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情緒經驗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說明下列三個部分：第一，回顧早期心理學家對情緒的看法，整理

新近有關情緒研究的趨勢，以界定情緒經驗的意義；第二，基於情緒調整常出現

在情緒的相關研究中，故對此概念的意涵加以說明，以釐清其與情緒的關係；第

三，歸納整理國內情緒的相關研究，進而提出本研究的主軸。 

壹、情緒經驗的意涵 

    在心理學領域中，有關情緒的探討，已有長遠的歷史，並累積了相當豐富的

文獻。關於情緒的探究，學者們分別從以下三個面向切入試圖釐清情緒的本質：

第一，從功能的角度來探討情緒，有的學者認為情緒有害於身心健康，但另有學

者從演化的觀點主張情緒具有適應的功能(Keltner & Gross, 1999)，亦有學者從心

理治療的角度強調情緒的正向功能(Greenberg, 1998)。第二，從情緒的分類來分

析情緒，有的學者將情緒區分為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亦有學者將情緒分為基本

情緒和次級情緒，或提出各種基本的情緒（楊雅惠，1998）。第三，從文化的觀

點探討情緒的普遍性與特殊性，此方面的研究亦吸引了許多學者的投入（楊宜

憓，1998）。然而，關於情緒是什麼？這個問題仍是當前許多研究者致力尋求解

答的課題。以下茲先說明早期學者對情緒的看法，再提出近年來情緒相關研究中

的發展趨勢。 

自從W. James提出，身體的變化是緊跟在對事物的知覺之後，我們對這些

身體變化產生的情感才是情緒，此一觀點引發了心理學領域對情緒的爭議。之後

W. B. Canon批評W. James 的觀點，他認為情緒是一種以生理亢奮為基礎的現

象，自此情緒的生理層面因而受到了重視。後來，J. B. Watson以行為主義的角

度來探討情緒，主張情緒是一種行為反應模式。到了八０年代，認知因素在情緒

中的地位亦受到強調，情緒被視為個人認知或評價的結果，個人的情緒反應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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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行為、生理和認知三個層面（游恆山，1993）。上述學者的觀點主要是從情

緒的發生歷程或從情緒內涵的探討來勾勒情緒的全貌，其對情緒的看法可歸納如

下：第一，將情緒視為一種以神經生理為基礎的現象；第二，基於行為主義的觀

點，認為情緒是一種行為反應；第三，強調認知因素的重要性，主張情緒是介於

刺激和反應之間的中介變項。換言之，個人的生理層面、認知層面和行為層面是

情緒研究的重要切入點。後續有關情緒的探究，亦大都從這幾個角度切入試圖釐

清情緒的意涵。 

在近年來情緒方面的研究中可發現，有的學者認為，情緒是一廣泛概念，包

含許多不同的層面，情緒的各層面雖均有其重要性，但在探究時卻有必要加以區

分(Gross, 1999)。Lewis (2000)將情緒和情緒經驗作了區分，他認為情緒包含了情

緒刺激(emotional elicitors)、情緒狀態(emotional states)、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s)和情緒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s)。情緒刺激是指促使個體產生情緒

狀態改變的內外在刺激；情緒狀態包含了個體神經生理和賀爾蒙反應的變化，以

及臉部、身體和口語行為的變化，情緒狀態可能發生而不被個體所知覺；情緒表

達是指個體在臉部、聲音、身體或活動等可觀察到外顯變化，亦即個體內在情緒

狀態的表現；情緒經驗則是指個體對所知覺到的情緒狀態和情緒表達的解釋和評

估。情緒經驗的產生，需要個體注意到自己的情緒狀態、情境的改變、他人的行

為及自己的表達。換言之，即使情緒狀態存在，但個人若沒有注意，則情緒經驗

便不會發生。若從心理分析的觀點來思考，將意識和潛意識的經驗加以區分，情

緒經驗未必是意識的，它可能發生在不同的意識層次，無論如何區分，所有的情

緒經驗確實包含了認知評估和解釋的歷程。然而，有的學者卻將情緒和情緒經驗

交替使用，二者指稱相同的概念且代表相同的意涵。如 Greenberg (1998)曾提出

其對情緒經驗的看法，他認為情緒經驗被編碼儲存在記憶中，它與感覺、記憶、

習得的反應、插話式的記憶和動機等複雜網絡有關，這些元素被編碼儲存在情緒

結構或情緒基模中。情緒經驗包含了生理的、感覺動作的、插話的和概念訊息的

處理，它是多重訊息的來源。從近年來情緒的相關研究來看，許多學者均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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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作為探究的焦點(Carstensen, Pasupathi, Mayr, & Nesselroade, 2000; Gohm & 

Clore, 2002; Gross et al., 1997; Lee, 2001; Searle & Meara, 1999)。 

    綜合上述的探討可發現，學者們分別從不同的角度試圖詮釋情緒的意義或勾

勒情緒的全貌，由於情緒的意涵相當複雜，其包含了許多成分，在研究上若以「情

緒」指稱則過於籠統而易造成誤解，故近年來情緒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特定情緒層

面的探究，如情緒表達、情緒經驗、情緒強度等(Gross et al., 1997)。基於此，本

研究乃以「情緒經驗」一詞指稱則更能清晰指出所要探究的情緒層面。 

貳、情緒調整的意涵 

綜觀國內外情緒的相關研究，情緒調整(emotional regulation)常出現其中，此

一概念的意涵為何，在學術研究上有必要加以釐清，以下茲分別說明學者們對情

緒調整的界定： 

Thompson (1994)對情緒調整的界定在情緒的文獻中常被引用，他認為情緒

調整包含非常廣泛的概念，其是指所有監控、評估和調整情緒反應之內在與外在

歷程。換言之，情緒調整包含了所有生理的、認知的和行為的調適歷程。而 Gross 

(1998, 1999)則將情緒調整界定為，個人在意識和潛意識上，努力增加、維持或

減少情緒的某一層面或某些層面。Eisenberg、Fabes、Guthrie和 Reiser (2000)認

為情緒調整是指引發、維持、調節或改變內在的感覺狀態及其相關的生理歷程。

他們進一步將內在狀態的調整與行為反應的調整加以區分，前者稱之為情緒調

整，後者則是行為調整。Tice 和 Bratslavsky (2000)認為情緒調整是一種特別形式

的自我控制。 

Lee (2001)則針對情緒調整的機制或類型提出了看法，他認為情緒調整涵蓋

了整個情緒歷程，這歷程包含了所有認知的和動作的反應、自動化的或有意識的

反應。個人的情緒調整可透過以生理為基礎的自我調節機制、人際的機制和認知

的機制。而 Eisenberg、Fabes、Murphy、Maszk、Smith和 Karbon (1995)則主張

情緒調整至少可包含以下三種類型：第一類是內在經驗的調整，亦即引發、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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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調整內在的感覺狀態和生理歷程的發生、強度或持續的時間，此類似於情緒焦

點因應，例如將注意力從負面的誘發刺激轉換出來，將注意力聚焦於可誘發正向

情緒或負向情緒的事物上，抑或尋求社會支持以降低內在不愉快的狀態。第二類

是調整與情緒經驗有關的行為，包含表現於外的面部表情或外顯行為，例如行為

抑制或衝動控制等。行為調整能力較差者較傾向於表現敵意的情緒或攻擊的行

為；而行為調整壓力較佳者則傾向採取較建設性的調適方法。第三類是針對產生

情緒的情境加以調整，亦即調整誘發情緒的來源，此類似於問題焦點因應，個人

可能尋求實質的幫助或他人的支持，以改變問題的來源。 

在情緒的相關研究上，情緒調整和因應此二概念常被交替使用(Saarni, 

Mumme, & Campos, 1998)。有的學者認為二者在概念上雖有重疊之處但仍有所區

別，例如，Larsen (2000)認為情緒調整和因應的差異在於，前者強調的是個人的

主觀情緒狀態，而後者則聚焦於外在的客觀事件。另有些學者認為情緒調整和因

應是近似的概念，例如，Garnefski、Kraaij 和 Spinhoven (2001)認為，所有的因

應行為都可說是廣義的情緒調整，Eisenberg、Fabes和 Losoya (1997)亦將因應視

為情緒調整的一種形式，而 Brenner和 Salovey (1997)則將情緒調整和因應視為同

義詞。從上述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可發現，情緒和情緒調整之間確實有密切關係，

但在意涵上卻有所差異。而情緒調整和因應在概念上則有許多重疊之處，二者均

在於減少因壓力引起的負向情緒，但前者強調的是個人的主觀情緒狀態，而後者

則聚焦於外在的客觀事件。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個人在面臨生涯抉擇的壓

力下所採取的處理方式，故採因應的概念應較為適切。 

 

 

參、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 

國內探討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詳見表 2-1。 

 

 12



表 2-1  國內探討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究問題 情緒變項 研究對象

洪福建 1991 

 

大學生在與異性的交往經驗中，不同的情緒狀態與

各種自我差距形式間的系統性對應關係。 

 

