與父/母依附型態可由早年受父/母關懷多寡，而非父/母保護程

度，來預測。這可以Bowlby(1973, 1980, 1982)的理論加以解釋，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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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是值得被愛的，而有穩定的安全感；相反的，若主要照

顧者無法提供關懷與愛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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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他們會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或無能力的，也認為

他人是不可信賴的、冷漠的，同時他們可能會經驗到憂鬱和焦慮的感受，

而為不安全依附者。Winnicott(1965)也指出，主要照顧者敏感而同理的

照顧將使嬰兒有足夠的安全感，而能發展出穩定的自我；Winnicott(1960)

亦提出「足夠好的母親」的概念，表示主要照顧者不需因偶爾未立即滿足

孩子的需求偶爾而擔心孩子的自我發展和依附安全感，孩子需要的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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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好的照顧」而非過度保護；由上可知，個體早年依附型態主要受早年父

母關懷的影響，而比較不受父母保護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第二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早年依附經驗能夠

預測部分成人依附傾向(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偏執依附傾向、成人恐懼

依附傾向)，研究結果部分支持研究假設 1-1；而且男、女大學生的早年依

附型態和成人依附型態之間有顯著的關聯性存在，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1-2。以下探討大學生早年依附與成人依附的關係： 

壹、成人依附傾向確實受早年依附經驗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

大學生，其早年依附經驗皆能夠預測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恐懼依附

傾向，而且若早年受到父母關懷越多，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越高，而成人

恐懼依附傾向越低；換言之，正向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呈正

向關聯，而正向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恐懼依附傾向為負向關聯。然而，本

研究顯示：早年依附經驗僅能夠預測整體大學生與女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

附傾向，而無法預測男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而且早年受父親關懷

越多的整體大學生的偏執傾向越低，早年受父親關懷、父親保護越多的女

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越低；換言之，父親關懷與整體大學生的偏執

依附傾向呈負向關聯，而父親關懷、父親保護皆與女大學生的偏執依附傾

向呈負向關聯，並且女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似乎受父親的影響較

大，而比較不受母親影響。最後，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

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大學生而言，其早年依附經驗皆無法有效預

測其成人疏離依附傾向；亦即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較無顯著

關聯。 

正向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而與成人恐懼依

附傾向、成人偏執依附傾向呈負向關聯的研究結果，與 Buelow, Lyddon,



 168

和 Johnson (2002)、Swanson與Mallinckrodt (2001)、McCutcheon(2000)、

Beckwith, Cohen, Hamilton (1999)、Greenberger與McLaughlin(1998)、Styron 

與 Janoff-Bulman (1997)的研究結果一致，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為 Bowlby 

(1973, 1980,1982)、Feeney 與 Noller(1996)的理論觀點所解釋，他們表示早

年父母正向的撫養照顧使兒童內化主要照顧者的形象，建立客體恆常性與

穩定的自我，使其能夠在當下與未來能有足夠的安全感，而在日後有較高

的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若孩子在早年缺乏父母關愛，他們將無法建立穩固

的自我，對自己、他人以及世界傾向於抱持負向的看法，而這些負向早年

依附經驗所造成的負向心理模式不易改變，會導致其個體日後的不安全依

附傾向。 

早年依附經驗與女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有關，卻與男大學生的

偏執依附傾向無顯著關聯，此性別差異情形可能是因為女性的成人偏執依

附傾向較男性明顯所致，所以研究結果顯示女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

偏執依附傾向的顯著關聯性，而男大學生的關聯性卻未達顯著水準。此

外，女大學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受父親影響比母親大的研究結果可以

Kobak與 Cole(1994)的觀點加以解釋，他們指出若女性在早年得到父親足

夠的關愛與重視，她們在未來的親密關係中會比較有自信，不擔心被遺

棄，具有足夠的安全感，本研究所顯示父親關懷、父親保護同時與女大學

生的成人偏執依附傾向呈負向關聯，可能意味著早年父親給予女兒「足夠

注意力」的重要性。 

最後，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無顯著關聯的研究結果，可

能與疏離依附者傾向於逃避、遠離及否認負向經驗(包括負向早年依附經

驗)，並自陳不受負向經驗的影響，但疏離依附者並非一定不受早年依附經

驗的影響，只是他們習於逃避與否認所受到的影響(黃碧慧，民 91；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Mikulincer & Florian, 1995、Wayment & 

