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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親密關係適應及其相關研究 

壹、親密關係適應之意涵 

關係適應( relationship adjustment)意即親密關係的適應，指的是當事人與

對象之間關係的品質及其滿意程度等。 

長期研究大學生心理社會發展的 Chickering(1969)認為大學生的異性親

密關係從一開始的共生關係(symbiosis)轉變為自主關係(autonomous)。共生關

係是指高度依賴的關係，自主關係則指兩個自主的人之間的親密關係，較為

放鬆自由，在親密的關係中，仍然保持足夠的心理空間，使雙方繼續發展自

我和接受新經驗。Chickering 認為，從共生的親密關係轉變為自主的親密關

係，對於未來婚姻的成功是有相當重大意義的。 

王慶福(民 85)指出，愛情關係的適應指的是當事人與其戀愛對象之間的

關係品質及其滿意程度等。過去數個研究決定婚姻品質之預測因子的文獻中

(如 Aido & Falbo, 1991; Ptacek & Dodge, 1995; White & Hatcher, 1984)，亦認為

婚姻品質與婚姻適應無太大的差別，他們基於一種假設是，滿意的伴侶同時

也會適應良好(引自林素妃，民 92)。本研究亦採取相同的立場認為滿意度與

適應此兩構念具高度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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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係適應之測量 

 Spanier(1976)曾整理回顧了自1929 年至1968 年共十七個評估婚姻關係

適應的量表工具，發現這些測量工具多半缺乏適當的信､效度，量表的發展

缺乏清楚的概念架構，且不適用於婚姻以外的關係。Spanier(1976)於是編製倆

人適應量表(Dyadic Adjustment Scale,DAS)，可適用於評估夫妻或未婚情侶的

適應。32 個題項經過因素分析得到滿意、凝聚力、一致性、情感表達等四個

分量表，Sharpley 和Cross(1982)將DAS再次用因素分析及區辨分析等加以評

析，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無法找到和Spanier(1976) 的研究相同的四個因素，

而指出一個潛在的整體倆人適應因素(overall dyadic adjustment factor)。區辨分

析亦發現，原量表32 個題項中，只需用其中六個題項即可將92％的受試正確

的區辨為高適應組和低適應組。甚至只要一個整體評定的題項「你們的關係

幸福快樂的程度」即可有效區辨65％的受試者。 

 Davis 和Latty-Mann(1987)提出關係品質(relationship quality)的概念，從

生長能力、親密、激情、照顧、整體滿意度、衝突/矛盾等因素來評估。

Levesque(1993)研究300 位目前有約會關係青少年的愛情經驗，分析他們的12 

種關係經驗(relationship experience) 與愛情關係滿意度之關係。Levesque 研究

的特色是對於每一個關係經驗都分別從獲得(getting)與給予(giving)兩個角度

來評量，以兼顧關係的兩方。12 種關係經驗包括：在一起、佔有、成長、溝

通、興奮快活、容忍、激情、欣賞、情緒支持、痛苦、承諾及特殊性等。王

慶福(民86)對於關係適應的評估不應在概念上與愛情關係本質如親密､激情､

承諾等愛情成份的評量有所重覆，在關係適應的各種指標之中， Spanier(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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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Davis 和Latty-Mann(1987)的整體滿意度與衝突/矛盾的概念， 

Levesque(1993)的愛情經驗研究中成長(growth)的概念和兼顧關係雙方的評量

方式，以及Chickering(1969)的自主\共生關係等概念，較適合於評估與分析大

學生的愛情關係適應。 

國外有關婚姻滿意度的研究多半採用 Spanier 於 1976 年所編製的

DAS(Dyadic Adjustment Scale)及 Hendrick(1988)所編製的關係評估量表

(RAS)，作為測量的工具，兩人適應量表(DAS)所測量的向度包括情感表達、

滿意、凝聚力與一致性四個量尺，關係評估量表(RAS)則以七個題項讓受試主

觀評估對關係的整體評價。王慶福(民 85)則對關係適應評量提出如下的看法： 

『對於關係適應的評量不應在概念上與愛情關係本質如親密、激情、承

諾等愛情成分的評量有所重複，在關係適應的各項指標中，Spanier(1976)以及

Davis 和 Latty-Mann(1987)的整體滿意度及衝突/矛盾的概念，Levesque(1993)

