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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緣起 

不論是在諮商室或是現實生活中，你一定聽過這樣耳熟能詳的故事….. 

故事的要件一，是一段痛苦、煎熬卻無法說再見的親密關係。故事的要

件二，是一位陷在愛情泥沼中，痴、傻、瘋狂、痛苦、無法自拔的男或女主

角，即使好不容易脫離現在受困的親密關係中，卻總是在下一段關係重複性

陷入痛苦泥沼的親密關係裡。 

愛情，的確是最難解的迷。羅藍˙巴特在戀人絮語的描述是這樣的：「儘

管我的戀愛經歷並不順利，儘管它給我帶來痛苦、憂鬱和絕望，儘管我想早

點脫身，可是我內心裡對愛情的價值卻一直深信不疑。………我仍然不肯罷
休：『我明白，我都明白，但我還是要…』」（引自李島鳳，民 92）。這段話把
明明陷在一段痛苦的愛情關係中，卻無法選擇離開的戀人心聲訴說地十分貼

切。這麼無奈卻執著的心態，究竟是因為何種原因存在著，也影響著這群無

法選擇分離的戀人呢？ 

研究者於是嘗試著尋找可能的答案。第一步便開始搜選傳統被眾學者所

認定的不健康親密關係對象，如：家庭暴力、酒癮等。在找尋這群被定位非

健康親密關係伴侶的相關文獻中，研究者在酒癮（Asher & Brissett, 1988）、
藥癮（Cullen & Carr, 1999；程玲玲，民 85）、物質成癮（簡麗純，民 90），
甚至家庭暴力（Mellody , Miller ＆ Miller,1989）的相關研究裡，竟發現到有
一組相類似的特質型態在這群患者與患者家屬中出現，這些特質型態包含了

低自尊、壓抑、固著、控制、否認、依賴、失去自我等（Beattie,1987；
Cowan ,Bommersbach & Curtis,1995；吳麗娟，民 86）。過去的研究將之命名
為「共依附」（codependency）。從這些研究中，研究者開始懷疑，是否是因
為這群人本身的特質型態，造成了他們在親密關係中的獨特難題？ 

過去的研究同時也指出，這群共依附的戀人們，的確在親密關係中呈現

了特定的特徵，這些特徵包含了：過度將生活重心放在他人身上、不斷希望

控制對方行為、拼命尋求愛與讚許、希望藉由別人的肯定來定位自己的價值

與自尊，導致情緒過度依賴對方，失去自我、無法維持自己與重要他人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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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兩性相處時對他人及彼此關係過度期待，害怕被拋棄或不被愛而努力

成為一個照顧者角色或想盡辦法努力付出維持不健康的親密關係、關係上

癮、單獨承擔不健康親密關係的責任，並有愧疚、羞愧等情緒（邱紫穎譯，

民 85；陳秀菁，民 91；廣梅芳譯，民 93）。上述種種在關係中的特定特徵，
更加指向共依附者的親密關係狀態，可能會呈現與一般人很不同的樣貌。於

是研究者開始對共依附這一群人與他們的親密關係狀態產生了研究的動機與

興趣。 

一、探討共依附與人際行為的關係 

研究者在綜觀國內外有關共依附在親密關係中的研究後發現，大多數研

究皆集中探討共依附與關係特徵變項（如：支持、尋求他人情感支持、人際

親密能力、自尊、愛情態度、親密感、性別角色特質、信任感）的關係（Wright 
& Wright,1990；Fischer、Spann & Crawford,1991；Lindley、Giordano＆
Hammer,1999；吳秋月，民 88；陳秀菁，民 91；林淑芳，民 91；許儀貞，民
92；吳昭儀，民 93），這些研究中都間接指出了共依附是一種會影響親密關
係適應不良及關係不佳的展現。但究竟為什麼共依附者會在親密關係中呈現

適應不佳的狀態，除了以上所提的這些變項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嗎？ 

Benjamin（1993）的研究曾指出，個體從小經由主要照顧者對待自己的
方式，會內射（introjection）形成個體未來的內射自我（即人格特質），而這
個內射自我將會影響個體日後的互動行為展現，進而造成個體在人際間的適

