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論 

    本章主要針對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自下列兩方面進行討論：一是受試的個人

變項（性別、壓力源、壓力程度和依附型態）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

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的差異；二是面臨生涯抉擇壓力的大四學生之情緒經驗歷程模

式之驗證。 

第一節  個人變項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之差異 

壹、不同性別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關於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

上的差異情形，從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依附、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確實有某些差異存在。以下茲針對研

究所得結果予以討論之： 

一、在依附方面，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僅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有顯著

差異存在，男性的「逃避依附」顯著高於女性。此結果與 Kenny 和 Rice (1995)

發現，女性比男性較傾向於安全的依附型態，何春慧（2000）發現女性傾向安全

依附型態而男性則傾向逃避依附型態，以及蘇逸珊（2001）發現，男性較女性傾

向拒斥依附型態之研究結果相似。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情緒反應」和「認

知行為」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異存在。換言之，男性和女性在「負向情緒調適

預期」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異存在。此與 Mearns (1991)發現，男性和女性在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上並無顯著差異之研究結果相同。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

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存在，男性比女性較常採取消極

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而女性比男性較常採取消極情緒焦點的因應方式。然而，

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和「積極情緒焦點因應」上的得分，不同性別的大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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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卻無顯著差異存在。過去探討個人的壓力因應是否會因性別而有所差異的研究

中，由於許多研究所採用之壓力因應的分類並不相同，以致呈現相當不一致的結

果，然而，過去許多研究均發現，男性和女性所採取的壓力因應方式具有差異性

(Felsten, 1998)，本研究結果亦然。至於為何個人的壓力因應會因性別而有所差

異？社會化假設(socialization hypothesis)和結構的假設(structural hypothesis)，均

對此提出說明並引導許多後續的研究。社會化假設主張，由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和性別角色的期待，使得男性被社會化為較傾向採取工具性的因應方式，而女性

則較傾向採取情緒焦點和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方式(Ptacek, Smith, & Zanas, 

1992)。結構的假設則主張，男性和女性在壓力因應上的差異是由於二者所面臨

的壓力情境不同所致(Billings & Moos, 1981)。其次，本研究結果與 Carver等人

（1989）發現，男性比女性較傾向採用否認、逃避、幻想等因應策略之研究結果

相近，但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和女性在壓力因應上的差異僅限於「消極問題焦

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此則與過去研究發現，男性比女性較傾向採

用「問題焦點因應」(Folkman, 1984; Folkman & Lazarus, 1980; Ptacek et al., 1992; 

Ptacek, Smith, & Dodge, 1994)，女性比男性較傾向採用「情緒焦點因應」(Billings 

& Moos, 1981)，之研究結果有所不同。造成此差異之原因，是由於不同的壓力

因應分類方式，抑或由於不同的壓力情境所致，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不同性別的大四學生在「快樂感受」上的得分，有顯

著差異存在，男性的快樂感受顯著高於女性。至於「憂鬱」方面，不同性別的大

四學生在「憂鬱量表」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異存在。此結果與過去許多研究發

現並不一致（郭俊賢，1994；楊順南，1995；黃惠貞，2002；Kirch et al., 1990; Mearns, 

1991）。郭俊賢（1994）發現，大學女性比男性快樂；而楊順南（1995）、黃惠貞

（2002）、Kirch 等人（1990）及 Mearns (1991)的研究則顯示，大學女性比男性

的憂鬱程度高。至於造成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不同之可能原因有二：第

一，上述研究均限於測量單一的正向情緒經驗或單一的負向情緒經驗，而本研究

同時測量兩種單一的情緒經驗，以致更能反映大四學生在正負情緒兩個向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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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經驗。第二，個人的情緒經驗與其壓力因素密不可分，上述研究大都未將壓

力因素納入考量，而本研究則聚焦於生涯抉擇的壓力情境，如此在排除其他壓力

因素的干擾下，所得之結果似更能反映真實性。至於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四女性

較大四男性不快樂，此可能由於大四女性必須直接面對就業或升學的生涯抉擇壓

力所致。 

  貳、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關於不同壓力源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