Vierthaler, 2002)，因此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的關係還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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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探討。 

綜上可知：除了成人疏離傾向之外，早年依附經驗可以預測大部分的

成人依附傾向，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傾向確實受早年依附經驗影響。 

貳、早年到成人時期的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不變：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男大學生或女大學生，其早年與父親/母親的

依附型態都與成人依附型態有顯著關聯性存在，而且早年與父安全依附男

大學生顯著不傾向成人不安全依附；早年與父安全依附女大學生，出現成

人安全依附型態的比率顯著高於早年與父不安全依附的女大學生；早年與

父/母不安全依附女大學生，出現成人不安全依附型態的比率顯著高於早年

與父/母安全依附的女大學生；換言之，成人依附型態似乎傾向於持續早年

依附型態，而不傾向於改變早年依附型態。 

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不變的研究結果與 Hamilton (2000)、Waters, 

Merrick, Treboux, Crowell與 Albersheim(2000)、Bahadur (1999)的研究結果

一致，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 Bowlby(1073,1980,1982)、Main, Kaplan,與

Cassidy(1985)、Feeney 與 Noller(1996)、Sroufe(1983)、Thompson(2000)的

理論觀點加以說明，他們表示無論是安全依附者或不安全依附者都會根據

其內在運作模式行動，並且引發與自己內在運作模式相符的他人反應，而

且都會依照自己的自我表徵選擇所處環境，所以安全依附者不容易進入不

安全溫暖的關係，而不安全依附者不容易進入具滋養的關係當中，使得安

全依附型態與不安全依附型態都不易改變。此外，Roberts, Gotlib,與

Kassel(1996)以來自中產家庭的子女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受試者的依附型

態傾向於穩定，可能是因為中產家庭環境較為穩定所致，研究者認為由於

大學生的原生家庭可能有許多是中產家庭，其家庭環境較為穩定，所以也

是導致依附型態持續的原因之一。 

然而，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的研究結果與 Parker, Barrett,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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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kie(1992)、Hickie, Parker, Wilhelm與 Tennant (1991)、Brennan與

Wamboldt(1990)、Hickie, Wilhelm, Boyce, Hadzi-Pavlovic, Brodaty, Mitchell,

與 Parker(1990)的研究結果相異，他們指出早年與父母的連結和成人時期

與伴侶的連結間並無顯著關聯，研究結果的差異原因可能是因為研究變項

的不同，他們探討的是早年與父母的連結、目前與親密伴侶的連結，而本

研究探討的是早年依附型態以及成人依附型態的關聯性，而且成人依附型

態並非指與親密伴侶的依附關係型態，這是很不相同的。 

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的研究結果與Weinfield, Sroufe與

Egeland(2000)、McCutcheon (2000)的研究結果不同，他們指出從嬰兒期到

成人時期的依附連續性未達顯著，研究結果的差異可能是因為研究樣本的

不同，此研究結果差異可以 Bowlby(1973)、Thompson(2000)、Weinfield, 

Sroufe,與 Egeland(2000)的觀點解釋，他們都表示負向生活事件的發生容易

促成依附型態的改變，Weinfield等人(2000)以來自貧窮家庭的受試者為研

究樣本，而McCutcheon (2000)以平均年齡 37.7歲的受僱成人為研究樣本，

而本研究樣本為大學生，大多出自中產家庭、未有工作歷練，遭遇過的生

活事件極可能與來自貧窮家庭者、受僱成人大不相同，所處環境也比來自

貧窮家庭者以及年紀較長的受僱成人更為穩定，所以本研究顯示大學生的

依附型態傾向於穩定應是正確的，而其他族群的依附型態連續情形仍需未

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由上可知，大學生的依附型態之所傾向於穩定可能是因為所處的環境