應或困擾。從 Benjamin（1993）的觀點，其實是暗指個人的人格特質會透過
在環境中互動行為的不同，而影響到最終的人際關係適應結果。透過

Benjamin（1993）的觀點，我們似乎可以去思考，所謂共依附者，是否是因
為在戀愛關係中的互動行為內涵之差異，而造成他們親密關係適應不良的問

題？ 

而且在過去共依附的研究中，也曾發現共依附與特殊人際行為的展現有

關，如：較強的控制行為、無法表達情感、強迫照顧行為等（Wright & 
Wright,1990；Cullen & Carr,1999；Wells , Glickauf- & Bruss , 1998）。研究者
認為如果共依附者會擁有親密關係適應不良的表現，很有可能是受了獨特人

際行為所影響。 

因此本研究決定探討共依附與人際行為的關係，也想得知是否共依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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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一般人相比較下，是否真的擁有不同的人際行為樣貌。而本研究欲採用的

互動行為向度，是在關係中的「人際行為」變項，這個概念乃採用 Benjamin
（1993）的社會行為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 Of Social Behavior，簡稱
SASB）觀點。這是一個有系統涵蓋個體人際行為的模式。此模式將人際間的
互動行為類型區分成「關係」（關愛-攻擊）與「自主」（獨立自主-操縱控制）
兩個縱軸、橫軸向度，並依個人主被動層次而區分出 16種人際行為向度，其
中主動對待層次代表個體主動對人的行為，而被動回應層次則是個體如何回

應別人的行為反應。當此模式可以區分成這兩個主、被動層次，便比起傳統

只測量主動對待人的行為反應外，多測量出在關係中如何「接」與「受」的

觀點。尤其在共依附的研究，綜合主、被動人際反應間的探討是格外有意義，

因為從過去的文獻中發現，共依附者可能會呈現在同一向度中的主、被動人

際行為層面相反的結果，如：主動對待層面的控制高，被動回應層面的屈服

順從也高。因此若採用 SASB的人際模式，將可以更清楚了解共依附者的特
殊人際行為樣貌。 

綜合以上所述，SASB是個非常完整有系統探討人際行為的模式，不僅
包含人際行為的廣度（每一層次有 8種人際行為向度），又包含個體在與人互
動時「給」與「接」的深度觀點（主、被動層次）。因此如果能加入此模式中

對人際行為的探討，將更加能清楚共依附者在親密關係中，是否呈現特定的

人際行為組型？而在過去國外學者的研究中，雖然有類似的研究在於探討共

依附與人際行為的關係，如：控制、溝通、改變傾向（Wright & Wright,1990），
害怕、退縮（Zetterlind & Berglund,1999）。但這些研究較侷限在單一向度的
人際行為與共依附者的關係，而且又沒有綜合主、被動觀點，因此本研究將

採用 SASB的人際行為模式，整合來看共依附與人際行為的關係。 

二、探討共依附與性別差異的關係 

另外，在過去共依附的研究中，常出現兩個特定主題的爭議。一是共依

附與性別差異的研究爭議。二是共依附的內涵概念。如果研究者欲探討共依

附議題的研究，則不可忽略在這兩個爭議主題上的探究。 

在共依附與性別差異的研究爭議中，過去的研究者常批評共依附過於有

差別應用在女性身上，傳統社會化所塑造出「照顧者」角色，及「對他人需

求的敏感度」等女性正向特質，明顯地與共依附的特質相重疊，使得女性似

乎較容易呈現共依附。而且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發現了共依附與性別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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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常呈現不一致的現象。如在 Prest、Benson與 Protinsky（1998）、吳秋
月（民 88）、簡麗純（民 90）等人的研究中發現，共依附並沒有在性別不同
上呈現差異。但在Martsolf、Hughes-Hammer、Estok& Zeller(1999)、陳秀菁
（民 91）、邱慕美（民 91）、蔡淑鈴（民 91）、林淑芳（民 91）、吳昭儀（民
93）等人的研究中，卻發現共依附有明顯性別上的差異。研究者認為這樣的
差異現象，除了是因為過去學者認為的性別角色與研究對象的不同外，更有

可能在於不同學者對於共依附定義的歧義性。研究者認為去探討男、女在共

依附總分誰高誰低，將很難獲得一致的共識，但若針對不同的共依附量表的

內部分量表構念，去探討男女在不同分量表的差異，或許就較能得到一致的

共識與研究結果。研究者統整過去共依附的性別差異研究中，的確發現了在

某些共依附的分量表構念中，在不同研究中，呈現了性別上的差異。蔡淑鈴

（民 91）、林淑芳（民 91）、陳秀菁（民 91）的研究中，皆發現女性易比男
性傾向在共依附分量表中的「透過關係獲得意義感」得分高。Martsolf et 
al.(1999)、林淑芳（民 91）、蔡淑鈴（民 91）的研究也一致發現，男性比起
女性，在共依附中分量表中的「無法表達情感」、「隱藏自我」特徵為高。蔡