驗上的差異情形，從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

學」兩組不同壓力源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

經驗上確實有些許差異存在。以下茲針對研究所得結果予以討論之： 

一、在依附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不同壓力源的受試

在「逃避依附」上有顯著差異。「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的「逃避依附」

顯著高於「準備就業」者。換言之，「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比「準備就

業」者的依附關係較為逃避。此結果可能由於，依附關係與個人的生涯發展有密

切關係。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的生涯確定狀態、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抱負，因而

不同依附關係者所面對的生涯抉擇壓力源亦不相同。盧晴鈺（2003）即發現，依

附關係會影響大學生的生涯自我效能和生涯抱負。陳欣怡（1999）的研究亦顯示，

依附關係與大學生的生涯定向有正相關存在。由於過去研究均未針對不同生涯抉

擇壓力源的受試，探討其依附關係上的差異情形及其影響因素，故此仍有待進一

步探究。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不同

壓力源的受試在「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上並無顯著差異。換言之，在面臨

生涯抉擇壓力之下的大四學生，「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對自

己調適負向情緒所具有信心的看法，並無顯著差異。換言之，兩組受試的負向情

緒調適預期並不因其面臨不同的壓力源而有所差異。此結果可能是由於，壓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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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影響個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的重要因素，由於過去研究並無針對此一問題

加以探討，故此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準備就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

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和「消極問題焦點因應」上有顯著差異。「準備繼續升

學」的大四學生比「準備就業」者較常採取積極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而「準備

就業」的大四學生則比「準備繼續升學」組較常採取消極問題焦點的因應方式。

此結果與與曾月菊（2002）發現，壓力源與個人的壓力因應有相關存在之研究結

果相呼應。至於在「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上，「準備就

業」和「準備繼續升學」兩組受試並無差異存在。此結果可能由於，「準備就業」

組和「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因其面臨之生涯抉擇的問題有極大的差異

性，故其所採取的問題焦點因應亦因而不同，而情緒焦點因應則是大四學生普遍

採用面對生涯抉擇壓力的因應方式。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準備就業」組和「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在「快 

樂感受量表」和「憂鬱量表」上的得分均無顯著差異存在。過去有關探討壓力源

的研究，大都限於探討影響個人對不同壓力源之知覺的因素(Day & LivingStone, 

2003)，甚少探究不同壓力源的受試在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從本研究結果發

現，「準備就業」組和「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在快樂和憂鬱上並無顯著

差異，造成此結果之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主要聚焦於生涯抉擇壓力，而再將其細

分為四種壓力源，並選取大多數受試所面臨的兩組壓力源加以比較，因而這兩組

受試可說是面臨類似的壓力情境，其在情緒經驗的表現上無顯著差異是可以理解

的。換言之，無論是「準備就業」組或「準備繼續升學」組的大四學生，在快樂

和憂鬱兩種情緒經驗上是相似的。由於本研究僅測量快樂和憂鬱之情緒經驗，這

兩組受試在其他情緒經驗上是否有差異，未來可再加以探究。    

參、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關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大四學生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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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上的差異情形，從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不同壓力程度的大四學生，

在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確實有某些差異存在。以下

茲針對研究所得結果予以討論之： 

一、在依附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

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存在。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壓力大」的大四學生

顯著高於「有一點壓力」者，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在「焦慮矛盾依附」上

的得分，「壓力非常大」的大四學生顯著高於「壓力大」者，而「壓力大」的大

四學生又顯著高於「有一點壓力」者。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安全依附」

上的得分，卻無顯著差異存在。換言之，壓力程度大的受試在不安全依附上的得

分較高，亦即受試的壓力程度與不安全依附呈正相關。此結果與 Koopman、 

Gore-Felton、Marouf和 Bulter (2000)發現，受試對壓力程度的知覺與不安全依附

型態有關之研究結果一致。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在面臨壓力情境下，

不安全依附者對自己和他人較缺乏信心，較無法感受到重要他人的支持，並對尋

求別人的協助與支持感到較有壓力。因此，依附關係可能是一個決定個人壓力程

度的重要因子。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情緒反應」上的得

分，有顯著差異存在，「有一點壓力」者顯著高於「壓力大」者，而「壓力大」

者又顯著高於「壓力非常大」者。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認知行為」上的

得分，卻無顯著差異存在。換言之，當個人對自己調適負向情緒的能力愈有信心

時，其感到的壓力程度就愈小，但其僅限於情緒反應層面。至於為何僅限於情緒

反應層面仍無法推論，有待更多的研究或許可獲得更明確的結果。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