研究青少年愛情經驗中「成長」(growth)的概念和兼顧關係雙方的評量方式已

集 Chiekering(1969)的自主/共生關係等概念，較適合於評量與分析大學生的愛

情關係適應。』，王慶福並依上述概念而發展出內含滿意/成長、自主/共生及

衝突/矛盾三個分量尺的「關係適應量表」。 

 考量到國外量表針對愛情關係的適應的量表較少，且有文化及語意上的

限制，故本研究中測量關係適應的量表決定採用王慶福(民 84)自行編製的關

係適應量表的架構，這份量表不僅符合本土及國情更有可靠的信、效度，然

而筆者考量其年代較久遠，故在基本架構不變中進行題目的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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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 

國內在婚前愛情關係滿意度上的有，王慶福(民 84)探討關係適應、愛情

關係、性別角色取向、人際依附風格、愛情觀及人際親密能力等變相的關聯；

王慶福(民 89)研究人際依附風格搭配類型與關係適應間的關係；林宜旻、陳

皎眉(民 84)則是研究愛情類型、忌妒與關係滿意度的相關性。 

 

一、依附類型與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 

在 Bowlby(1969,1973,1980)的依附理論中提出三種人際上的依附風格:安

全依附、逃避依附、焦慮/矛盾依附。並認為不同的依附類型會發展出不同的

浪漫關係，如安全依附的人傾向於發展穩定與支持的關係，表現出較多的信

任、互賴、承諾和滿意；而逃避依附的人發展的比較是保持距離的情感關係，

呈現出來的信任、互賴、承諾和滿意應該較低；而焦慮依附的人，對於其伴

侶則呈現矛盾的關係，一方面很希望發展穩定與支持的關係，但由於對穩定

關係的缺乏安全感，所以也不容易發展出信任、互賴、承諾和滿意的愛情關

係。 

另外，根據 Feeney, Noller, & Callan,(1994)的研究指出在嬰兒時期，安全

型依附的嬰兒會有較良好的適應，也相對有較高的復原力，通常能和同伴相

處的很好並受喜愛。類推至成人依附的研究當中也可以發現相似的行為模

組，總體而言，安全依附型的成人有較高的關係滿意度。這裡所指的關係是

指具有長時間、雙方有承諾並對彼此信任且相互依賴的關係。Fraley & 

Davis( 1997)研究中也發現安全依附型者會將親密關係的伴侶當成探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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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堡壘。 

Simpson et al. ( 1992，1997)研究指出絕大比例成人依附的研究都致力於

揭示促進安全依附的行為以及生理機制。而目前有兩個主要的發現，第一，

依據依附理論，安全依附者在沮喪低落時較會去尋找伴侶的支持；相同的，

安全依附型者也會在伴侶低落沮喪時提供支持。第二，不安全依附的個體在

關心伴侶時的行為往往會使衝突惡化而非和緩 。 

 國外有許多實證研究支持依附風格與關係滿意度之間的關係(Collins & 

Read, 1990;Hazan & Shaver, 1987;Kirkpatrick & Davis, 1994; Levy & Davis, 1988; 

Marcus, 1997;Senchak & Leonard, 1992;Simpson, 1990)。Hazan & Shaver(1987)

的研究發現不同依附風格者在關係品質上有所差異，意即安全依附型比逃避

依附型、焦慮依附型擁有較愉悅的愛情關係。Levy & Davis(1988)以大學生為

樣本，發現安全依附型與關係滿意度呈現正相關，而逃避依附型和焦慮依附

型與關係滿意度則呈現負相關。Simposon(1990)則以約會情侶為對象，發現安

全依附型與關係滿意度間有顯著的正相關；而逃避依附型與關係滿意度呈現

顯著負相關。 

而 Marcus(1997)以情侶與新婚夫妻為對象，研究結果與 Senchack & 

Leonard(1992)相似。意即雙方均為安全型依附者其關係的滿意度高於一方為

安全依附型一方為不安全依附型，或雙方均為不安全依附型。研究結果也發

現，「依賴」與「焦慮」兩個依附向度與關係滿意度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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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 