較為穩定，而且他們尚未出社會，遭遇的生活事件比受僱成人更為單純，

至於是否是由於環境穩定性以及負向生活事件所導致，需更進一步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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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對憂鬱
傾向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和女

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能夠預測其目前的憂鬱傾向，研究

結果大致支持研究假設 2-1。以下針對早年依附經驗、成人依附傾向與憂

鬱傾向的關係加以說明： 

壹、早年依附經驗與憂鬱傾向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父親關懷與母親關懷可以預測整體大學生的憂鬱傾

向，而且父親關懷越低、母親關懷越低時，整體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越高；

父親關懷能預測男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且父親關懷越低時，男大學生的憂

鬱傾向越高；母親關懷能夠預測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且母親關懷越低

時，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越高；換言之，負向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憂鬱傾

向為正向關聯，並且學生的憂鬱傾向似乎受同性雙親影響較大。此外，無

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大學生，早年「父/母親關

懷」都比「父/母親保護」更能預測其憂鬱傾向。以上研究結果大致支持研

究假設 2-1的早年依附經驗部分。 

負向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憂鬱傾向呈正向關聯的研究結果與王玉梅

(民 91)、Styron 與 Janoff-Bulman (1997)、Parker 與 Hazdi-Pavlovic (1992)

的研究結果一致，Bowlby(1980)指出早年依附經驗會為個體所內化，失常

的依附關係會造成個體的負向認知謬誤(Beck, 1967, 1987)、對自己或他人

的負向心理表徵，而導致憂鬱傾向(Blatt, 1974,1979)。 

本研究的另一個發現：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受早年與同性雙親的依附經

驗影響較大，此研究結果與 Enns, Cox, 與 Larsen(2000)、Parker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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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di-Pavlovic (1992)、Parker (1983)的研究結果類似，憂鬱傾向受同性雙

親影響較大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兒童較容易認同同性雙親(Bandura, 1965, 

1969)，導致兒童與同性雙親的認知型態的相關比異性雙親更高，而習自同

性雙親的負向認知模式將導致憂鬱傾向升高(Beck, 1967, 1987)。此外，研

究者認為，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受早年與同性雙親影響較大也有可能是因為

兒童較容易認同同性雙親，所以同性雙親的關懷比異性雙親關懷更為重

要，也更容易影響其憂鬱傾向。由此研究結果可知，傳統認為憂鬱傾向受

母親撫育影響較大的刻板印象可能並不正確，個體憂鬱傾向受同性雙親的

影響較大，因此父母親對孩童的撫育是同等重要的。 

早年「父/母親關懷」都比「父/母親保護」更能預測憂鬱傾向的研究

結果與 Higgins(2003)、Blatt, Wein, Chevron,與 Quinlan (1979)的研究結果一

致，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 Bowlby(1969, 1973, 1977, 1980)、Parker(1994)的

觀點加以解釋，他們指出早年父母敏感而有效的照顧，以及早年滋養的

(nurturing)親子關係是憂鬱的緩衝因子，他們的理論觀點都直指父母關懷的

重要性，而比較未強調父母保護對憂鬱傾向的影響，而且Winnicott(1953, 

1960,1965)指出嬰幼兒只需要「足夠好的母親」，主要照顧者對於孩童需

求偶爾未立即給予滿足，反而會促使孩童自主性的發展，因此只要主要照

顧者給予適度的關懷，並不需要過度的保護，孩子就能夠獲得足夠的安全

感，並且在未來有更高的自主性去面對生活事件。 

    由以上結果可知，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與負向早年依附經驗呈正向關

聯，同時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受同性雙親影響較大，且早年雙親的關懷對大

學生的憂鬱傾向的影響情形比保護因子更為顯著。 

貳、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傾向能對憂鬱傾向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大

學生而言，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偏執依附傾向」皆能夠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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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憂鬱傾向，且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越低時，其