上的得分，有顯著差異存在，「壓力非常大」比「壓力大」者和「有一點壓力」

者較常使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至於不同壓力程度的

受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焦點因應」和「消極情緒焦點因應」上

的得分，並未有顯著差異存在。邱義烜（2002）發現，不同壓力感受的教師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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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不同的因應方式，高壓力組的教師比低壓力者較傾向於採取逃避的因應方式。

林家任（2002）發現，不同壓力程度的教師在「尋求支持」、「情緒宣洩」和「情

緒調適」上並無顯著差異。而陳文俊（2001）亦發現，不同壓力程度的實習教師

在「情緒調適」和「情緒宣洩」上並無顯著差異。謝琇玲（1990）的研究則顯示，

不同壓力程度的教師在「採取解決問題」的因應方式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Catanzaro 和 Greenwood (1994)則發現，大學生的壓力程度與其逃避因應有正相

關。Koopman 等人（2000）亦發現，壓力程度與行為和情緒上的逃避因應有正

相關存在。這些研究的結果似均與本研究發現互相呼應。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不同壓力程度的受試在「快樂感受量表」和「憂鬱量

表」的得分上，均有顯著差異存在。「有一點壓力」者比「壓力大」者和「壓力

非常大」者較為快樂，其餘各組間則無顯著差異存在；「壓力非常大」者比「壓

力大」者較為憂鬱，而「壓力大」者又比「有一點壓力」者較為憂鬱。國內過去

探討壓力程度與情緒經驗的研究，均限於探討壓力程度與負向情緒的關係，而沒

有探究壓力程度與快樂的研究報告。而在探討壓力程度與負向情緒的研究中，大

都是以憂鬱作為焦點，例如，黃慧貞（1980）發現，主觀壓力大小與憂鬱程度呈

正相關；陳清泉（1989）發現，主觀負向的生活壓力與憂鬱傾向有正相關存在；

黃惠貞（2002）亦發現，大學生的知覺壓力與憂鬱間呈正相關。而Gunthert等人 

（2002）的研究亦發現，壓力程度與正向情緒呈負相關，而與負向情緒呈正相關。

這些研究的發現似均與本研究的結果相吻合。 

   肆、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本研究各變項上之差異 

    關於不同依附型態的大四學生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 

的差異情形，從第四章資料分析的結果發現，不同依附型態的大四學生，在負向

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上確實有某些差異存在。以下茲針對研究所

得結果予以討論之： 

一、本研究發現，在所有 783位受試中，其中逃避依附型態者有 1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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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15.2%，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有 245人，佔 31.3%，安全依附型態者有 285人，

佔 36.4%，無法分類者有 81 人，佔 10.3%。由此可知，從大學生的依附類型分

佈情形來看，約有三分之二的大學生是屬於焦慮矛盾型和安全依附型，此研究結

果支持了林秀娟（1998）的研究發現。至於在依附型態的分佈比例上，本研究顯

示，安全依附型態者最高，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次之，逃避依附型態者最低，此

結果亦與黃碧慧（2001）的研究發現相似。 

二、在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情緒反應」和「認

知行為」上的得分，均有顯著差異存在。在「情緒反應」上的得分，「安全依附

型態」者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

則無顯著差異；在「認知行為」上的得分，「安全依附型態」者亦顯著高於「逃

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換言之，

安全依附者在「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之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上均顯著高於不