正向情緒、攻擊

性情緒、緊張型

情緒、憂心型情

緒、內疚型情緒 

大學生 

郭俊賢 1994 大學生的快樂經驗現況，並探討性別、自我認同、

認知需求、刺激尋求動機、美感經驗與快樂經驗之

間的關係。 

快樂 大學生 

鍾永吉 1996 國小高年級學生認知信念與情緒經驗之特質與相

關情形，及影響國小兒童認知信念與情緒經驗的重

要相關因素。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國小兒童

李雪禎  1996 目前國中青少年的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之狀

況與相關情形，並以性別、年級、排行序等個人因

素及家庭結構、社經地位之家庭因素為背景變項，

分別了解其在青少年之情緒經驗與父母教養方式

之差異情形。 

正向情緒感受

（快樂情緒） 

負向情緒感受

（氣憤、悲傷、

憂懼情緒） 

國中生 

陳金定 1997 探討國二學生依附行為與情緒調適能力之因果模

式，以及情緒調適團體對國二不安全依附者之實驗

效果。 

情緒調適 國二學生

李慧潔 1997 

 

自我注意、正負向情緒與差距現象三者之關係。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大學生 

楊宜憓 1998 個人與各種不同社會關係互動時所產生的情緒經

驗差異。 

 

哀愁、羞恥、憤

怒、驚怕、平靜 

快樂和愛戀 

大學生 

江文慈 1998 兒童和青少年情緒調整的發展特徵，並比較其差

異，藉以尋繹情緒調整的發展軌跡，進而建構情緒

調整的發展模式。 

情緒覺察、情緒

表達、調整策

略、情緒反省、

情緒效能 

國小兒童

國中生 

高中生 

顏映馨 1998 大學生的生活風格、人際關係與幸福感之間的關

係。 

幸福感（正向情

緒、負向情緒、 

生活滿意） 

大學生 

劉方 1999 高中生負向情緒感受與情境事件、因應方式彼此間

的關係，並以性別、年級、學業成績、家庭經濟及

家庭氣氛等個人背景變項，分別了解其在高中生負

向情緒經驗上的差異情形。 

負向情緒經驗 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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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探討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研究問題 情緒變項 研究對象

巫雅菁 2000 探討大學生的幸福感現況，並分析其與 20 歲的民

眾幸福指數之差異，同時探討可能影響大學生幸福

感的因素。 

幸福感（正向情

緒、負向情緒、 

生活滿意） 

大學生 

蕭瑞玲 2001 國小學童的性別、年級、父母管教方式、內外控信

念、自尊、生活適應等變項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情緒調整 國小兒童

廖翌妙 2002 國小教師所面臨的壓力事件、因應方式對負向情緒

經驗之效應，以及這些變項與性別、服務年資等背

景變項的關係。 

負向情緒經驗 國小教師

林彥君 2002 照顧者的情緒智力對 3-6 歲幼兒情緒調節能力，以

及幼兒情緒調節能力對其人際關係的影響。 

情緒調節能力 幼兒 

陳永和  2002 國小兒童學校生活情緒經驗及其相關因素。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國小兒童

陳美秀 2003 

       

國中生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負向情緒經驗及異性交

往態度及行為三者之間的關係。 

負向情緒經驗 國中生 

李玟儀  2003 不同背景變項之國小高年級學童氣質、親子關係與

其情緒調整之間的差異情形，並瞭解學童氣質與親

子關係在其情緒調整上的關係及預測力。 

情緒調整 國小兒童

林金生  2003 

       

國民中學輔導教師工作壓力、因應策略與負向情緒

經驗之關係。 

負向情緒經驗 國中教師

黃君瑜  2003 

       

瞭解曾有分手經驗的大學生，分手後的情緒適應歷

程。 

正向情緒 

負向情緒 

大學生 

從表 2-1 的研究中，可歸納出下列五個發現：               

第一，在情緒變項的意涵方面，過去研究分別以情緒(emotion)、情緒經驗

(emotional experiences)或情緒調整(emotional regulation)作為探討的主要變項。「情

緒」和「情緒經驗」二者幾乎被視為相同的概念，而且大多數研究均聚焦於整體

性正負向情緒經驗的探討，較少探討單一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再者，從過去研

究可發現，「情緒」和「情緒調整」二者之意涵有所差異，故二者有必要加以區

分。 

第二，在研究對象方面，過去探討情緒的研究分別以幼兒、兒童、青少年和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由於情緒對正值成人前期的大學生影響甚鉅，故以大學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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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其情緒經驗的歷程深具研究價值。 

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多數研究是針對影響情緒、情緒經驗或情緒調整

的因素進行相關性的探究，而僅有兩篇研究是有關青少年的情緒調整因果模式驗

證。至於探討大學生情緒經驗的研究均是以相關因素分析進行，尚未有研究嘗試

建立影響大學生情緒經驗的歷程模式。 

第四，在情緒變項的測量方面，國內過去研究大多測量整體性的正負向情緒

經驗，其中又以負向情緒經驗的研究居多。而近年來正向心理學的觀點，一反以

往心理學聚焦於探究個人負面心理層面的取向，強調探究個人正面功能的重要與

價值，認為減少負向情緒經驗，並不能保證正向情緒經驗的產生((Diener et al., 

2002; Fredrickson, 2001)。因此，同時測量正向情緒經驗和負向情緒經驗，對於

瞭解個人的情緒經驗有其重要意義(Lightsey, 1994)。其次，學者們對情緒分類的

看法相當分歧(Cacioppo et al., 2000; Izard & Ackerman, 2000)，因而使得測量整體

性情緒經驗的工具中所包含的個別情緒內涵並不相同 (Gross et al., 1997; 

Fredrickson, Tugade, Waugh, & Larkin, 2003)。為利於情緒研究之延續、成果之累

積、以及後設分析之進行，故聚焦於單一情緒經驗之探究有其獨特價值性。再者，

從國內探討負向情緒經驗的研究可發現，憂鬱是許多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主題，而

相關研究亦指出憂鬱是大學生在面臨壓力之下的普遍情緒症狀，而且聯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更預測，憂鬱症將成為影響人類功能的第二大疾病。因此，憂鬱是非常

值得探究的負向情緒經驗。另一方面，從國內有關正向情緒經驗的研究來看，大

多聚焦於幸福感的探究，幸福感是一種整體性的情緒經驗(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快樂則是一種普遍性的單一正向情緒經驗(Lightsey, 1994)，然國內

有關快樂的探究仍較少見有待開展。基於上述的理由，本研究乃聚焦於快樂和憂

鬱兩種單一情緒經驗的探究。 

第五、在影響情緒經驗的因素方面，從情緒的相關研究發現，大多數研究仍

僅限於探討個人背景變項、人格變項和壓力因應變項與情緒經驗的相關性，缺乏

整合多元取向以探討影響個人情緒經驗之歷程的研究。基於理論的觀點和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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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發現，人格變項和壓力因應變項對個人情緒經驗具有關鍵的影響力。因此，

本研究聚焦於人格變項和壓力因應變項，試圖整合多元的理論觀點，以探究影響

個人情緒經驗的歷程。以下茲進一步說明，本研究聚焦於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和壓力因應三種理論觀點，以建構影響個人情緒經驗之歷程的理由： 

首先，從依附理論的觀點來看，個人在幼年時期所形成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

人後來的情緒調整和人際功能。許多依附的相關研究發現，早期依附經驗對個人

後來社會情緒功能發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有關依附與情緒的研究亦顯示，個人

的依附關係與其情緒經驗有密不可分的關係，不同依附型態者的情緒經驗有顯著

差異存在。因此，從依附理論的觀點來探討影響個人情緒經驗的歷程，是十分契

合的角度。 

其次，從壓力因應的理論來看，過去有關探究壓力因應和情緒之關係的研究

發現，壓力因應歷程與情緒之間有相當密切的關係。早期研究強調情緒對壓力因

應的影響，後來研究則發現，壓力因應與情緒之間存在著雙向的關係。近年來受

到情緒之認知動機關係理論的影響，愈來愈多的研究聚焦於探討壓力因應對情緒

的影響。過去已有許多研究發現，個人採取的壓力因應策略會影響其對壓力事件

的情緒反應，而且在壓力因應和情緒調整在概念上極為近似。因此，運用壓力因

應理論的觀點，以探究影響個人情緒經驗之歷程，是非常適切的角度。 

再者，從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觀點來看，個人對自己減緩或停止負向情緒狀

態之能力的信念，此種信念會影響個人採取何種因應方式來處理壓力引起的負向

情緒，因而影響其負向情緒經驗。許多相關研究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於個

人的壓力因應具有預測力，而且亦可直接預測個人的負向情緒經驗。因此，關於

影響個人情緒經驗的歷程，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觀點是頗值得探究的角度。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價值在於：以處於成人前期的大四學生為研究對象；聚

焦於生涯抉擇壓力的探究；同時測量快樂和憂鬱兩種單一情緒經驗，以作為評量

個人情緒經驗的指標；整合依附理論、壓力因應理論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三種理

論觀點，以建立影響個人情緒經驗的歷程模式，並驗證該模式之適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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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依附與情緒經驗的關係之探討 

瞭解大學生情緒困擾的壓力因應歷程是大學諮商工作者所關注的課題，許多

大學諮商工作者發現，有情緒困擾的大學生之所以尋求諮商，往往根源於其與父

母之間的依附關係出現問題(Lopez et al., 2001)。換言之，依附關係在成人早期的

情緒功能上具有重要的影響(Braver, Burnberry, Green, & Rawson, 1992; Gilbert, 

1992)。因此，更精確地澄清依附與情緒經驗之間的關係確實有其必要。然而，

將依附理論運用於成人階段的情緒調整上，尚未發展出完整的模式，故仍有待更

多實證研究的檢驗(Kenny & Rice, 1995)。 

過去許多研究發現，內在運作模式在個人發展過程中有其持續性(Collins & 

Read, 1994)，依附關係與大學生的適應功能(Vivona, 2000)、親密關係(Collins & 

Feeney, 2000; Feeney & Noller, 1990; Kirkpatrick & Davis, 1994; Simpson, 1990)、

親密關係結束後的適應(Pistole, 1995)、以及生涯發展(O’Brien, Friedman, Tipton, 

& Linn, 2000)等均有密切關係。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均限於不同依附型態和各種