淑霞（民 92）、吳昭儀（民 93）的研究，在性別差異上亦一致呈現男性比女
性在共依附分量表中的「他人焦點/自我忽視」得分高。因此本研究將會細部
去探討男女在共依附的分量表上所呈現的差異，且與過去研究相比較，去探

討在某些共依附的細部分量表內涵是否呈現一致的性別差異？ 

三、探討共依附的內涵議題 

另外，第 2個爭議，則是在共依附的內涵上，過去許多學者都認為共依
附概念是一個較難定義的抽象概念，也缺乏一個明確、普遍接受的定義。許

儀貞（民 92）曾指出大部分國內外的研究，都將共依附的概念過度泛化，為
了驗證這個說法，他提出「近似共依附」的概念，他認為要構成共依附的認

定，應在各個分量表與變項上皆具有相同方向的影響力。而在過去的研究則

是採用共依附的總分來概括解釋，而忽略了每個共依附的分量表變項是否呈

現一樣的影響力，亦即過去很有可能是把共依附總分高的「近似共依附」視

作「共依附」，這樣的結果將造成對「共依附」的發生程度與人數高估的現象。

因此重新探討共依附內涵的不同線性組合，甚至從線性組合或非線性組合的

內涵重新定義「共依附」是未來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許儀貞（民 92）的觀
點開啟了一條共依附研究可能的方向，而在過去研究中大多採用線性典型相

關的方法去看共依附的內涵，而較缺少非線性的方法對共依附的研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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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非線性的方法，如：集群分析，也可以更全面整體看待共依附的分類，

而不像線性的典型相關方法中，只觀察得到有跑出典型有意義的線性關係而

已，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非線性的方法，即集群分析方法，依共依附量表

的四個變項為自變項，重新去定義與分類在共依附分量表的得分高低不同組

合，也驗證是否有如許儀貞提出的近似共依附與過去傳統共依附的概念。並

利用集群分析跑出的不同共依附分量表得分分數高低組合，去重新回答共依

附內涵的差異，及探討在不同分數組合間，他們在性別的分佈是否有差異，

與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之關係。 

四、探討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與性別之關係 

本研究亦欲想探討不同性別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之差異。在過去的

人際行為相關研究中（廖宏啟，民 87；郭孟瑜，民 92），皆集中探討與同性
朋友互動的人際行為之樣貌。如前所述，Benjamin（1993）所發展的 SASB
模式是個可以完整有系統探討個體的人際行為樣貌之研究工具。它包含著個

體在主動對待與被動回應的兩個層次深度探討。如果能用此模式整合來看男

性與女性在主、被動上的差異，或者比較在愛情關係與同性朋友關係中的差

異，便更能有系統的了解性別在人際行為上的獨特樣貌差異。因此，本研究

也將探討性別在戀愛關係中人際行為之差異關係？ 

五、研究對象的選取？ 

在研究對象方面，因為大學生正值 18-22歲的黃金歲月，正是 Erikson
（1968）心理社會發展階段中的成年前期。成年前期的主要課題是親密與孤
立（intimacy versus isolation），如果能順利完成階段任務，便可以建立親密關
係與對他人深入承諾（引自王慶福，民 84）。但 Erikson（1959）強調真正的
親密需要穩固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這與共依附者在關係上的特徵，如：
自我界限不明，忽視自己、失去自我認同等恰好為相反的特質，因此本研究

認為共依附者比起其他在同階段的大學生，可能需面臨更多親密關係上的發

展問題。因此本研究將研究樣本設定於大學生，試圖想了解共依附與人際行

為的關係。本研究將依共依附四個分量表的高低排列組合不同，所區分出的

不同共依附分量表分數高低組合的大學生，他們在愛情關係中人際行為的型

態，是否會呈現有差異。 

綜合上述可知，本研究希望能透過發展任務階段正值親密關係建立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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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非線性的方法來重新探討依共依附分量表所區分出來的不同共依