安全依附者。此結果與 Creasey等人（1999）探討面對好友和親密對象的人際衝

突時，個人的依附型態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衝突管理策略的關係發現一致，不

安全依附者對自己調適負向情緒的能力較缺乏信心。此發現亦延伸出以下兩個值

得思考與研究的議題：第一，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是具普遍性抑或是情境特定性？

從本研究與 Creasey等人的研究來看，雖然兩個研究的壓力情境是不同的，但卻

發現相同的結果。換言之，個人對自己調適負向情緒的信念並不會受情境因素而

改變。由於相關研究報告仍相當有限，有待將來更多的探討。第二，負向情緒調

適預期是否能代表依附內在運作模式的內涵之一？就二者的意涵來看，負性情緒

調適預期是指個人對其調適負向情緒所具有的信心；而依附內在運作模式是指個

人對自己與他人的看法，二者是極其接近的。而且本研究與 Creasey等人的研究

均支持，安全依附型態者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顯著高於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

矛盾依附型態者，此與依附理論的觀點有共同之處。因此，未來可針對負向情緒

調適預期和依附內在運作模式的內涵進行更深入的探究。 

三、在生涯抉擇壓力因應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積極問題焦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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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和「積極情緒焦點因應」上的得分，均有顯著差異存

在。「安全依附型態」者比「逃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較常

使用積極問題焦點因應；「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比「安全依附型態」者較常使

用消極問題焦點因應；「安全依附型態」者比「逃避依附型態」者較常使用積極

情緒焦點因應。至於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消極情緒焦點因應」上，並未有顯

著差異。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不同依附型態者在面對壓力時會採取不同的因

應策略，安全依附者較傾向採取有效的壓力因應方式(Cooper et al., 1998; Feeney,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ussier et al., 1997)，而不安全依附者則較傾向採取非

適應性的壓力因應方式(Brennan & Shaver, 1995; 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Lopez et al., 2001; Wei, 2000)是一致的。此結果亦與黃碧慧（2001）的發現相似，

安全依附者較傾向以正向的問題解決方式處理壓力事件，且能同時採用問題解決

和情緒處理的因應策略。由於本研究嘗試將問題焦點因應和情緒焦點因應進一步

分為細分為正向和負向，共形成四種類別的壓力因應方式，而本研究結果確實發

現，此種分類方式可更清晰地呈現不同依附型態者的差異性。 

四、在情緒經驗方面，不同依附型態的受試在「快樂感受量表」和「憂鬱量

表」上的得分，均有顯著差異存在。「安全依附型態」的大四學生比「逃避依附

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較快樂；「安全依附型態」的大四學生比「逃

避依附型態」者和「焦慮矛盾依附型態」者較不憂鬱。此結果與過去許多研究發

現相吻合（塗振洋，1994; Cooper et al., 1998; Simpson, 1990; Vivona, 2000)。塗振

洋（1994）發現，安全依附者比不安全依附者較為快樂；Cooper等人（1998）

的研究顯示，相較於安全依附者，焦慮依附者和逃避依附者均較為憂鬱；Vivona 

(2000)的研究亦支持，不安全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較為憂鬱；Simpson (1990)發

現，不安全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較多負向情緒經驗且較少正向情緒經驗。然而，

本研究結果卻發現，逃避依附者和焦慮矛盾依附者在快樂和憂鬱上並沒有顯著差

異存在，此結果則與過去有些研究發現不一致(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Seldam, 1993)。Creasey和 Hesson-McInnis (2001)發現，焦慮依附者比逃避依附者

  95



出現較多負向情緒；而 Seldam (1993)卻指出，逃避依附型態者比焦慮矛盾依附

型態者更感到沮喪。為何不同依附型態者在各種情緒經驗上會有如此不一致的差

異結果，此仍有待將來再作深入的探究。 

 

第二節  情緒經驗歷程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以 502 位在生涯抉擇上感到壓力大或壓力非常大的大四學生為研究