大多數研究者在探討愛情關係時，都會提及「衝突」（conflict）對關係

滿意度的影響。愛情關係的發展不可能一直停留在「情人眼裡出西施」、「美

化對方特質」的熱戀期，交往時間愈長，交往深度愈深，雙方對彼此有了更

深入的了解，也會漸漸發現對方的缺點，或是發現與對方的觀點時有衝突，

進而質疑是否要繼續待在關係中。若是此階段的衝突可以有效處理，雙方都

能安穩地渡過這個暴風雨，通過考驗進入更穩定的關係，甚至共結連理；但

若是無法有效處理衝突，則一次的衝突可能會引爆更嚴重的衝突，或是墬入

惡性循環的痛苦之中，結果只有分手一途，或是痛苦地留在關係之中。衝突

是每對情侶都會面臨到的考驗，研究者也都相當重視「衝突」對愛情關係的

影響。  

Metts 與Cupach（1991）使用Rusbult 與Zembrodt（1983）的衝突因應方

式之分類，探討在愛情關係中不良的關係信念（dys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liefs）、衝突因應方式與關係滿意度之間的關聯。研究結果發現，不良的關

係信念與「離開」、「忽略」這兩個衝突因應方式有著負相關；而與「表明」

有正相關。換句話說，擁有「衝突是不好的」或「另一半是無法改變的」這

些不良信念的參與者，較傾向離開與忽略衝突情境，且會避免向另一半表達

自己的想法。 

Cramer（2000）認為關係滿意度與衝突因應方式之間的關聯，會受到「衝

突頻率」與「衝突未獲圓滿解決」兩者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當控制了衝突

頻率與衝突未獲圓滿解決等變項後，衝突因應方式與關係滿意度之間達顯著

負相關。換句話說，衝突因應與關係滿意度之間的關係，並非肇因於衝突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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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與衝突未獲圓滿解決等因素的混淆效果；發脾氣或逃避討論等負向衝突因

應的確會造成較低的關係滿意度。另外，隨著關係長度的進展，情侶會使用

較多的不良衝突因應方式。研究者解釋可能是因為人們身處在一段安全的關

係中，會表現出較多隨心所欲與不良的因應行為。研究者也檢驗了關係滿意

度與衝突未獲圓滿解決之間，以及關係滿意度與衝突頻率之間的淨相關；前

者控制了不良衝突因應方式與衝突頻率，後者則是控制了不良衝突因應方式

與衝突未獲圓滿解決。研究結果發現，衝突未獲圓滿解決與關係滿意度有顯

著的負相關，另一淨相關檢驗則未達顯著水準。簡言之，影響關係滿意度的

關鍵不在於衝突發生的頻率，當事人處理衝突的方式以及這些衝突是否獲得

圓滿解決才是關鍵所在，除此之外，究竟處理衝突的方式有什麼差異，試本

研究想繼續探討的。 

另外，Vincent 等人（1979）將參與研究的夫妻分成兩組，一組要求他們

表現出婚姻美滿的樣子，另一組則假裝自己的婚姻不幸福。當試著處理問題

的時候，比起後者，前一組表現出較正向的衝突因應方式、正向的語言、非

語言行為，以及較少的負向語言行為。此一研究成功地顯示出關係滿意度對

衝突因應方式的影響。其他像是Jacobson（1978）也指出，受過溝通與問題解

決訓練的夫妻，其婚姻適應會比沒有受過訓練的夫妻來得好。也就是說多增

加對問題的了解以及針對問題解決的衝突處理方式，的確有助於關係適應良

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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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衝突因應及其相關研究 

壹、衝突因應的意涵 

是否能成功處理人際關係中所發生的衝突壓力在身心的健康與幸福感扮

演了很重要的角色(O’Brien & DeLongis, 1996)。壓力存在於個人資源與外在環

境間的特定形態，在情境中，個體藉由評估環境，認為環境給予之工作超出

個人內在資源的負荷並會影響其健康(Lazarus & Folkman, 1984, p.19)。也就是

說，壓力是包含了認知評估、情緒、因應及其結果回饋的複雜現象。 

在傳統的研究當中，認為壓力因應是情緒的結果，但在後來的研究中可

以發現，壓力因應與情緒之間是存有雙向的關係(Folkman & Lazarus, 1988)。

Lazarus 在 1991 也提出了情緒的認知情緒動機模式

(Cognition-Motivation-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使得後期的研究皆聚焦