適應指標的關係(Simpson & Rholes, 1998)，有關依附與情緒經驗之因果模式驗證

的研究仍較為缺乏。 

因此，本節主要在於說明，依附在個人情緒調整上的重要性、依附對個人情

緒經驗的影響，以及依附如何透過因應歷程而影響個人的情緒經驗。以下茲分四

個部分加以說明：第一部份是依附理論的內涵，第二部分是依附與情緒經驗的關

係，第三部分是依附與壓力因應的關係，第四部分則是依附與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的關係。 

壹、依附理論的內涵  

依附理論可視為情緒調整的理論(Kobak & Sceery, 1988)，在個人發展的過程

中，依附對個人的情緒調整有廣泛長遠的影響力(Lopez, 1995)，情緒調整的主要

功能在於維持情緒的安全(Chorpita & Barlow, 1998; Cummings & Davies, 1996)，

而許多探討依附型態和情緒與因應的實證研究也都支持了這樣的觀點。Bow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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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認為依附可作為個人面臨危險和威脅的保護機制，並構成個人反應壓力的

基礎。  

依附理論的主要論點是說明個人與主要照顧者的情緒連結，主要照顧者若能 

提供安全堡壘(secure base)使其得以自由探索環境，此種關係可促使個人發展出

自主(autonomy)和能力(competence) (Bowlby, 1988)。Bowlby (1988)主張安全堡壘

是個人的內在資源，有助於緩衝個人的痛苦和調適生活中的壓力。它形成了個人

對壓力事件是否可管理的期待(Mikulincer & Florian, 1995)，自我效能感(Collins & 

Read, 1990; 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以及對他人的善意是否具有信心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Collins & Read, 1990)。 

Bowlby (1988)和 Ainsworth (1989)認為依附理論有兩個重要的層面，一是嬰

兒會對主要照顧者的可接近性和反應性建構一套內在的期待，二是嬰兒有能力誘

發主要照顧者的反應。Bowlby將這些內在組織的期待稱為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

(internal working model of attachment)。內在運作模式是個人預測和處理人際互動

的機制，它包含下列兩個部分，一是個人在壓力情境下對依附對象的出現與否及

其如何回應的預期，二是個人處理痛苦的方式。雖然內在運作模式並非永遠不可

改變，但其往往持續至青少年和成人階段(Feeney & Noller, 1996)，而影響個人在

人際關係中如何看待自我和他人(Ainsworth, 1989)。個人的依附關係一旦形成，

則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和持續性(Bowlby, 1988)。 

換言之，內在運作模式是個人在嬰兒階段透過與照顧者的持續性互動中，隨

著認知的發展，嬰兒對於照顧者在情感上的敏感性、可即性和反應性，而學會一

套組織情緒經驗和處理負面感受的策略，並形成對親密關係運作的期待和信念，

透過類化的過程，這些策略便被運用到其他的情境(Bowlby, 1969)。因此，依附

的個別差異，反映了個人習得如何處理情緒的規則和策略，雖然這些規則是由於

照顧者如何回應與依附有關的痛苦經驗而學得的，但其會類化到其他的痛苦情

境，且對個人產生持續性的影響(Feeney & Noller, 1996)。相較於不安全依附者，

安全依附者預期在壓力情境下他人會給予回應，而感覺到被愛、被關注與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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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些正面的期待和溫暖的感覺，使其在壓力情境下會尋求他人的支持。因此，

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可謂是引導個人因應壓力的基模(Bowlby, 1988)，它在個

人一生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Bowlby, 1979)，其不僅決定了個人對自己、對

他人和對世界的心理表徵，亦影響到個人與環境的互動方式。這些表徵的發展，

除了源自於個人在嬰幼兒時期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經驗外，其他的重要他人亦是

重要的影響來源。個人生命早期所形成的內在運作模式，若與重要他人互動時一

再地重複，這套內在運作模式將會自動且持續地發揮其影響力。 

Feeney和 Noller (1996)認為，依附內在運作模式會影響個人的認知、情緒和

行為反應。在認知反應方面，內在運作模式透過三方面對認知反應產生影響，一

是對目標導向的訊息和與既存的信念或態度一致的訊息特別注意，二是藉由記憶

編碼與偏差的修正，三是透過推理和解釋的過程。在情緒反應方面，內在運作模

式是透過初級評估和次級評估，而影響情緒反應。初級評估是運作模式直接喚起

立即的情緒反應，情緒反應也會影響後來的認知處理，例如強烈的負面情緒會導

致個人對訊息的選擇偏差，因而強化了負面的情緒。次級評估則是從認知處理到

情緒反應，也就是透過對訊息的解釋而影響情緒反應。在行為反應方面，不同依

附型態者在行為表現上的差異，主要是由於對認知和情緒的反應不同所致。安全

依附者傾向統整認知和情緒的考量，不會被任何一者所支配；焦慮矛盾者聚焦於

情緒反應，而忽略認知反應；逃避依附者則過於依賴認知因素，而忽略或否認情

緒的反應。 

關於成人依附的研究，開始受到矚目始於 Hazan和 Shaver (1987)以 Bowlby 

(1969, 1973, 1980)的依附理論，作為探討成人內在和人際歷程的架構。Hazan和 

Shaver依照M. D. S. Ainsworth, M. Blehar, E. Waters和 S. Wall於 1978 年對嬰兒

依附型態的分類，發展了一個強迫性選擇的成人依附型態測量，將成人的依附型

態分為安全依附型態、逃避依附型態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過去許多探討依附型

態和情緒調整的研究，運用了 Hazan和 Shaver的分類方式，並支持了二者的關

連性(Feeney & Noll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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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artholomew和 Horowitz (1991)延伸 Bowlby的內在運作模式的概念，

依據自我表徵和他人表徵兩個向度區分四種成人依附型態。安全依附型態(secure 

style)是由正面的自我表徵和正面的他人表徵所組成的；焦慮依附型態(anxious / 

preoccupied style )是由負面的自我表徵和正面的他人表徵所組成的；其將 Hazan 

和 Shaver (1987)所提出的逃避依附型態分為害怕逃避依附型態(fearful style)和漠

然逃避依附型態(dismissive style)。害怕逃避依附型態是由負面的自我表徵和負面

的他人表徵所組成的；漠然逃避依附型態則是由正面的自我表徵和負面的他人表

徵所組成的。有些學者認為，將逃避依附型態加以區分有其必要，因為害怕逃避

依附型態者和漠然逃避依附型態者的情緒調整方式並不相同(Bartholomew, 1990; 

Fraley, Davis, & Shaver, 1998)。漠然逃避依附者的調適方式是將負向情緒減到最

低(Fraley & Shaver, 1997)，而害怕逃避依附者則傾向於較為焦慮和較多負向情緒

(Fraley et al., 1998)。另有研究發現，逃避依附與壓抑因應和過份反應因應皆有相

關，此可能反映了不同逃避依附型態者在調適情緒上的異質性(Lopez et al., 2001) 

。Bartholomew和 Horowitz (1991)指出兩種逃避依附型態者的差異在於，漠然逃

避依附型態者自認為情緒可自足，且對與他人建立親密關係不感興趣；而害怕逃

避依附型態者則對親密關係表現出強烈的趨避矛盾。換言之，漠然逃避依附型態

者較可能依賴壓抑的因應方式，而害怕逃避依附型態者則較可能倚靠兩種因應方

式來處理問題。 

綜而言之，依附理論確實有助於瞭解個人情緒調整和壓力因應的歷程，以及

不同依附型態者在此歷程中的差異性。 

貳、依附與情緒經驗的關係 

依附方面的學者認為，個人在幼年時期所形成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其後來的

情緒調整和人際功能(Bowlby, 1973; Kobak & Sceery, 1988; Sroufe & Waters, 

1977)，而許多後續研究亦發現，早期經驗對個人後來的社會情緒功能發展具有

重要的影響力。從依附與情緒經驗的相關研究發現，個人的依附關係與其情緒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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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有密不可分的關係，不同依附型態者的情緒經驗確有差異存在。大多數研究均

在於探討不同依附型態者在負向情緒上的差異情形，結果發現，不安全依附者比

安全依附者有較多的負向情緒經驗(Carnelley et al., 1994; Collins, 1996; Cooper et 

al., 1998; 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Flack,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Mikulincer et al., 1993; Mikulincer & Orbach, 1995; Rice, 1990; Searle & Meara, 

1999; Seldam, 1993; Vivona, 2000)；少數研究同時探究不同依附型態者在正向情

緒和負向情緒上的差異情形(Simpson, 1990)，其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不安全依