樣本，進行依附、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壓力因應和情緒經驗間因果路徑之建構與

考驗。綜觀模式建立的歷程，自理論推導而產生假設的初始模式，經初步考驗結

果的修正指標之指示，而在刪除不適當的路徑、整併觀察指標，以及將部分觀察

變項的殘差連結後，產生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之三個理論模式，這三個理論

模式與所蒐集到觀察資料均可適配。就潛在變項的效果而言，這三個模式變項的

因果關係均能獲得合理的解釋。以下茲針對研究所得結果進行討論： 

壹、模式的適配度 

 一、在基本模式適配度方面： 

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大致上符合模式適配性的三個標準：沒有負的誤差

變異；估計參數相關的絕對值未超過 1；因素負荷量不能太低。因此，三個模式

的基本模式適配度是理想的。 

二、在整體模式適配度方面： 

在模式一中，若以 χ²值及 χ²/df 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

水準，且 χ²/df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而且以表 4-8之

其他適配度指標上之考驗結果來看，在 RMSEA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有

達到<.05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標

上，此模式亦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結果。而且附錄四亦顯示，模式一的非趨中

參數估計值(NCP = 0.0)之 90 %信賴區間考驗達顯著水準，交叉效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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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VI=0.10)和節省訊息指標(AIC = 49.15)均比獨立模式和飽和模式的數值低。綜

合而言，模式一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的指標。因此，本

研究的模式一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在模式二中，若以 χ²值及 χ²/df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

水準，且 χ²/df 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而且以表 4-12

之其他適配度指標上之考驗結果來看，在 RMSEA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

有達到<.05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

標上，此模式亦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結果。而且附錄六亦顯示，模式二的非趨

中參數估計值(NCP = 6.62)之 90 %信賴區間考驗達顯著水準，交叉效度考驗

(ECVI=0.11)比獨立模式的數值低，節省訊息指標(AIC = 54.62)比獨立模式和飽和

模式的數值低。綜合而言，模式二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

的指標。因此，本研究的模式二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在模式三中，若以 χ²值及 χ²/df值進行整體模式考驗，則發現 χ²值未達顯著

水準，且 χ²/df 值亦小於 3，顯示此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度理想。而且以表 4-16

之其他適配度指標上之考驗結果來看，在 RMSEA和 RMR 的指標上，此模式均

有達到<.05的理想評鑑結果；在 GFI、AGFI、NFI、IFI、CFI、RFI、NNFI的指

標上，此模式亦有達到>0.9的理想評鑑結果。而且附錄八亦顯示，模式三的非趨

中參數估計值(NCP = 4.92)之 90 %信賴區間考驗達顯著水準，交叉效度考驗

(ECVI=0.14)比獨立模式的數值低，節省訊息指標(AIC = 69.92)比獨立模式和飽和

模式的數值低。綜合而言，模式三在整體模式適配度考驗方面，均符合幾個重要

的指標。因此，本研究的模式三與觀察資料是適配的。 

三、在內在結構適配度方面： 

模式一的觀察變項之個別信度，除了認知行為和正向壓力因應的信度超過

0.5，是良好的指標外，其他指標的信度均未達 0.5，尤其是不安全依附（逃避

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合併計分），顯示其測量誤差過大，仍有改進的必要。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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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在變項的解釋量方面，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49%，

依附(ξ1)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77%，壓力因應(η2)對情緒反應(η3)的解釋量為

63%。就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一的內在結構適配度不錯。 

模式二的觀察變項之個別信度，情緒反應和憂鬱的信度超過 0.5，是良好的

指標，認知行為、負向壓力因應、逃避依附和焦慮矛盾依附的信度次之，快樂和

安全依附的信度最低，顯示其測量誤差過大，仍有改進的必要。其次，模式二在

變項的解釋量方面，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82%，依附(ξ1)

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71%，壓力因應(η2)對情緒反應(η3)的解釋量為 71%。就

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二的內在結構適配度很不錯。 

模式三的觀察變項之個別信度，情緒反應和認知行為的信度達 0.5 以上，是

良好的指標，而逃避依附、情緒焦點壓力因應、快樂、安全依附和憂鬱的信度次

之，焦慮矛盾依附的信度最差，顯示此一指標的測量誤差不小。其次，模式三在

變項的解釋量方面，依附(ξ1)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的解釋量為 40%，依附(ξ1)