附分數組合類型，其內涵間是否有差異，另外，也測量性別在共依附與人際

行為量表上是否呈現性別差異。並利用新定義出來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

型，來探討不同組合類型間是否呈現性別分佈與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上

的差異。 

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利用非線性的統計方法，探討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的內涵。 

（二） 探討大學生在共依附、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量表及不同共依附分數

組合類型上，是否呈現了性別差異。 

（三） 探討大學生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與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

的關係。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未來相關實務工作者與學術研究

者對擁有高共依附特質的服務群體參考之用。 



 

 7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欲探索的問題包含： 

（一） 利用非線性的統計方法，探討依共依附分量表所區分的不同共依附分

數組合類型是否存在不同的內涵差異？ 

（二） 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共依附、愛情關係中人際行為量表與共依附分數

組合類型上，是否有差異？ 

（三） 大學生在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與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是否有

差異？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研究者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一） 假設一：依共依附分量表所區分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其共依

附內涵上有差異。 

（二） 假設二：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共依附量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量

表與在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的分佈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1：大學男、女生在「共依附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的差異。 
2-2：大學男、女生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量表」-主動層次上的
得分有顯著的差異。 
2-3：大學男、女生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量表」-被動層次上的
得分有顯著的差異。 
2-4：大學男、女生在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上，性別的分 

佈有差異。 

（三） 假設三：大學生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

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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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大學生  

本研究所指之大學生是指在台灣地區的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科技大

學、技術學院就讀的大一到大四自己報告有戀愛經驗之男女大學生。 

二、共依附（co-dependency） 

係指從原生家庭中所發展出來一種和他人連結的模式，其特徵包含：以

他人為焦點（extreme focus outside of self）、認同照顧者角色（identified 
caretaking activities）、透過關係獲得意義感（attempts to derive a sense of 
purpose though relationship）及無法表達情感（lack of open expression of 
feelings）。本研究以蔡淑鈴、林淑芳、陳秀菁與許儀貞（民 91）所編制的「共
依附量表」上的得分代表受試者在各個共依附分量表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

受試者在該共依附分量表的程度越高。茲將四個共依附分量表內涵說明如下： 

（一） 以他人為焦點：將生活重心放在他人身上。 

（二） 認同照顧者角色：被他人的問題所縈繞，而忽略照顧自己。 

（三） 透過關係獲得意義感：渴求愛與讚許，依附在關係中來證明自己的價

值。 

（四） 無法表達情感：難以誠實、開放的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本研究所指稱的「共依附」，是指當四個分量表的程度皆高，才能將之形

容成「共依附」。但若單獨的分量表偏高，或共依附量表總分高，卻未達四個

分量表程度皆高，則仍不能稱之為「共依附」。 

而本研究所指稱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是指依以上四個共依附

分量表的得分高低不同組合，所區分出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其可

能代表著共依附與非共依附在此四個分量表內涵概念上的差異。 

三、人際行為 

本研究所稱之人際行為，係指在兩人或兩人以上的人際互動過程中的行

為反應層面。研究者以廖宏啟（民 87）所編製的「人際行為量表」為受試者
在人際行為上的得分，分別有「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層面」與「被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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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人際反應層面」兩個層面分量表。在每個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在

該分量表指稱的人際行為的傾向越強（廖宏啟，民 87）。 

（一） 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層面： 

當人際焦點在他人時，關心的焦點是自己主動對待人的行為是什麼，所

以此人際行為層面可視為「主動對待」的人際層面。在本量表中共編有以下

八個分量表：自由解脫（emancipate）、肯定（affirm）、主動關愛（active love）、
保護（protect）、操縱控制（control）、責備（blame）、攻擊（attack）、忽視（ignore）
等八個人際類型，在分量表的得分越高即代表該分量表所指稱的人際行為類

型的傾向越強。 

（二） 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層面： 

當人際焦點在自己時，關心的焦點是當與人互動時，我常以怎樣的態度

去回應別人主動對我的行為，所以此人際行為層面可視為「被動回應」的人

際層面。在本量表中共編有以下八個分量表：分離獨立（separate）、表露
（disclose）、有回應的愛（reactive love）、信任（trust）、屈服順從（submit）、
彆扭不安（sulk）、畏縮（recoil）、隔絕（wall off）等八個人際類型，在分量
表的得分越高即代表該分量表所指稱的人際行為類型的傾向越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