憂鬱傾向越低；至於成人恐懼依附傾向對大學生憂鬱傾向的預測方面，成

人恐懼依附傾向只能預測整體大學生與男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而無法預測

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且當整體大學生與男大學生的成人恐懼依附傾向越

高時，其憂鬱傾向越高。最後，整體大學生與男、女大學生的成人疏離依

附傾向皆無法有效預測其憂鬱傾向。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憂鬱傾向與

成人安全依附傾向為負向關聯，與成人偏執依附傾向、成人恐懼依附傾向

為正向關聯，而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較無關聯；換言之，顯示憂鬱傾向與

他人表徵比較無關，而與負向自我表徵有正向關聯性。以上研究結果大致

支持研究假設 2-1的成人依附傾向部分。 

憂鬱傾向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呈負向關聯，且與成人偏執依附傾向呈

正向關聯的研究結果，與王玉梅(民 91)、Wei, Mallinckrodt, Russell,與

Abraham (2004)、Kanemasa與 Daibo (2003)、Haaga, Yarmus, Hubbard, 

Brody, Solomon, Kirk,與 Chamberlain (2002)、West與 George (2002)、

Reinecke與 Rogers (2001)的研究結果一致；憂鬱傾向與安全依附傾向呈負

向關聯，而與偏執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的原因可能是：安全依附者對自

己、他人與世界抱持正向的態度，因此安全依附者較不容易感到憂鬱，但

是偏執依附者的自我意象是負面的，負面自我意象導致失功能態度與負向

基模，因此偏執依附者的憂鬱傾向較高(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Bowlby , 1980；Beck, 1967, 1987；Murphy & Bates, 1997)。 

此外，整體大學生與男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與成人恐懼依附傾向呈正向

關聯的研究結果與王玉梅(民 91)、Haaga, Yarmus, Hubbard, Brody, Solomon, 

Kirk,與 Chamberlain (2002)、Carnelley, Pietromonaco,與 Jaffe(1994)的研究

結果一致；但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於成人恐懼依附傾向無顯著關聯的研究

結果卻與謝玲玉與柯慧貞(2000)、Pilkonis, Kostelnik,與 Frank(2002)的研究

結果不太相同，他們表示憂鬱症婦女有較高比率自陳為恐懼依附型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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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結果上的差異是源於研究對象(一般大學生 vs.憂鬱症婦女)、研究變

項(成人恐懼依附傾向 vs.成人恐懼依附型態)上的差異，而非實質上的差

異；此外，女性的成人恐懼依附傾向與成人偏執依附傾向概念重疊的部分

可能也是導致研究結果有所差異的原因，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與成人恐懼依

附傾向的重疊導致偏執依附傾向能預測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而恐懼依附

傾向則未達顯著水準。 

至於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無顯著關聯性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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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mberlain(2002)、Wayment與 Vierthaler(2002)、Zuroff與Fitzpatrick(1995)

的研究結果一致。然而，此研究結果與謝玲玉,柯慧貞(2000)、Whiffen, 

Kallos-Lilly,與MacDonald(2001)的研究結果相異，他們表示憂鬱症患者自

陳較高比率的疏離依附型態，研究結果發生差異的原因亦為研究對象、研

究變項(成人恐懼依附傾向 vs.成人恐懼依附型態)上的差異，而非實質上的

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憂鬱傾向與他人表徵比較無關，而與負向自我表徵

呈正向關聯。Blatt與 Zuroff(1992)將憂鬱症分為依賴憂鬱症與內射性憂鬱

症，依賴憂鬱症患者對自己沒有自信而感覺需要依賴他人才能感到安全，

內射性憂鬱症患者亦對自己沒有自信，認為自己能力不足以解決生活上所

遭遇的問題，兩種憂鬱症都與自信心缺乏有關，類似於抱持負向自我心理

表徵，Becker的自我貶抑論、Bandura的憂鬱自我效能、Rehm的憂鬱自我

控制模式也都強調憂鬱者自信的缺乏導致憂鬱傾向升高，以上理論觀點都

聚焦於憂鬱個體對自己能力與經驗的負向看法，換句話說，自信缺乏(負向

自我表徵)憂鬱的發生有正向關聯。Murphy與 Bates(1997)、Reinecke與 

Rogers(2001)、Van-Buren與 Cooley(2002)更明確指出負向自我意象才是導

致憂鬱的主要因素，負向他人意象與成人憂鬱傾向較無關聯，成人安全依

附傾向意味著正向自我表徵，因此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與憂鬱傾向為負向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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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而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與恐懼依附傾向同時與負向他人自我表徵有關，