於壓力因應對於情緒的影響，也有研究支持個體的壓力因應策略會影響其情

緒反應。 

Brickman（1974）認為衝突是一種資源爭奪的情況，其中一方獲得較多，

則另一方必獲得較少。另外，Peterson（1983）從人際互動的角度來定義衝突，

他認為當某人的行動妨礙或抵觸到另一個人的行動時，則稱之為衝突。在愛

情關係來說，兩個人生活在一起或是兩人的生活非常緊密，常會在許多不同

的情況中產生衝突。Walczynski（1997）認為在瞭解衝突對關係滿意度造成的

影響之前，必須先釐清兩個概念：衝突結構（structure of conflict）與衝突歷

程（process ofconflict）。前者意指雙方興趣的衝突（像是需求或慾望的不一

致）造成的特殊衝突結構，而每對情侶或夫妻的衝突結構可能都會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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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表示在衝突發生後雙方實際採取的行動，包括口語及非口語的行為。

衝突結構的研究著重在造成衝突的原因，而衝突歷程的研究則多是探討因應

（coping）衝突的方式。 

 

貳、衝突因應的測量 

不論使用問卷調查法或是觀察法，研究結果皆發現「衝突」對於提升愛

情關係的協調穩定或是導致關係破滅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Heavey、Layne ＆ 

Chistensen，1993；McGonagle、Kessler ＆ Gotlib，1993）。許多有關衝突對

愛情關係影響的研究都是使用觀察法，研究者要求參加的情侶或夫妻一起討

論在他們關係中嚴重的問題。 

雖然觀察法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衝突發生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但Cramer

（2002）也指出觀察法可能的潛在問題：（1）參與者可能會避免討論衝突，

研究者便很難紀錄他們的行為；（2）研究者會要求參與者處理衝突，或是紀

錄衝突處理的行為，如此一來可能鼓勵參與者表現出有別以往的反常行為；

（3）觀察的時間點可能無法觀察到衝突的處理，因為衝突處理的時間點可能

是衝突發生後一段時間；（4）很難評估研究結果，如觀察法很難立即辨識出

衝突處理的效果。 

另外也有研究者比較觀察結果與自陳報告的相關，發現觀察法與自陳報

告有高相關，且皆可預測關係滿意度（Heavey、Larson、Zumtobel ＆ 

Chistensen，1996）。看來，相較於實驗室研究的費時費力，自陳報告是研究

衝突處理與關係滿意度之間關聯的快速且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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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衝突問卷是在測量參與者如何處理問題、爭執或爭吵等，而

較不問及這些衝突的嚴重性。Storaasli 與Markman（1990）發現比起對關係感

到滿意的情侶，對關係感到不滿意的情侶傾向將衝突評定得較為嚴重。換句

話說，在較不滿意的關係中，存在著較嚴重的衝突；衝突的嚴重性與關係滿

意度的關聯性很強，甚至超越負向衝突處理方式與關係滿意度關聯的強度，

Cramer（2002）卻反駁了這項說法。Cramer（2002）控制了關係滿意度，測

量輕微衝突與嚴重衝突的相關，研究結果為 .82（p<.001）。而輕微衝突與嚴

重衝突與關係滿意度的相關分別為-.51（p<.001）與-.48（p<.001），雖然關

係滿意度與輕微衝突的相關較高，但這兩個相關係數並沒有達到顯著的差

異。也就是說不論關係滿意度為何，輕微衝突與嚴重衝突同樣具有影響力，

而不是嚴重衝突對關係滿意度的破壞力較大，也就是說衝突嚴重程度對關係

適應的影響事不明的，這也是本研究享進一步探討的焦點之一。 

承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到衝突對關係滿意度具有極重要的影響力，因

此在本研究中除了探討依附關係類型對關係適應的影響之外，也將針對衝突

因應的方式來探討其對關係適應的影響。另外基於Cramer（2002）的研究發

現，本研究也將採用最有效率的自陳量表方式進行資料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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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附關係及其相關研究 

        本節將以從各學派所提出之依附論點、Bowlby 依附理論的特色、成人依

附模式以及相關之實證研究來切入建構出依附理論的意義。 

  

壹、依附理論的意涵 

一、依附理論 

依附理論主要是奠基於心理分析學者John Bowlby提出的理論成果以及

發展心理學家Mary Ainsworth的實徵研究(Ainsworth & Bowlby, 1991; 