和負向情緒調適預期(η1)對壓力因應(η2)的解釋量為 67 %，壓力因應(η2)對情緒反

應(η3)的解釋量為 59%。就上述的解釋量來看，顯示模式三的內在結構適配度不

錯。 

綜觀三個模式的觀察變項之個別信度，情緒經驗和依附的觀察指標仍有待改

進。研究者認為造成此結果之可能原因為：第一，在本研究中是以快樂和憂鬱作

為情緒經驗的觀察指標，但結果顯示二者的信度並不高，這表示大四學生在面臨

生涯抉擇的壓力之下，除了快樂和憂鬱這兩種情緒外，可能尚有其他情緒經驗是

本研究所無測量到的。第二，在本研究中是以受試在「依附風格量表」的三個分

量表之得分作為依附的指標，在模式一和模式二中，依附的兩個指標分別為：安

全依附、以及焦慮矛盾依附和逃避依附二者合併反向計分。受試在此兩個指標之

得分愈高，表示其依附關係愈安全。根據研究結果發現，二者之信度並不高，亦

即以安全依附、以及焦慮矛盾依附和逃避依附二者合併反向計分，作為依附的兩

個指標會產生很大的誤差，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以受試在「焦慮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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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依附」和「逃避依附」兩個分量表上的得分反向計分，代表依附的指標之一並

不恰當，因受試愈不焦慮矛盾、愈不逃避，可能並不表示其依附愈安全；二是本

研究所測量的依附是一般性的成人依附關係，而未測量個人與不同依附對象的依

附關係，例如：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或親密對象的依附，以致影響受

試的填答結果。因此，有關成人依附的測量指標，仍有待將來更多的探究。 

貳、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一、模式一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產生直接影響；依附會直接影響壓力因應，並透

過壓力因應的中介變項而對情緒經驗產生間接影響。 

二、模式二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產生直接影響；依附會直接影響壓力因應，並透

過壓力因應的中介變項而對情緒經驗產生間接影響。 

三、模式三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依附會直接影響壓力因應，並透過壓力因應的中介變項而對情緒經驗產生間

接影響；依附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產生直接影響，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直接影

響壓力因應，而依附會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的中介而對情緒經驗產

生間接影響。 

從上述三個模式變項間的關係可看出，模式一和模式二極其相似，二者變項

間的影響路徑是相同的，不同之處在於，模式一是以正向壓力因應作為壓力因應

的指標，而模式二則是以負向壓力因應作為壓力因應的指標。模式一和模式二之

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所代表的意義是：愈安全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採取愈正向的

壓力因應方式來面對生涯抉擇的壓力，進而使個人較為快樂且較不憂鬱；而且愈

安全的依附關係亦會促使個人對其調整負向情緒的能力愈有信心。反之，不安全

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採取負向的壓力因應方式來面對生涯抉擇的壓力，進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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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較不快樂而且較為憂鬱；而且愈不安全的依附關係亦會使得個人對其調整負

向情緒的能力愈缺乏信心。 

至於模式三與模式一、模式二的不同之處有二：一是壓力因應的指標，模式 

一和模式二分別是以正向壓力因應和負向壓力因應作為指標，而模式三則是以情

緒焦點因應作為指標；二是變項間的影響路徑，在模式三中，負向情緒調適預期

會透過壓力因應而影響情緒經驗，而且依附會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

而影響情緒經驗；而在模式一和模式二中，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並不會透過壓力因

應而影響情緒經驗，依附亦不會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而影響情緒經

驗。模式三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所代表的意義是：愈安全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個人愈

傾向於採取情緒焦點因應，進而使個人較為快樂且較不憂鬱；而且愈安全的依附

關係亦會促使個人對其調整負向情緒的能力愈有信心，而個人對自己調適負向情

緒的能力愈有信心，則將使其愈傾向於採取情緒焦點因應，進而使個人較為快樂

且較不憂鬱。 

綜觀三個模式可發現以下四點共同之處： 

第一，個人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其所採取的壓力因應方式，此結果與過去研究

發現相吻合。安全依附者傾向於採取較正向的因應方式面對壓力情境(Cooper et 

al., 1998; Feeney,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ussier et al., 1997)，而不安全依附