所以成人偏執依附傾向與恐懼依附傾向大致與憂鬱傾向呈正向關聯；但是

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與正向自我表徵有關，故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與憂鬱傾向

確實較無關聯。 

由上可知，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呈負向關聯，而與

成人偏執依附傾向、成人恐懼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且與成人疏離依附傾

向無顯著關聯，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似乎與負向自我表徵呈正向關聯。 

參、比較大學生成人依附傾向、早年依附經驗對憂鬱傾向的預測

情形及其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探討男大學生與女

大學生，最能預測其憂鬱傾向的都是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其次是成人偏執

依附傾向，父/母親關懷的預測力皆比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偏執依附傾

向小；換句話說，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傾向比早年依附經驗更能預測憂鬱傾

向。此外，本研究結果發現：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對女大學生憂

鬱傾向變異量的解釋量高於男大學生，意即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受依附因

素的影響情形可能比男大學生明顯。 

成人依附傾向比早年依附經驗更能預測憂鬱傾向的研究結果與 Parker

與 Handi-Pavlovic (1984)、Carnelley, Pietromonaco,與 Jaffe(1994)的研究結果

一致，此研究結果可為 Parker(1994)、Sroufe, Carlson, Levy,與

Egeland(1999)、Thompson(2000)的觀點所解釋，他們指出成人情緒適應與

憂鬱傾向雖持續受早年被撫育經驗影響，但早年依附經驗的影響力會逐漸

減弱，成人的憂鬱傾向主要還是受個體當時的依附關係品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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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可能比男大學生更容易受依附因素影響的研究

結果與 Caspi和 Elder(1988)的觀點一致，可能是因為女性比較重視人際關

係，因此關係歷史(早年依附經驗)與當下的人際關係(成人依附傾向)比較容

易影響其生活功能與情緒反應，而男性較注重工作層面，因此受早年依附

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的影響較女性小。 

    綜上所述：大學生的憂鬱傾向與成人依附傾向的關聯性比早年依附經

驗更強，而且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受依附因素的影響情形較男大學生明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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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對問題
解決能力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和女大學

生，研究結果大致支持研究假設 2-2。以下分別探討早年依附經驗、成人

依附傾向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關係： 

壹、大學生早年依附經驗對問題解決能力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大

學生，其早年依附經驗當中的「母親關懷」皆能夠預測其問題解決能力，

而且當其早年受到母親關懷越多時，其問題解決能力就會越高；換言之，

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正向早年依附經驗有關，而且大學生的問題解決

能力似乎受母親影響較大，而和父親較無關聯。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

「雙親保護」皆無法有效預測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換言之雙親保護與

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較無關聯。 

早年依附經驗越正向的大學生，其問題解決能力越好的研究結果與

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Zimmermann, Maier,Winter, 與

Grossmann (2001)、Greenberger與McLaughlin(1998)的研究結果一致。

Cooper, Shaver,與 Collins(1998)表示早年被撫育經驗經驗將被內化為個人

的內在運作模式，進而引導個體面對事件時的知覺與因應，Bowlby(1973, 

1980)也指出正向的早年依附經驗使個體具有安全感，可視為個體的內在資

源，早年安全依附的成人在面對問題時，會有自信能夠解決問題，並且相

信當自己需要幫忙時，他人會提供必要的協助，因此正向早年依附經驗與

成人問題解決能力呈正向關聯(Lopez, 1995；Jones, 1996)， 

雙親保護與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較無關聯的研究結果與 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的研究結果一致，McIntyre與 Dusek (1995)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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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父母的溫暖和接納，而非父母的保護，會增加孩子的控制能力和自