Bretherton, 1992; Rothbard & Shaver, 1994)，其所指的是經由嬰兒與照顧者的

互動中建立起來的情感依附關係，嬰兒與照顧者彼此喜歡的反應是經過進化

而來，嬰兒會釋放出特定的訊號，而照顧者對所釋放的訊號有善意回應的本

能，以形成更緊密的情感，使嬰兒得以生存，雖是生物性的安排去形成緊密

的情感連結，但是Bowlby (1969)也強調必須嬰兒與照顧者雙方都學會對彼此

的反應有適當的回應，彼此的安全依附才會得以發展；而Ainsworth 是第一位

將嬰兒依附利用結構化的方式進行依附測量的學者(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依附是一種強烈且持續的情感連結，建立在嬰兒和主要照顧者之間

(Bowlby, 1973, 1980, 1982)，而且依附關係是孩子與依附對象之間一種互惠、

持久、情緒與生理的連結關係(James, 1994)。Bowlby(1969/1984)認為主要照顧

者對嬰幼兒的餵養行為所形成的互動模式，會讓嬰幼兒對照顧者產生永久性

的情感依附。在初生嬰兒階段，因為無能力辨認主要照顧者，故無法與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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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依附關係，所以此時的依附關係是單向的，目的在提升母親的親近與照

顧。約在嬰兒六個月至一歲大時，已能理解到有人是可以親近與呼喚的，於

是開始發展出雙向的依附關係，基於生存的生物本能，幼小的生命會極力尋

求靠近、接觸、和依附成熟的個體，以獲得保護和安全而發展出對主要照顧

者的依附關係，若在依附情感聯結關係形成的時期，失去或被剝奪溫暖而親

密的情感客體，則幼小生命會感受到苦惱和傷痛。這樣情緒情感的傷害和創

痛經驗是深鉅而持久的，影響及未來的人格發展，甚至延續至成人期。 

依附行為是一種個人用來與他人接觸，保持與他人親密關係的行為，特

別是照顧自己的人(Bowlby, 1973)。每一個人在生命歷程中不斷與別人互動

著，從親子、手足、到朋友的關係，甚至到不相識的陌生人；個人以早期和

他人互動的經驗建立固定的人際模式，這些互動的經驗，可溯源於嬰兒時期

與父母之間所形成的情感連結，這種連結就是依附關係(Bowlby, 1985)。 

Bowlby並認為依附關係建立的主要時期是在人生早期的嬰兒期與孩童期，但

依附關係並非靜止不變動的，而是一種動力的過程，且會延續到整個人生的

歷程(Bowlby, 1988)。 

早期依附行為相關的研究，只著重在個體的情緒發展，較少提到個別差

異，於是 Ainsworth 依據 Bowlby 的理論為基礎設計了一套八步驟的標準實驗

程式稱作陌生情境測驗(Ainsworth, Bleher, Waters, &  Wall, 1978)，此方法可系

統性的觀察到嬰兒對於與母親或其他照顧者分離及重聚(reunion behavior)時

的反應。研究結果發現兒童的反應有顯著的差異，於是依照個別的差異情形

將孩子與母親(或重要他人)的依附關係分為三類：第一類是安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此類的幼童與母親在一起時，將母親視為「安全堡壘」，會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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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陌生環境，對於陌生人的出現較不害怕；當母親離開時有哀傷的表情，

但情緒會漸漸平復，當母親回來時則露出欣喜，並尋求與母親身體上的接觸。

(許瑞蘭，民 91)。第二種是抗拒的不安全依附型(insecure-resistant attachment)，

這類幼童常留在母親身邊，很少去探索環境，陌生人出現便會保持警戒；當

母親離開時會有非常焦躁不安的反應，當母親回來時卻出現矛盾的情緒，雖

然對母親很生氣，但仍想試著接近母親，若母親與他有身體接觸，卻又會加

以反抗。第三種是逃避不安全依附型(insecure-avoidant)，此類型的幼童在母

親身邊時，會主動探索環境，但是不會與母親有互動行為；母親離開之後，

並沒有焦慮的情況產生，母親回來之後，孩童的反應是冷漠的，並會逃避眼

神及肢體上的接觸。  

儘管依附的研究一開始的重點是在幼兒上面，近來許多的研究已經將幼

兒的依附經驗與學齡前兒童、青少年及成人做連結。 

   