附者，安全依附者有較多正向的情緒經驗且較少負向的情緒經驗。以下茲將探討

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整理如表 2-2： 

表 2-2  探討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Kobak & 
Sceery 

1988 大學生的依附運作模
式、情緒調適與自我 

表徵和他人表徵的關

係。 

安全依附者被同儕評為較少焦慮和敵

意，且自評為較少痛苦的情緒；逃避依附

者被同儕評為較為敵意，而且自評為較為

寂寞；焦慮矛盾依附者被同儕評為較為焦

慮，且自評為較多痛苦的情緒。 

Rice 1990 探討個人的依附關係
與社會情緒適應之間

的關係。 

依附與社會適應和情緒適應有正相關。 

Simpson 1990 針對 144對正在交往
的情侶進行縱貫研

究，探討依附型態和親

密關係中情緒經驗的

關係 。 

焦慮依附型態與逃避依附型態者較常經

驗負面情緒並較少經驗正面情緒，而安全

依附者則相反。 

後續追蹤發現，逃避依附者顯著較少出現

痛苦的情緒。 

Seldam 1993 不同依附型態的情侶

分手後的情緒反應與

因應方式。 

逃避依附型態者感到最為沮喪，其次是焦

慮矛盾依附者，安全依附型態者的負向情

緒最少。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 個人的依附型態、因應
策略和心理痛苦之間

的關係。 

焦慮矛盾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較為痛苦；

逃避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在身心症狀、敵

意和逃避創傷上的分數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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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探討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Dahlsterom 1994 大學生的依附型態與
分手後的情緒反應之

關係。 

焦慮依附型態者和漠然逃避依附型態者

的悲傷程度最高。 

安全依附型態與害怕逃避依附型態者的

悲傷程度最低。 

Carnelley, 
Pietromonaco, 
& Jaffe 

1994 研究一是以大學女生

為對象，比較憂鬱者和

非憂鬱者的依附型態

研究二是以已婚女性

為對象，比較未曾患憂

鬱症者和曾患憂鬱症

者的依附型態。 

研究一發現，憂鬱者較多為焦慮矛盾依附

型態者和害怕逃避依附型態者。 

研究二發現，曾患憂鬱症者較多為害怕逃

避依附型態者。 

 

Mikulincer & 
Orbach 

1995 測量大學生的依附型

態，並使其提取與憤

怒、悲傷、焦慮和快樂

的童年記憶。 

安全依附者能輕易地接近負面記憶卻不

沈溺於這些記憶之中；焦慮依附者亦能接

近負面記憶但卻產生較大的焦慮，且無法

克制負向的情緒反應；逃避依附者則最壓

抑防衛而不易接近負面記憶。 

Collins 1996 不同成人依附型態的

大學生對關係事件的

解釋、情緒和行為的差

異。 

焦慮依附型態者對事件產生強烈的負向

情緒；安全依附型態者和逃避依附型態者

則顯示較低程度的負向情緒。 

逃避依附型態者比安全依附型態者在痛 

苦上的分數較低（安全依附型態者傾向於

承認自己的痛苦，但逃避依附型態者則否

認自己感到痛苦）。 

Roberts, 
Gotlib, & 
Kassel  
 
 

1996 以大學生為對象，進行

三個子研究，探討成人

依附（焦慮、依賴和親

近）與其憂鬱症狀之間

的關係，以及二者的關

係是否受到功能不良

的態度和低自尊的中

介影響。 

研究一發現，成人依附的焦慮層面與憂鬱

呈正相關；成人依附的信賴和親近兩個層

面與憂鬱呈負相關。換言之，不安全依附

與憂鬱症狀有關，但成人依附型態並無法

全然解釋個人憂鬱症狀的原因。 

研究二和研究三發現，成人依附與憂鬱間

的關係受到功能不良的態度和低自尊的

中介影響。 

Cooper, 
Shaver, & 
Collins 

1998 探討青少年的依附型

態、情緒調整和適應的

關係。 

焦慮矛盾依附者的適應最差，其在憂鬱和

敵意等身心症狀上的分數最高，逃避依附

型態者次之，安全依附者在憂鬱和敵意上

的分數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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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探討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Flack 1998 大學生的依附運作模
式與情緒調整的關係。

相較於安全依附者，漠然逃避依附者和焦

慮矛盾依附者均顯示較不強烈的情緒，但

漠然逃避依附者與焦慮矛盾依附者在情

緒強度上並無差異。 

 

Searle & 
Meara 

1999 大學生的依附型態、性
別和情緒經驗（其中情

緒經驗的測量包含情

緒的表達、情緒的注意

及情緒的強度三個部

分，而前者指的是外在

情緒經驗，後兩者是內

在情緒經驗）的關係。

不同的依附型態者在情緒經驗上有差異

存在。安全依附者在外在情緒經驗的分數

較高而在內在情緒經驗的分數較低；焦慮

矛盾依附者在外在情緒經驗和內在情緒

經驗的分數均較高；漠然逃避依附者在外

在情緒經驗和內在情緒經驗上分數均較

低；害怕逃避依附者在外在情緒經驗上分

數較低而在內在情緒經驗上分數較高。 

Bashe 2000 採用實驗室情緒誘發
的方式，探討成人依附

與情緒調整技巧和憂

鬱症狀的關係。 

不同依附關係者在憂鬱症狀的測量上並

無差異存在，但不同依附關係者在情緒調

整能力上卻有不同。  

Vivona 2000 大學生的依附型態與
親密關係品質及其適

應的關係。 

相對於安全依附型態者，不安全依附者顯

示較為焦慮、憂鬱和擔憂。  

Creasey & 
Hesson- 
McInnis 
 

2001 不同依附型態的大學

生與其親密伴侶互動

時的情緒經驗。 

焦慮依附型態者比安全依附者出現較多

憤怒、悲傷和害怕的情緒；焦慮依附者比

逃避依附者出現較多負向情緒；逃避依附

者與安全依附者均無出現處理負向情緒

的困難。 

Lopez, 
Mitchell, & 
Gormley 

2002 探討大學生的依附型
態與其痛苦之間的關

係。 

焦慮依附和逃避依附與個人痛苦之間有

正相關存在。 
焦慮依附和痛苦之間的關係受到個人內 
在自我組織的中介影響。 

    從上述研究發現，依附關係與情緒經驗間確實存有相當密切的關係。許多研

究結果顯示，不安全依附與負向情緒有正相關存在(Lopez et al., 2002)，不同依附

型態者的情緒經驗有差異存在(Carnelley et al., 1994; Collins, 1996; Rice, 1990; 

Searle & Meara, 1999)。大多數研究支持，相較於不安全依附型態者，安全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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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者的負向情緒經驗較少(Cooper et al.,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Seldam, 

1993; Simpson, 1990; Vivona, 2000)。然而，有些研究卻發現，不安全依附型態者

的負向情緒較少。例如，Flack (1998)發現，相較於安全依附者，漠然逃避依附

者和焦慮矛盾依附者均顯示較弱的情緒強度；Collins (1996)、Mikulincer和 Orbach 

(1995)及 Simpson (1990)的研究亦發現，逃避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的負向情緒經

驗較少。另有研究顯示，相對於安全依附者，逃避依附者顯示較多的負向情緒經

驗(Cooper et al., 1998; Mikulincer et al., 1993)。另外，Dahlsterom (1994)的研究發

現，兩種不同逃避依附類型者的情緒經驗是有差異的，漠然逃避依附者的悲傷程

度比安全依附者與害怕逃避依附者的悲傷程度高；但 Searle和Meara (1999)卻發

現，漠然逃避依附者的內在情緒經驗比害怕逃避依附者低。Creasey和

Hesson-McInnis (2001)則發現，逃避依附者與安全依附者均無出現處理負向情緒

的困難。究竟安全依附型態者與逃避依附型態者在負向情緒經驗上有何差異？此

仍值得加以探究。至於不同類型的不安全依附者在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過去的相關研究呈現不一致的結果：Flack (1998)的研究發現，漠然逃避依附者

與焦慮矛盾依附者在情緒強度上並無差異；Creasey和 Hesson-McInnis卻發現，

焦慮依附者比逃避依附者出現較多負向情緒；而 Seldam (1993)的研究則指出，

逃避依附型態者比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更感到沮喪。究竟焦慮矛盾依附者與逃避

依附者在負向情緒經驗上是否存在差異？本研究亦將加以探究。 

基於Mikulincer和 Orbach (1995)的發現，安全依附者能輕易地接近負面記

憶，卻不沈溺於這些記憶之中；焦慮依附者亦能接近負面記憶，但卻產生較大的

焦慮，而且無法克制負向情緒或與不愉快記憶有關的情緒反應；逃避依附者則最

壓抑防衛，且不易接近負面記憶。因此，研究者認為，焦慮矛盾依附者傾向於誇

大情緒，或沈溺於情緒之中，因而最容易產生負向的情緒經驗；逃避依附者傾向

於否認和壓抑內在的情緒，因而其較不易感受到負向的情緒經驗；安全依附者能

經驗情緒，卻不致被情緒所淹沒，故其負向情緒經驗應介於焦慮矛盾依附者和逃

避依附者之間。至於結果是否如此，則有待進一步探究。此外，由於過去研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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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僅探討，不同依附型態者在負向情緒經驗上的差異，其在正向情緒經驗上是否