我效能感，研究者認為當孩子能感到父母對他們的關懷時，他們與父母的

互動較多，也比較容易以父母為楷模進行觀察學習，而擁有較高的問題解

決能力，即使父母對孩子過度保護，只要孩子能夠接收到父母的關懷，且

能夠與父母有較多互動時，他們仍然是有足夠機會學習父母的問題解決方

式，但是那些沒有受到父母足夠關愛的孩子與父母互動較少，就比較沒有

機會學習，而導致問題解決能力低落，所以問題解決能力與早年父母關懷

較有關聯，而父母保護的關聯性就較弱。 

此外，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似乎受母親的影響較大，此研究結果與

洪聖陽(民 90)、紀怡如(民 90)、陳杏容（民 90）的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

認為可能是因為台灣的孩童撫育工作大多由母親來做，母親花費較多時間

陪伴孩子，且參與孩子成長過程較多且較深，所以孩童較容易透過觀察學

習而習得母親的問題解決方式所致。 

    由上可知，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受早年與母親的依附經驗影響，而

且關懷因素的重要性高於保護因素。 

貳、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傾向對問題解決能力的預測情形： 

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探討男大學生與女

大學生，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皆能夠預測其問題解決

能力，且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時，其問題解決能力就越高；當成人疏

離依附傾向越高時，其問題解決能力就越高；換言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

能力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疏離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此外，本研究

顯示：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可以預測整體、男、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但成人不安全依附傾向中，只有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能夠預測整體、男、女

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且當成人安全依附傾向越高、成人疏離依附傾向

越高時，其問題解決能力就越高，而成人偏執、恐懼依附傾向皆無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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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整體、男、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換言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

力與自我表徵呈正向關聯。 

問題解決能力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的研究結果和楊雅惠

(民 92)、黃碧慧(民 91)、蘇逸珊(民 90)、Schmidt, Nachtigall, Wuethrich, 

Strauss (2002)、Zimmermann, Maier,Winter, 與 Grossmann (2001)、Mikulincer

與 Sheffi(2000)的研究結果一致，研究者認為大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安全依

附傾向呈正向關聯的可能原因是：安全依附者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且他

人是有效且有回應的(Bowlby, 1973；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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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面對問

題、了解問題，並採取建設性的行動去解決問題(Main & Goldwyn, 

1985/1999；Kobak與 Sceery , 1988)，因此安全依附者的問題解決能力較高。 

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成人疏離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的研究結果

與蘇逸珊(民90)、Mikulincer與Florian（1995）的研究結果一致，而似

乎與黃碧慧(民91)、Turan, Osar, Turan, Ikova,與Damci (2003)、

Mikulincer, Florian,與Weller(1993)的研究結果相異，他們指出疏離依

附成人使用較多逃避與遠離策略，然而研究者認為正因為疏離依附者容易

逃避問題、否認自己感覺到問題壓力、傾向於自陳自己是正向的，所以疏

離依附者會自陳較高的問題解決能力，此研究結果可能意味著疏離依附者

的正向自我心理表徵，也有可能意味著疏離依附者能夠以「去活化策略」

面對問題而與問題保持距離(Main & Goldwyn,1985, 1999)，所以比較能

夠客觀解決問題，成人疏離依附傾向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關聯性尚需進一步

的研究。此外，大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正向自我表徵有正向關聯的研究結

果可以王仲匡(民92)的觀點加以解釋，他指出自我概念能預測大學新生的

問題解決能力，且自我概念越正向者對自己越有信心，也因此其問題解決

能力越好。此外，研究者認為自我心理表徵越正向者對自己的評價越高，

自然會自陳較高的問題解決能力，因此疏離依附傾向是否真的與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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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為正向關聯尚需未來研究進一步釐清。 

由以上結果得知：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成人安全依附傾向、成人

疏離依附傾向呈正向關聯，而且可能與自我心理表徵呈正向關聯。 

 