者則傾向於採取較負向的因應方式(Brennan & Shaver, 1995; Creasey &  

Hesson-McInnis, 2001; Lopez et al., 2001; Wei, 2000)。 

第二，本研究結果支持壓力因應理論學者的觀點(Folkman & Lazarus, 

1988a)，個人所採取的壓力因應方式會影響其情緒經驗。本研究之模式一顯示，

個人採取正向壓力因應會使其較為快樂且較不憂鬱，此結果與Lengua和

Stormshak (2000)的研究發現相同；模式二顯示，個人採取負向壓力因應會使其

較不快樂且較憂鬱，此結果與Felsten (1998)的研究發現一致；模式三顯示，個人

採取情緒焦點因應會使其較為快樂且較不憂鬱，此結果與Courbasson等人（2002）

的研究發現一致。因此，上述結果表示，本研究一開始從積極和消極兩個面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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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焦點因應和情緒焦點因應壓力因應加以細分為，積極問題焦點因應、消極問

題焦點因應、積極情緒焦點因應、消極積極焦點因應等四類，經模式驗證，而將

其調整為正向壓力因應v.s負向壓力因應以及問題焦點因應v.s情緒焦點因應。模

式一和模式二分別以正向壓力因應v.s負向壓力因應的分類，其優點在於容易判

別壓力因應的功能性。而模式三是以情緒焦點因應作為指標，其結果支持了

Lengua和Stormshak (2000)及Myors等人（2001）的研究發現，情緒焦點因應具有

適應性的功能，此有助於澄清過去有些研究發現，情緒焦點因應與較高的心理症

狀有關。 

第三，個人的依附關係會影響其所採取的壓力因應方式，而間接影響個人的

情緒經驗。然而，個人的依附關係並不會直接影響個人的情緒經驗。換言之，個

人的依附關係是透過其他中介變項而影響其情緒經驗。本研究結果與過去有些研

究發現相呼應(Lopez et al., 2001; Lopez et al., 2002; Roberts, Gotlib, & Kassel, 

1996)。Lopez等人（2001）探討大學生的依附、因應和痛苦情緒的關係，結果發

現，不安全依附和問題因應與其痛苦有正相關，而進一步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顯

示，不安全依附和痛苦情緒受到問題因應的中介影響。Lopez等人（2002）的研

究發現，大學生在依附關係上的焦慮與其痛苦情緒之間是受到自我分化和自我隱

匿(self-concealment)的中介影響。而 Roberts等人（1996）的研究則顯示，大學生

的成人依附關係與其憂鬱之間的關係是受到個人功能不良的態度和低自尊的中

介影響。相較於過去的研究，本研究結果則更進一步指出，依附、壓力因應和正

向情緒經驗的因果關係，但由於這方面的研究實屬缺乏，仍有待更多深入的探究。 

第四，個人的依附關係會對其負向情緒調適預期產生直接影響，此結果支持

了 Creasey、Kershaw和 Boston (1999)的研究發現。Creasey等人探討大學生在面

對好友和親密對象的人際衝突時，個人的依附型態和其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衝突

管理策略的關係，結果發現，不安全依附可預測較差的人際衝突管理策略。 

然而，在模式一和模式二中，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卻不會直接影響個人的情緒

經驗，而且負向情緒調適預期亦不會透過壓力因應而間接影響情緒經驗，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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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研究發現並不一致。Catanzaro等人（2000）、Catanzaro和 Greenwood 

(1994)、Creasey等人（1999）、Kirch等人（1990）及Mearns (1991)的研究皆發

現，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個人的壓力因應。而 Catanzaro和 Greenwood 

(1994)、Catanzaro等人（2000）、Kirch等人（1990）及Mearns (1991)的研究顯

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的憂鬱具有直接的預測力。Catanzaro等人（2000）