有所差異，仍有待探討。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依附會影響個人的情緒經驗，

不同依附型態者在快樂和憂鬱兩種情緒經驗上有差異存在。 

參、依附與壓力因應的關係 

  依附理論主張，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是由引導個人反應壓力、及形成個人

管理痛苦和因應壓力事件的基模組合而成的，個人的依附關係與壓力因應之間有

密不可分的關係，不安全依附是促使個人採取不當因應方式的危險因子(Bowlby, 

1988)。許多後續研究支持了 Bowlby (1973)的論點，個人幼年的依附關係及其形

成的依附型態，會影響個人發展不同的策略來處理壓力和痛苦。換言之，安全依

附有助於緩衝個人受到壓力的負面影響，而不同依附型態者會採取不同的因應策

略來面對壓力(Mikulincer & Florian, 1998)。以下茲將探討依附和壓力因應之關係

的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3： 

表 2-3  探討依附和壓力因應之關係的研究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Kobak & 
Sceery 

1988 大學生的依附運作

模式、情緒調整與自

我表徵和他人表徵

的關係。 

個人的依附型態與其處理痛苦的策略有

密切關係。安全依附者會採取建設性的方

式來處理內在的痛苦；逃避依附者傾向於

否認或壓抑內在的痛苦；焦慮矛盾者則傾

向過於將注意力放在痛苦的情緒上。 

Simpson, 
Rholes, & 
Nelligan 

1992 利用實驗室情境誘

發個人的焦慮，探討

不同依附型態者在

給予支持和尋求支

持的行為上有何差

異。 

在壓力情境下，依附型態的差異較為明

顯。安全依附者會把親密對象當作給予安

慰和支持的來源，逃避依附者則在情緒上

和肢體上與親密對象疏離。  

Seldam 1993 不同依附型態的情

侶分手後的情緒反

應與因應方式。 

安全依附型態者傾向採取任務取向的因

應方式；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和逃避依附

型態者則傾向採取情緒取向的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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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探討依附和壓力因應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 針對 150名以色列的

大學生在波斯灣戰

爭發生後進行訪

談，以瞭解依附型

態、因應策略和心理

痛苦的關係。 

在問題焦點因應上，不同依附型態者並無

差異存在。在情緒焦點因應上，安全依附

者較常使用尋求支持的策略，焦慮矛盾依

附者較傾向使用情緒焦點因應，而逃避依

附者則傾向使用疏離的策略。 

Brennan & 
Shaver 

1995 依附型態和情緒調

整策略的關係。 
在壓力情境下，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

盾依附型態者較傾向於使用食物、性行為

和酒精來消除負面情緒。 

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依附型態在個人評

估與因應日常生活

壓力上所扮演的角

色。 

焦慮依附者和逃避依附者較常使用情緒

焦點因應和漠然因應策略來處理壓力。 

Lussier, 
Sabourin, & 
Turgeon 

1997 因應策略和依附與

適應之間的中介影

響因素。 

使用初級依附策略者較傾向於尋求社會

支持，而較不會使用不當的因應方式(如
與他人疏離或沈溺於負面情緒)。 

Ognibene & 
Collins  

1998 成人的依附型態、對

社會支持的知覺與

因應策略的關係 

焦慮依附和逃避依附與情緒焦點因應和

漠然因應策略有關。 

Cooper, 
Shaver, & 
Collins 

1998 青少年的依附型

態、情緒調整和適應

的關係。 

安全依附型態者最能以適應性的方式調

適負向情緒；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和逃避

依附型態者則較傾向以非適應性的方式

調適負向情緒。 

Feeney  1998 不同成人依附型態

者對與親密伴侶分

手的因應策略與情

緒反應。 

安全依附型態者較傾向採取建設性的因

應策略。 
安全依附與情緒焦點因應和問題焦點因

應均有密切關係。 
對男性而言，與安全依附之間最有關係的

因應策略是面對因應（問題焦點因應）和

逃避因應（情緒焦點因應）。 

Fuendeling 1998 不同依附型態者在

調適情緒歷程上的

差異性。 

不同依附型態者的情緒調整歷程有其差

異性。不安全依附者並非採取相同的方式

來管理痛苦的情緒，逃避依附者傾向否認

或壓抑負面的情緒，而焦慮依附者則較常

以誇大的方式表達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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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探討依附和壓力因應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Greenberger 
& 
McLaughlin 

1998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早期與父母

的依附關係、目前的

依附關係與因應方

式和解釋風格之間

的關連性。 

早期與父親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的因

應方式，但早期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則否。

早期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和目前的依附關

係，可解釋個人在壓力下會尋求情緒支

持。 

對女性而言，目前的依附關係比早期的依

附關係對因應方式更具預測力，但男性則

反之。 

安全依附與尋求情緒支持和解決問題的

因應方式呈正相關。 

Bashe 2000 採實驗室情緒誘發

的方式，探討成人依

附與情緒調整技巧

和憂鬱症狀的關係。

不同依附關係者的情緒調整能力上有差

異存在。 

安全依附者具有適應性的情緒調整策

略，而不安全依附者則缺乏適當的情緒調

整策略。 

Wei 2000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不當的因應

方式與衝突的情緒

依附是否為依附和

個人內在與人際痛

苦之間的中介變項。

焦慮依附和個人內在與人際痛苦之間的

關係是全然受到不當因應方式的中介影

響；逃避依附和個人內在與人際痛苦之間

的關係僅部分受到不當因應方式的中介

影響。 

依附與個人內在與人際痛苦之間的關係

並未受到衝突情緒的中介影響。 

Creasey & 
Hesson- 
McInnis  

2001 當面對親密關係的

衝突時，大學生的依

附型態與其因應策

略的關係。 

不安全依附者會有較多負面情緒，並採取

較不適當的衝突策略。逃避依附者和焦慮

矛盾者雖均顯示採取較不適當的衝突策

略，但二者卻有不同的情緒和認知反應。

依附與衝突因應策略的關係，受到情緒強

度以及個人對自己因應衝突的信心所中

介影響。 

Lopez, 
Mauricio, 
Gormley, 
Simko, & 
Berger 

2001 以 55位大學生為對
象，探討成人依附型

態、問題因應方式和

目前痛苦的關係。 

不安全的依附型態使個人傾向使用非適

應性的問題因應或情緒調整方式，因而導

致痛苦。 
焦慮依附者與過度反應的因應方式有

關，且其較常使用情緒焦點因應；逃避依

附者則與壓抑和過度反應的因應方式有

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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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2-3 可發現，個人的依附關係與其情緒調整和壓力因應之間確實有相當

密切的關係。誠如 Simpson、Rholes和 Nelligan (1992)的發現，在壓力情境下更

容易凸顯出不同依附型態者在因應方式上的差異性。過去許多研究發現，依附對

個人的壓力因應具有預測力(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Lopez et al., 2001; 

Wei, 2000)。不同依附型態者在面對壓力時會採取不同的因應方式，安全依附者

傾向於採取較有效的因應方式(Cooper et al., 1998; Feeney,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ussier, Sabourin, & Turgeon, 1997），而不安全依附者則傾向採取非適應性

的因應方式(Brennan & Shaver, 1995; 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Lopez et al., 

2001; Wei, 2000)。 

至於壓力情境下，安全依附型態者與不安全依附型態者的壓力因應方式有何

差異？而不同類型的不安全依附型態者，是否均採取同樣的方式來面對壓力情境

以減低負向情緒？抑或如同 Fuendeling (1998)的觀點，逃避依附者和焦慮依附者

雖均與較多的痛苦有關，但卻採取不同的自我調節策略來處理內在的痛苦？表

2-3 的研究呈現出以下五項發現：第一，安全依附型態者傾向採取任務取向或問

題焦點的因應方式，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和逃避依附型態者則傾向採取情緒取向

的因應方式(Seldam, 1993)。第二，安全依附者傾向於採取情緒焦點因應和問題

焦點因應(Greenberger & McLaughlin, 1998)。第三，不同依附型態者在採用問題

焦點因應上並無差異，但在情緒焦點因應上卻有差異存在，安全依附者較常採取

尋求支持的因應策略，焦慮矛盾依附者使用較多的情緒焦點因應，而逃避依附者

則傾向於使用疏離的因應策略(Mikulincer et al., 1993)。第四，在面對壓力情境

時，焦慮依附者與逃避依附者均傾向採取情緒焦點因應和漠然因應(Mikulincer & 

Florian, 1995; Ognibene & Collins, 1998)。第五，逃避依附者和焦慮矛盾依附者雖

均較傾向採取不適當的因應方式，但二者在壓力因應方式上卻有差異存在。

Fuendeling (1998)發現，逃避依附者傾向於否認或或壓抑負面的情緒，而焦慮依

附者則較常以誇大的方式表達情緒。Lopez等人（2001）亦發現，焦慮依附者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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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情緒焦點因應與過度反應的因應方式；逃避依附者則傾向採取壓抑和過度

反應的因應方式。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當面對壓力情境時，依附會影響個人所採取的因應

方式，而且不同依附型態者會採取不同的因應方式。安全依附型態者可能較傾向

採取適應性的因應方式，如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和積極情緒焦點因應；不安全依附

型態者則較傾向採取非適應性的因應方式，如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

因應。至於兩種不安全依附型態者的因應方式亦應有所差異，焦慮矛盾依附者可

能較傾向採取消極情緒焦點因應，逃避依附者則可能較倚賴消極問題焦點的因應

方式。結果究竟是否如此，則有待進一步釐清。本研究假設，依附會對壓力因應

產生影響，而且不同依附型態者在壓力因應上有差異存在。 

肆、依附與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關係 

就依附理論的觀點來看，依附系統是在個人知覺到威脅的情境下啟動的，個

人對威脅的知覺和痛苦的程度會隨依附型態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安全的依附經驗

使個人學習到的是「雖面臨困境但仍可解決」的正面態度，因而對心理的痛苦產

生緩衝效果(Mikulincer et al., 1993)；反之，不安全的依附經驗則使個人傾向於，

對壓力事件產生較大威脅的評估及較大的痛苦。Mikulincer和 Florian (1995)發

現，個人的依附關係與其對壓力事件是否可管理的期待有關，而 Collins 和 Read 

(1990)與Mikulincer和 Florian (1995)的研究均支持，依附關係與個人的自我效能

感有密切關係。Lopez (1996)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使其回溯過去與父母的依附