參、比較大學生成人依附傾向與早年依附經驗對其問題解決能力

的預測情形及其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針對整體大學生，或分別針對男大學生與女

大學生，最能預測其問題解決能力的變項都是「成人安全依附傾向」，其

次為「成人疏離依附傾向」，再其次的才是「母親關懷」；換言之，大學生

的成人依附傾向比早年依附經驗更能預測其問題解決能力。此外，本研究

結果亦顯示：女大學生的早年依附經驗與成人依附傾向能解釋其問題解決

能力的變異量高於男大學生，意即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可能比男大學

生更容易受依附因素的影響。 

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傾向比早年依附經驗更能預測其問題解決能力的

研究結果與 Greenberger與McLaughlin(1998)研究結果中的女生部分一

致，此研究結果可以 Kagan (1980)、 Lamb, Thompson, Gardner,與 Charnov 

(1985)、Lamb (1984)、Sroufe, Egeland,與 Kreutzer(1990)、Lewis 與

Feiring(1991)、Iwaniec與 Sneddon(2001)的觀點加以解釋，他們認為個體當

下心理狀態對其適應情形的影響力高過於過去經驗，早年依附經驗對大學

生問題解決能力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並非完全消失，只是早年依附經驗的

影響力已隨著時間而減弱，相對之下顯得成人依附傾向的影響力顯得較

強。 

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可能比男大學生更容易受依附因素影響的

研究結果與 Caspi和 Elder(1988)的觀點一致，他們認為女性的適應情形較

男性容易受依附因素的影響。由本節以及上節的研究結果可知：女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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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憂鬱傾向、問題解決能力受早年依附經驗、成人依附傾向影響的情形，

都較男大學生明顯，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女性較男性重視人際關係，也

比較容易受情緒影響，因此較容易受依附因素影響，其他因素則需未來研

究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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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在憂鬱傾向、問題解決能力
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男大學生與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

皆達顯著差異，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3-1；而且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男、

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亦皆達顯著差異，研究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3-2。

以下分別探討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在憂鬱傾向上的差異情形，以及不

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在問題解決能力上的差異情形： 

壹、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在憂鬱傾向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在與父親或母親的依附情形下，持續安全依

附男、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皆顯著低於持續不安全依附者；而且在與父親

的依附情形下，持續安全依附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顯著低於目前不安全依

附者；換言之，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大致低於持續不安全依附

者。此外，本研究結果發現：在與母親的依附情形下，習得安全依附男、

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顯著高於持續安全依附男、女大學生；且習得安全依

附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仍低於持續不安全依附女大學生；換言之，習得安

全依附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似乎仍有高於持續安全依附者的現象，但習得安

全依附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已低於持續不安全依附者。 

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憂鬱傾向大致低於持續不安全依附者的研究

結果與 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Grich(2002)、Moller, 

McCarthy, 與 Fouladi(2002)、Roisman, Padron, Sroufe,與 Egeland(2002)、

Paley, Cox,與 Burchinal(1999)的研究結果一致，這樣的研究結果可以

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的觀點加以解釋，持續安全依附者有正向

的早年依附經驗為內在資源，而且目前安全依附顯示他們是在比較沒有壓

力生活環境，且對於自信能處理生活事件，因此持續安全依附成人是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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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憂鬱的。 

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仍部分高於持續安全依附者的研究

結果與 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的研究結果類似，他們表示

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憂鬱傾向高於持續安全依附者；此研究結果與

Grich(2002)、Moller, McCarthy, 與 Fouladi(2002)、Roisman, Padron, Sroufe,

與 Egeland(2002)、Paley, Cox,與 Burchinal(1999)的研究結果相異，他們的

研究顯示習得安全依附者的情緒管理能力與持續安全依附者相似，造成研

究差異的原因在於研究變項的不同，本研究與 Pearson等人(1994)的研究皆

以「憂鬱」為依變項，但 Grich(2002)、Moller等人(2002)、Roisman等人

(2002)、Paley等人(1999)的研究是以「情緒管理能力」為依變項。本研究

結果可以 Sroufe, Egeland,與 Kreutzer(1990)的觀點加以解釋，他們認為負向

早年依附經驗仍會持續其影響力，進而影響成人時期的憂鬱傾向。此外，

此研究結果亦可以McCarthy, Brack, Brack, Liu,與 Carlson(1998)、Murphy

與 Archer(1996)、Belsky和 Nezworski(1988)的觀點加以解釋，他們以更為

統整的角度指出，如果孩童或成人對自己以及關係的運作模式被矯正時，

其發展軌道預期會有所改變，即所謂的『合法的不連續性』(lawful 

discontinuity)，然而發展軌跡(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上的風險雖已減