與 Kirch等人（1990）則發現，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透過壓力因應而對憂鬱產生

間接的預測效果。 

在模式三中，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透過壓力因應因應而影響情緒經驗，此與 

Catanzaro等人（2000）及 Kirch等人（1990）的研究發現一致，但與 Catanzaro

和 Greenwood (1994)及Mearns (1991)的研究結果則有所不同，不同之處在於，模

式三並未發現，負向情緒調適預期會對情緒經驗產生直接影響。在模式三中，依

附會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而影響壓力因應，此結果與 Creasey、Kershaw和

Boston (1999)的研究發現相似。在 Creasey等人的研究中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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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介影響力。而模式三亦發現，依附

會透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兩個中介變項而影響情緒經驗，此乃本研究

的新發現，此有助於更深入地瞭解個人的依附與其情緒經驗之間的中介歷程。換

言之，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間可能存在著非常複雜的中介歷程，而本研究結果則發

現了一新的影響歷程，在此歷程中包含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兩個重要的

中介變項。依附和情緒經驗之間是否仍存在著其他的中介歷程，未來研究可朝此

繼續深入探討。 

尤其值得探究的是，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和壓力因應的關係，以及負向情緒調

適預期和情緒經驗的關係。模式一的結果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正向壓力因

應並不會產生影響；模式二的結果亦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負向壓力因應並

不會產生影響；模式三則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壓力因應的影響僅限於與情

緒焦點因應，此與 Flett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有共通之處，在其研究中發現，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情緒焦點因應有關，而與問題焦點因應無關。若從過去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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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來看，則會發現不一致的研究結果：Catanzaro等人（2000）發現，負向

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的逃避因應具有預測力；Kirch等人（1990）的研究發現，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個人的主動因應和逃避因應；而Mearns (1991)的研究

卻顯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主動因應和逃避因應的關係並不相同，負向情緒調

適預期可預測主動因應，卻無法預測逃避因應；Mearns (1998)的研究亦發現相似

的結果，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可預測主動因應，卻無法預測逃避因應和情緒焦點因

應。因此，研究者認為，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壓力因應之間的關係，可能因不同

類別的壓力因應方式而有所不同，故未來研究可針對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不同類

型的壓力因應方式之關係加以探討，如此將更能釐清二者之間的關係。 

由於過去壓力因應的相關研究中對壓力因應的分類相當分歧，大多數研究是

將壓力因應分為問題焦點因應和情緒焦點因應兩大類別，本研究則將其區分為積

極問題焦點、消極問題焦點、積極情緒焦點和消極情緒焦點，而從初始模式驗證

中發現，以此四大類別的壓力因應作為壓力因應的四個測量指標時，初始模式與

觀察資料無法適配，因而將壓力因應區分為正向壓力因應 v.s負向壓力因應，以

及問題焦點因應 v.s情緒焦點因應。模式一是以正向壓力因應(積極問題焦點的得

分與積極情緒焦點的得分之和)作為壓力因應的指標，模式二是以負向壓力因應

作為壓力因應的指標(消極問題焦點的得分與消極情緒焦點的得分之和)，模式三

是以情緒焦點因應(消極情緒焦點的得分反向計分後，再加上積極情緒焦點的得

分)作為指標。至於以問題焦點因應作為壓力因應的指標，則會產生相關矩陣無

法正定的問題，亦即該模式與觀察資料無法適配，因此該結果不在本研究中呈現。 

此外，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情緒經驗是否具有直接影響力，亦值得再加以探

究。由於過去研究僅限於探討，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負向情緒經驗(尤其以

憂鬱的研究居多)的影響，而本研究同時探究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個人正向情緒

經驗（快樂）和負向情緒經驗（憂鬱）的影響，此是否影響負向情緒調適預期對

情緒經驗的直接預測效果，仍有待進一步探究。未來可分別針對負向情緒調適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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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對正向情緒經驗及對負向情緒經驗之預測效果加以探討，如此將可更深入瞭解

負向情緒調適預期與情緒經驗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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