關係，並自陳現在與父母的依附關係，結果發現，二者均對個人的正向思考有預

測力。換言之，在面臨壓力時，依附關係與個人對該壓力事件威脅感的評估及其

對自我因應能力的看法有密切的關係。 

Catanzaro和Mearns (1990)從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觀點來探討個人壓力因應

的歷程，他們認為個人對自己減緩或停止負向情緒狀態之能力的看法，與個人的

壓力因應有密切關係，後續許多研究亦支持了這樣的看法(Catanzar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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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wood, 1994; Catanzaro, Horaney, & Creasey, 1995; Catanzaro et al., 2000; 

Creasey, Kershaw, & Boston, 1999; Flett, Blankstein, & Obertynski, 1996; Kirch, 

Mearns, & Catanzaro, 1990; Mearns, 1991; Surmann, 1999)。然而，值得進一步思考

的是，影響個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因素為何？有關此問題的研究，僅見於

Creasey、Kershaw和 Boston (1999)的研究，其以大學女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個人

面對好友和親密對象的人際衝突時，依附型態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衝突管理策

略的關係。結果發現，不同依附型態者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有差異存在。相較於

安全依附者，不安全依附者自認為對調適負向情緒較無信心。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對依附與人際衝突管理策略之間的關係具有部分的中介影響力。 

若從依附理論的角度來看，依附關係是在個人在幼年時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

脈絡中形成的，當面臨威脅性情境時，主要照顧者若能敏感地覺察嬰幼兒的需

要，並提供一致性的回應，以解除其痛苦，則將使個人發展出正向的自我表徵和

他人表徵，認為自己有能力去改變不舒服的狀態，以及他人會給予溫暖的回應。

因此，從依附理論的觀點來看，當面臨壓力情境時，個人對自己能否有效改變負

向情緒的看法與其依附關係之間，應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然而，這方面的研究仍

十分缺乏，有待進一步實證探究。基於理論的觀點，本研究假設，依附會對負向

情緒調適預期產生影響。 

 

 

 

第三節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情緒經驗的關係之探討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是否為影響個人壓力因應歷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希望

進一步驗證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間的關係。本節茲就以下

兩部分加以說明：第一部分是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內涵，第二部分則是有關負向

情緒調適預期與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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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內涵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簡稱 NMR)與

R. S. Lazarus提出的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raisal)有關，意指個人對自己是否具

有處理壓力事件的技巧之評估(Catanzaro & Mearns, 1990)。Lazarus和 Folkman  

(1984)認為次級評估包含自我效能預期(self-efficiency expectancy)和結果預期

(outcome expectancy)兩種類型。自我效能預期是指個人對自己能順利地執行某種

行為的信念；結果預期則是指對於某種行為將所產生何種結果的信念。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較接近於一般性的結果預期，是指個人對自己減緩或停止負向情緒狀態

之能力的信念(Catanzaro & Mearns, 1990)。具有高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人相信自

己的因應方式能有效地改變負向的情緒；反之，具有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人則

認為自己的因應方式對改善負向情緒沒有效果。此外，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也與控

制信念(control belief)的概念有關，控制信念是個人對環境結果之控制程度的知

覺，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是指個人對自己減緩負向情緒狀態之可控程度的知覺。 

   Kirch、Mearns和 Catanzaro (1990)基於社會學習理論和反應預期理論的觀

點，提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因應和負向情緒有關的觀點。他們認為，從社會學

習理論的觀點來看，個人對特定結果的預期可預測個人的行為，而個人之所以採

取因應行為是為了減少因壓力事件而產生的負向情緒。倘若個人相信某些因應策

略對減少負向情緒是有效的，則可預測其將採取這些因應策略來因應壓力事件。

因此，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透過因應方式而影響個人的負向情緒。其次，就反應

預期理論的觀點來看，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視為一般性的結果預期，亦即個人對

減輕負向情緒的一般預期，而結果預期具有自我應驗效應，所以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可能對個人的負向情緒產生顯著的影響。 

貳、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的實證研究 

以下茲將有關探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三者關係的研究

整理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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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探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Kirch, Mearns, 
& Catanzaro 

1990 以 472 位修心理學概論

的大學生進行研究，探

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壓力因應方式和身心症

狀的關係。 

1. NMR可預測壓力因應方式。 

2. NMR可預測憂鬱與生理症狀。

3. NMR與憂鬱和生理症狀的關係

不全然受因應方式的中介影

響，NMR可直接影響個人的憂
鬱和生理症狀。 

4. 排除 NMR後，主動因應與憂鬱
有正相關存在。換言之，主動因

應並不會降低憂鬱，除非個人相

信主動因應是有效的。 

 

Mearns  1991 以經歷分手的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負向情

緒調適預期和憂鬱程度

的關係。 

1. 在分手後一週，NMR對憂鬱程
度具有預測力。 

2. 主動因應和逃避因應受之於不

同因素的影響，NMR和性別可
預測主動因應，而逃避因應則受

到個人痛苦情緒經驗的影響。 

Catanzaro & 
Greenwood  

1994 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研
究，在兩個時間點（間

隔六至八週）測量其負

向情緒調適預期、負向

生活事件、因應反應、

憂鬱及身心症狀，以瞭

解上述因素彼此之間的

關係。  

1. 在兩個時間點上，NMR均與憂
鬱症狀有負相關。 

2. 在兩個時間點上，NMR均與逃
避因應有負相關，而且 NMR均
與主動因應有正相關。 

3. NMR可預測個人的壓力因應、

而且NMR對個人的憂鬱和生理

症狀亦有直接的預測力。 

Catanzaro, 
Horaney, & 
Creasey  

1995 以社區的老年人為樣

本，探討生活壓力、因

應反應、負向情緒調適

預期和憂鬱之間的關

係。 

1. NMR和逃避因應呈負相關。 
2. NMR和憂鬱呈負相關。 
3. 當排除 NMR的影響後，主動因
應與憂鬱呈正相關，而逃避因應

與憂鬱無關。 

 

Catanzaro 1996 以 218位大學生為樣
本，探討負向情緒調適

預期和、憂鬱症狀和狀

態焦慮對其考試表現的

預測力。 

1. NMR與憂鬱呈正相關。 
2. 愈焦慮且 NMR愈低者，其考試
表現愈差。 

3. NMR與考試表現之間的關係並
不受憂鬱的中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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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探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Flett, 
Blankstein, & 
Obertynski 

1996 以 153位大學女性作為

樣本，探討其情緒強

度、壓力因應類型、負

向情緒調適預期和憂鬱

症狀的關係。 

1. 情緒強度與情緒焦點因應、逃避

因應和憂鬱呈正相關。 
2. 憂鬱與情緒焦點因應呈正相
關，但與問題焦點因應呈負相

關。 
3.  NMR與情緒焦點因應和憂鬱症

狀呈負相關。 

Creasey, 
Kershaw, & 
Boston 

1999 以 140位女大學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當個人面

對好友和親密對象的人

際衝突時，依附型態和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衝

突管理策略的關係。 

1. 不安全依附者自認為較難處理

人際的衝突，而且其在 NMR上
的分數較低。 

2. 逃避依附和矛盾依附對較差的
人際衝突管理策略具有預測力。

3. NMR對依附與人際衝突管理策

略之間的關係具有部分的中介

影響力。 

Surmann  1999 以不同年齡層的護士為

研究對象，探討負向情

緒調適預期對因應和憂

鬱的預測力。 

1. NMR和主動因應有正相關。 
2. NMR和憂鬱有負相關存在。 
3. 當 NMR被排除後，主動因應和
被動因應均與憂鬱並無顯著相

關存在。上述研究顯示，憂鬱症

狀比較可能是認知的結果而非

因應行為所致。 

Catanzaro, 
Wasch, Kirch, 
& Mearns 

2000 探討大學生的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對其因應方式

和情緒健康的預測效

果。 

1. NMR可預測逃避因應，而且
NMR對憂鬱與焦慮的症狀具有

預測力。 

2. NMR和憂鬱症狀有直接和間接

的關係。 
3.  NMR和憂鬱比和焦慮與身體疾
病更有關係。 

從上述研究可發現，有些研究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個人的壓力因

應方式，而且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的憂鬱或焦慮等負向情緒經驗亦有預測力

(Catanzaro et al., 2000; Kirch et al., 1990)。至於情緒調適預期與負向情緒的關係是

否全然受壓力因應的中介影響？Catanzaro等人（2000）的研究顯示，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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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預期與憂鬱症狀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憂鬱症狀的關係

不全然受到因應方式的中介影響。換言之，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負向情緒的關係

僅受壓力因應的部分中介影響。再者，許多研究亦發現，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直

接預測個人的負向情緒(Kirch et al., 1990; Mearns, 1991)，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憂