低，但仍存在，所以習得安全依附者仍有憂鬱傾向較高的風險，只是風險

已經減低。 

在與母親的依附情形下，習得安全依附女大學生的憂鬱傾向仍低於持

續不安全依附者，此研究結果與 Parker & Handi-Pavlovic (1984)、Belsky

和 Nezworski(1988)、Murphy與 Archer(1996)的研究結果一致，且這樣的研

究結果可以McCarthy, Brack, Brack, Liu,與 Carlson(1998)的觀點加以解釋，

他們表示早年不安全依附但成人時期轉為安全依附者，他們是確實克服了

負向的早年依附經驗，減低了他們在心理適應功能上的風險，而適應得比

持續不安全依附者更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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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心理適應狀況得較好，且都顯著優

於持續不安全依附者；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可能克服了部分早年負向經

驗，而減低了心理適應功能上的風險，但他們似乎仍受負向早年依附經驗

影響，心理適應功能上的風險可能仍然存在。 

貳、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在問題解決能力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在與父親或母親的依附情況下，持續安全依

附女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都顯著高於持續不安全依附女大學生；而且與

母親的依附情形下，持續安全依附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顯著高於早年

不安全-成人模糊依附者；換言之，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大

體上來說是比較好的。此外，本研究發現：在與父親的依附情形下，不同

依附連續型態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比較雖達顯著，但兩兩互相比

較時，卻無顯示是哪些型態的問題解決能力有顯著差異；在與母親的依附

情形下，僅顯示持續安全依附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顯著高於早年不安

全-成人模糊依附者，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似乎

較不明顯。最後，無論是在與父親或與母親的依附情形下，也無論是針對

男大學生或女大學生，本研究皆無法區分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與其他依附

連續型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 

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較佳的研究結果與

Grich(2002)、Moller, McCarthy,與 Fouladi(2002)、Phelps, Belsky,與 Crnic 

(1998)、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的研究結果一致，此研究結

果可以為 Bowlby(1973, 1980, 1988)、Kobak與 Sceery(1988)、Collins與 Read 

(1990, 1994, 1996)、Buelow, Lyddon,與 Johnson(2002)的理論觀點解釋，他

們指出早年安全依附經驗可以幫助個體因應問題，而且可以視為一種內在

資源，而且成人目前的依附安全感更可以協助個體視問題為一種挑戰，安

全依附成人有自信能夠解決問題，並在需要時得到他人的協助，所以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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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依附感能夠提昇問題解決能力。 

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似乎較不明顯，可能

原因是男性較為工作取向，因此較不受依附型態的影響，而且問題解決能

力與情緒適應較無關聯，也可能因此比較不受依附因素的影響，性別因素

以及非情緒適應因素使得不同依附連續型態男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之

差異情形較不明顯。此外，本研究並無法區別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與其他

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此研究結果與 Buelow, Lyddon,

與 Johnson(2002)、Grich(2002)、Moller, McCarthy,與 Fouladi(2002)、Phelps, 

Belsky,與 Crnic (1998)、Pearson, Cohn, Cowan,與 Cowan (1994)的研究結果

不一致，他們表示習得安全依附成人的問題解決能力、因應資源、撫育品

質皆與持續安全依附者非常相似，且都優於不安全依附者。然而，無法區

別習得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差異，這樣的結果是同時發生在男

大學生與女大學生身上，也無論是在與父親或與母親的依附情形下皆是如

此，因此排除性別差異因素可能的影響，研究者認為比較可能的原因是問

題解決能力雖與依附因素有關，但關聯性並非像情緒適應(如：憂鬱)與依

附的相關那麼強，而導致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雖達顯

著差異，但差異情形又不明朗。因此不同依附連續型態大學生的問題解決

能力差異情形不明朗的原因比較可能是問題解決能力較不受依附因素影

響所致。 

由上可知，持續安全依附大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確實優於其他依附連

續類型，然而習得安全依附者的問題解決能力情形在本研究中並不明朗，

還需要未來更進一步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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