鬱症狀之間有負相關存在(Catanzaro & Greenwood, 1994; Catanzaro et al., 1995; 

Catanzaro et al., 2000; Flett et al., 1996; Surmann, 1999)。此外，過去的研究僅探討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負向情緒經驗的影響，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是否會影響個

人的正向情緒經驗？在本研究中，亦將加以探討以期獲得解答。 

至於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壓力因應的關係，有些研究發現，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較高者較傾向使用主動因應或問題解決因應(Catanzaro & Greenwood, 1994; 

Flett et al., 1996; Mearns, 1991; Surmann, 1999)，而較少使用逃避因應(Catanzaro & 

Greenwood, 1994; Catanzaro et al., 1995)或情緒焦點因應(Flett et al., 1996)。

Catanzaro等人（2000）發現，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個人的逃避因應。而Creasey

等人（1999）的研究則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在依附型態與衝突管理策略之間

具有中介的影響力。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較高者，應會採取積極的因應方

式來面對壓力，以減少因壓力產生的負向情緒；而且由於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具有

自我應驗效應，因此，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較高者，應較不易產生負向的情緒經驗。

因此，本研究假設，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個人的壓力因應方式，而且負向情

緒調適預期除了透過壓力因應而影響個人的情緒經驗外，亦可直接對個人的情緒

經驗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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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壓力因應與情緒經驗的關係之探討 

    個人對壓力情境的反應已累積了大量的文獻，尤其用以說明這些反應的因應

策略一直受到重視。過去許多研究顯示，特定的因應策略與個人的適應或身心的

症狀有關，而近年來的研究趨向則在於探討，影響個人選擇因應策略的因素(Terry, 

1994)。個人選擇某種因應策略是由於穩定的人格特質(Costa, Somerfield, & 

McCrae, 1996)，或是由於個人對特定情境的認知評估所致(Folkman & Lazarus, 

1988b; Lazarus, 1993)？過去許多研究已發現，個人的因應行為與其對壓力事件的

認知評估有明顯相關（李良哲，1997）。而且從研究的發展趨勢來看，自一九八

０年代認知心裡學蓬勃發展，認知評估在探討個人因應壓力和情緒調適的研究中

備受重視，近幾年來研究壓力因應的學者尤其強調，認知評估在探究因應和情緒

上的重要性(Folkman & Moskowitz, 2000)。 

壹、因應理論的內涵 

壓力是什麼？壓力是一種存在於個人和環境的特定關係，在這關係中，個人 

評估環境為有負荷或超過其資源並影響其健康(Lazarus & Folkman, 1984, p.19)。

換言之，壓力是一種包含認知評估、情緒、因應及其結果的複雜現象。 

Lazarus和 Folkman (1984)將「因應」（coping）界定為「個人持續性的改變 

認知和行為以管理其評估為有壓力或超過其資源的外在或內在負荷」（Lazarus & 

Folkman, 1984, p.141）。在此定義中，因應可分為管理壓力源的策略和管理因壓

力源而產生的情緒，前者是指問題焦點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後者則

是指情緒焦點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而因應是一動態的歷程，在這歷程

中，個人在某一時間點上可能較倚賴某種因應方式，例如，防衛策略，而當與環

境的關係產生改變時，個人在另一時間點上可能較倚賴問題解決的因應方式。因

此，個人在面對壓力時可能會採取幾種不同的因應方式，亦即隨時空的改變而採

取不同的壓力因應方式。綜而言之，壓力因應是一動態的歷程，在這歷程中包含

了直接導向管理壓力源和管理自己本身，壓力因應的行為通常在於調整個人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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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經驗、引發情緒的壓力源和與情緒有關的行為。 

現今的壓力模式強調個人主觀的認知評估，此決定了壓力事件是否對其形成 

要求，個人對壓力事件的評估比實際的壓力事件對心理健康的影響更重要。換言

之，認知評估是壓力和因應歷程的核心，其決定了個人對壓力的知覺，因而可作

為壓力事件與結果的中介變項。 

根據 Folkman和 Lazarus (1988a)的觀點，個人對壓力事件的認知評估會直接

影響其對因應策略的選擇，而認知評估是指個人對壓力源的解釋。Folkman和

Lazarus將認知評估分為初級評估(primary appraisal)和次級評估(secondary 

appraisal)。初級評估是指個人對其所遭遇壓力事件的嚴重性或影響之認知，亦即

此壓力事件對個人是否產生威脅。而次級評估則是個人對處理該壓力事件的資源

或選擇之認知，亦即個人對該壓力事件的可控制程度之評估。Lazarus和 Folkman 

(1984)認為次級評估和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ncy)在概念上是相同的，亦即個

人的控制信念(control belief)。 

過去許多研究已顯示，個人的因應行為與其對壓力事件的認知評估有顯著相

關，但是初級評估和次級評估對因應行為的影響是不同的，前者影響因應行為的

多寡，後者則影響個人採取何種因應策略（李良哲，1997）。當個人評估壓力情

境為不可控時，個人會傾向採取情緒焦點因應；反之，當個人評估其壓力情境為

可控時，個人則會傾向採取問題焦點因應(Folkman & Lazarus, 1988b; Folkman, 

Lazarus, Dunkel-Schetter, Delongis, & Gruen, 1986; Lazarus, 1993)。在面對某特定

壓力事件時，大部分的人會採用問題焦點因應和情緒焦點因應兩種因應策略，但

隨著壓力情境的改變，個人可能會採取不同的因應策略(Folkman & Lazarus, 1980, 

1985)。然而，有些研究(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Carver & Scheier, 1994)

卻發現，個人會發展習慣性的壓力因應方式。無論如何，由於問題焦點因應是直

接改變壓力源以減少壓力，例如，任務取向的因應策略，故其常被視為有益的或

有助於適應的壓力因應策略。反之，情緒焦點因應常被視為有害的或功能不良的

壓力因應策略，例如，逃避或否認的因應策略。然而，某些類型的情緒焦點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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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卻有其益處，例如，尋求社會支持和對情境的正面重釋。問題焦點因應是否

全然有益？而情緒焦點因應是否全然有害？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過去研究對

因應策略的分類來探討。 

關於因應的分類，因應的研究者各提出了不同的分類方式，Lazarus 和

Folkman (1984)將因應方式分為問題焦點因應和情緒焦點因應，此種分類方式雖

有其重要性，但後來有學者認為此種區分方式過於簡化或不適切(Carver et al., 

1989)，因而提出不同的分類方式，例如： Tolor和 Fehon (1987)提出主動因應與

逃避因應；Carver等人（1989）將壓力因應細分為十三種因應類型，包括主動因

應、計畫、抑制拮抗活動、限制性因應、尋求工具性的社會支持、尋求情緒性的

社會支持、接受、正向重釋和成長、否認、宗教、心理逃避、行為逃避、情緒的

聚焦和宣洩；李良哲（1997）將個人的因應行為區分為積極因應與消極因應。過

去有關因應的相關研究，基於不同研究對象、不同壓力事件、以及不同研究目的，

而採用了不同的壓力因應量表，在這些壓力因應量表中，有關壓力因應方式的分

類相當分蚑，甚至在情緒焦點因應和問題焦點因應的兩大類型之下，可能包含了

不同的因應方式或代表不同的意涵。事實上，情緒焦點因應和問題焦點因應二者

並非彼此獨立運作，它們是會同時發生且相互影響的(許文耀，2000)，情緒焦點

因應可降低負向情緒，減少負向情緒對問題焦點因應之效果產生阻礙；同樣地，

問題焦點因應可減少壓力事件的威脅性，而減少壓力引發的負向情緒反應。換言

之，情緒焦點因應並非必然是負向的，而問題焦點因應也未必具有正向的功能，

若僅將壓力因應分為兩大類型探究其功能性，可能因過於簡化而不易捕捉到真實

的結果。基於上述的理由，研究者認為將壓力因應區分為「積極問題焦點因應」、

「消極問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及「消極情緒焦點因應」四種因應

方式較為適切。 

貳、壓力因應與情緒經驗的實證研究 

傳統上，對於壓力因應與情緒間之關係的探究，是將壓力因應視為情緒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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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後來研究則發現，壓力因應與情緒之間存有雙向的關係(Folkman & Lazarus, 

1988a)。然而，由於情緒之認知動機關係理論(Cognitive-Motivational-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Lazarus, 1991)的影響，近年來已有愈來愈多的研究聚焦於探

究壓力因應對情緒的影響(Losiak, 2001)，並且許多研究亦支持，個人採取的壓力

因應策略會影響其對壓力事件的情緒反應。以下茲將探討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

關係的研究整理如表 2-5： 

表 2-5  探討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于文正 1990 探討個人對生活壓力事件的認

知評估, 與其使用因應策略的

關係，以及個人使用各種不同

因應策略對其憂鬱程度的影

響。 

個人較常使用解決問題的因應

策略，則其憂鬱程度較低。 
個人較常使用逆來順受與壓抑

情緒、集中注意於情緒、和訴

諸宗教，則其憂鬱程度較高。

劉美華 1996 探討大一學生的因應行為，社

會支持與身心困擾的相關性。

個人愈常使用邏輯思考與自我

控制，則其無助與憂鬱程度愈

低。 
個人愈常使用尋求協助和逃避

因應，則其憂鬱程度愈高。 

汪惠芬 1997 探討高職護校生升學壓力、因

應行為與身心症狀的關係。 

積極因應與身心症狀成負相

關；消極因應與身心症狀呈正

相關。 

Folkman 1984 探討個人控制、壓力和因應歷

程的關係。 

問題焦點因應對正向情緒具有

預測力；情緒焦點因應則對負

向情緒具有預測力。 

男性較女性傾向問題焦點因

應；男性和女性在情緒焦點因

應上則無顯著差異。 

Folkman & 
Lazarus  

1988a 探討個人在面對生活壓力事件

時，個人所採取的因應策略與

其情緒反應之間的關係。 

採取計畫或問題解決策略與較

多正向情緒反應和較少負向情

緒反應有關。 

採取逃避的策略則與較負向的

情緒反應有關。 

Mearns 1991 以結束親密關係的大學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負向情緒調適預

期和憂鬱程度的關係。 

逃避因應與憂鬱症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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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探討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 針對 150名以色列的大學生在

波斯灣戰爭發生後進行訪談，

探討其依附型態、因應策略和

心理痛苦的關係。 

較傾向採取問題焦點因應者，

在憂鬱、焦慮和敵意症狀上的

分數較低；較傾向採取情緒焦

點因應者，在憂鬱、焦慮和敵

意症狀上的分數較高。 

Carver & 
Scheier  

1994 探討壓力因應對個人負向情緒

的影響。 
個人採取情緒焦點因應（如否

認和尋求社會支持等）對降低

威脅情緒並無正面影響，因其

可能誘發威脅感，而無助於降

低負向情緒。 

Flett, 
Blankstein, & 
Obertynski  

1996 以 153位大學女性為研究樣

本，探討其情緒強度、壓力因

應類型、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

憂鬱症狀的關係。 

情緒焦點因應和逃避因應與情

緒強度呈正相關。 
情緒焦點因應和逃避因應與憂

鬱症狀呈正相關。 

問題焦點因應與憂鬱呈負相

關。 

Vollrath, 
Alnaes, & 
Torgersen  

1996 以精神科門診病人為研究對

象，探討不同的因應策略對精

神困擾的效果。 

主動因應對改善焦慮有正面效

果；尋求社會支持對憂鬱症狀

的改善具有正面效果。 
分散注意力、使用藥物和酒

精、以及聚焦於情緒均為具有

負面效果的因應策略。 

McQueeney, 
Stanton, & 
Sigmon  

1997 以無法生育的婦女為對象，將

其分派至三組，分別為問題焦

點因應的訓練、情緒焦點因應

的訓練和未接受任何訓練的控

制組，以探討問題焦點因應和

情緒焦點因應的有效性。 

問題焦點因應訓練對個人痛苦

情緒的改善具有正面的效果。

情緒焦點因應技巧訓練對個人

憂鬱症狀的改善具有較大的效

果。 

Leong, Bonz, 
& Zachar  

1997 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因應策略對大學適應（學業適

應、情緒適應、社交適應和目

標承諾）的預測效果。 

主動因應可預測個人的學業適

應和情緒適應。 

情緒適應與聚焦於情緒（情緒

焦點因應）呈負相關。 

Arthur 1998 以大學生為對象，在四個時間

點上，測量其憂鬱、焦慮、因

應及壓力，以瞭解壓力、憂鬱

和焦慮對其因應策略的影響。

情緒焦點因應和逃避因應與個

人的憂鬱有關。 

研究結果支持，壓力因應和情

緒之間存在著雙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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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探討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Felsten 1998 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從性別

的角度探討個人所使用的壓力

因應策略與其壓力和憂鬱之間

的關係。 

問題焦點因應對憂鬱的預測力

很小。 

逃避因應因應對男性和女性的

憂鬱均有很強的預測力。 

對男性和女性而言，壓力和憂

鬱的關係均受到尋求社會支持

的中介影響。 

Ntoumanis & 
Biddle  

1998 探討運動員採取各種因應策略

的能力與其對六種因應策略之

有效性的知覺，對於正向情緒

和負向情緒的預測效果。 

情緒焦點因應對負向情緒具有

預測力；問題焦點因應對正向

情緒具有預測力；尋求社會支

持對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皆具

有正向的預測力。 
對壓力因應知覺愈有效者，則

其在正向情緒的得分愈高，負

向情緒的得分愈低。 

Vollrath, 
Alnaes, &  
Torgersen  

1998 以精神科門診病人為研究對

象，探討個人所採取的因應策

略對改善人格問題之預測效

果。  

問題焦點因應和尋求社會支持

可預測個人在人格問題上的改

善；問題焦點因應對個人在焦

慮和憂鬱上的改善具有預測

力；尋求工具性支持和情緒的

協助的因應方式亦具有正向效

果。 

Blalock & 
Joiner 

2000 以 179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性別和認知逃避因應對負

面生活事件和憂鬱/焦慮的影

響。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逃避因

應可分為認知逃避和行為逃

避。 

認知逃避可預測女性的憂鬱，

但對男性則否；行為逃避則無

法預測男性和女性的憂鬱。 

Lengua & 
Stormshak 

2000 以 250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性別角色、人格、壓力因

應和個人症狀（包含憂鬱、反

社會行為和酒精及藥物濫用）

的關係，並驗證上述關係是否

因性別差異而有所不同。 

性別角色對人格、壓力因應和

個人症狀具有預測力。 

性別角色、人格和壓力因應可

個別預測個人的心理症狀，而

且三者亦可聯合預測個人的心

理症狀。 

主動因應可預測較低的憂鬱；

逃避因應可預測較高的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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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探討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之關係的研究（續） 

研究者 年代 探討問題 研究發現 

Myors, 
Johnson, & 
Langdon  

2001 探討懷孕少女所採用的因應方

式，以及個人對不同因應方式

有效性的知覺。  

樂觀因應（情緒焦點因應）是

最常被採用、且被知覺為最有

效的因應方式。 
面對問題（問題焦點因應）亦

為有效的因應策略。 

Losiak  2001 探討病人在面對手術壓力時，

其所採取的因應策略與情緒反

應的關係，並進一步比較八種

個別因應策略與四種因應類型

對情緒的預測力。 

個人所採取的因應策略和其負

向情緒（焦慮、憤怒）有關。

因應類型比個別因應策略的預

測力差。 

Courbasson, 
Endler, & 
Kocovski 

2002 以藥物濫用的男性為研究對

象，探討其所採用的壓力因應

策略與其心理痛苦之間的關

係。 

情緒焦點因應可預測個人的焦

慮和憂鬱；但問題焦點因應和

逃避因應對個人的憂鬱和焦慮

卻不具預測力。問題焦點因應

與個人的焦慮和憂鬱之間有負

相關存在。 

Gunthert, 
Cohen, & 
Armeli

2002 探討大學生在面對日常生活壓

力的因應方式，個人的憂鬱和

焦慮對某些生活事件的發生、

初級評估和次級評估、採用的

因應策略、以及正負向情緒的

影響。 

情緒表達、負向自我內言、社

會支持等因應策略均與負向情

緒呈正相關。 

問題解決因應和認知管理與正

向情緒呈正相關。 

 

從表 2-5 可發現，許多研究顯示，問題焦點因應與正向情緒呈正相關，而與

負向情緒呈負相關(于文正，1990；汪惠芬，1997；劉美華，1996；Courbasson et 

al., 2002; Folkman & Lazarus, 1988a; Gunthert et al, 2002; Mikulincer et al., 1993; 

Vollrath et al., 1998)，情緒焦點因應與負向情緒或身心症狀有關(Arthur, 1998; 

Carver & Scheier, 1994; Flett et al., 1996; Gunthert et al., 2002; Lindstroem & Hurrell, 

1992; Losiak, 2000; Mikulincer et al., 1993)。有些研究發現更指出，問題焦點因應

對於較多正向情緒(Folkman, 1984; Leong et al., 1997; Ntoumanis & Biddle, 

1998)，或較少負向情緒具有預測力(Lengua & Stormshak, 2000; Ntoumanis & 

Biddle, 1998)；情緒焦點因應對於較多負向情緒具有預測力 (Folkma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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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basson et al., 2002)。然而，有些研究卻發現，個人使用情緒焦點因應有助於

減少其負向情緒 (McQueeney, Stanton, & Sigmon, 1997; Vollrath, Alnaes, & 

Torgersen, 1996)。另外，Lengua和Stormshak (2000)與Myors、Johnson和Langdon 

(2001)的研究則發現，情緒焦點因應和問題焦點因應對均為有效的因應方式。這

是否意味著，某些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具有正面適應效果，而某些問題焦點的因

應方式卻無助於個人的適應？ 

綜而言之，個人的壓力因應與其情緒經驗間存有密切的關係。上述的研究顯

示，問題焦點因應與個人的正向情緒有關，甚至具有預測力，而情緒焦點因應與

個人的負向情緒亦有關，甚至可以預測個人的負向情緒。然而，某些研究卻發現，

情緒焦點因應亦具有正向的功能。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將問題焦點因應和情

緒焦點因應做更細緻的區分，方可釐清壓力因應與情緒經驗之真正關係。在本研

究中，將壓力因應分為「積極問題焦點因應」、「消極問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

焦點因應」及「消極情緒焦點因應」，本研究假設「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和「積

極情緒焦點因應」和快樂的情緒經驗有關，而「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和「消極情

緒焦點因應」則與憂鬱的情緒經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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