二、內在運作模式 

內在運作模式是一種對世界、自己及重要他人等的心智表徵，是動態的，

能隨環境而運作，且逐漸發展而形成較複雜的內在模式(鄭居安，1995)；

Bowlby (1969, 1973, 1980)提出內在運作模式的概念，認為依附的內在運作模

式是嬰兒的依附情感經驗和照顧者對嬰兒依附需求回應的一種潛在表徵，反

應出嬰兒與照顧者互動中內心的安全與否，而隨著親子之間的互動與年齡的

成長，個體逐漸形成了對母親及對自己的內在運作模式。這套內在運作模式

具有穩定不易變動的特質因而被擴展至成人的領域加以探討(洪櫻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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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而且內在運作模式中同時具有認知與感情的成分，個體在和依附對象互

動中，逐漸形成對世界、他人及自己的一套知識，這些知識會引導個人對事

件的知覺評估，進而影響和依附有關的行為、想法和情緒。 

因此即使是同樣一個事件，若有不同的內在運作模式，個體就會用不同

的方式去知覺，並以不同的方式去反應(Shaver et al.,1996)。也可以說，內在

運作模式在本質上與人際關係有關，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一套對於他人的

知覺方式或是對社會訊息處理的建構法則，然而，依附論學者認為內在運作

模式一般會隨著時間成型、固定（Shaver, Collins & Clark,1996）。 

換句話說，雖然內在運作模式是有可能隨著經驗的不同而改變，Collins

與 Read（1990）也提出層級模式的架構，說明隨著外在訊息的不同，我們也

會跟著改變應對的方式，對於不同的關係表現出不同的依附型態。但是事實

上內在運作模式有著近似基模的特性，具有穩定性、不易被改變，因而被移

植至成人依附的研究領域。因此我們可以把內在運作模式視為一套穩定的心

理認知架構，它會影響到個人生活上的眾多層面（洪櫻瑜，1998；王澄華，

2001）。 

內在運作模式所表徵的內涵有四：自我表徵(我對自己的看法)、他人表

徵(我對他人的看法)、自我與他人之關係表徵以及情緒處理策略。自我表徵與

他人表徵是一體的兩面，自我表徵的內涵會影響他人表徵的內涵。當自我表

徵的內涵充滿自貶的負面訊息時(例如沒有自我價值、不值得別人的重視)，他

人表徵的內涵也會被負面的訊息所瀰漫(例如別人是不可信任的、冷漠

的)(Bowlby, 1973)。 個體日後將以此內在模式，轉為對環境的認知、期望與

適應的依據並內化為人格，影響著未來人格發展與社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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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成人依附關係 

Bowlby & Ainsworth 提出的依附理論主要是從嬰兒與母親或是重要照顧

者之間的關係發展出來的，之後在 Hanzan, Shaver, Bartholomew & Horowitz

等學者的研究中則是以 Bowlby 的依附理論為基礎擴張、應用到成人身上。 

 

一、成人依附之定義  

         Bowlby(1973)認為嬰兒時期與照顧者間的內在運作模式具有穩定性，只

要一經內化，會隨著個人的成熟，而發展出不同的人際關係。Beman & 

Michael(1994)將成人依附定義為：「是一個人的一種穩定的傾向。這種傾向使

人努力來尋求並維持接近與接觸一個特定的對象，此特定對象是一個能提供

生理或心理安全的人。」(引自廖宏啟，1998)。  

 

二、Collins & Read 階層結構之內在運作模式 

Collins & Read(1994)提出階層結構的依附內在運作模式的概念，認為每

個人有一般依附關係模式，隨著特定對象關係的不同，依附品質也會有差異。

內在運作模式所影響的範圍包括認知、情緒及行為，當與依附相關的事件發

生時，認知結構便會依據過去的經驗以選擇性的注意、記憶的編碼、歸因、

解釋與推論四種途徑的訊息處理過程自動運作，而且認知反應與情緒反應兩

者交互作用，此過程最後會決定一個人的行為與選擇的策略。  

Collins & Read 認為成人的內在運作模式包括了四個部份： 

 (一)與依附事件相關的記憶 依附運作模式很重要的部分是與父母或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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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他人之間的自傳式經驗，不是只有特殊的交互作用表徵及具體事件，

也包括了對經驗的評價以及對自己與他人行為的解釋。所以不能只以個體小

時候對父母的依附，就來預測一個成人的依附。  

(二)對於與依附有關的自我與他人之信念、態度與期許 個人對於自我及

他人的想法包括了信念、態度與期許，在成人時期變得更為複雜。這些信念

可能與特定依附對象有關，但也有可能概化到跟所有其他人之間的人際交往

關係。 

(三)依附有關的目標與需求 安全依附的人會渴望親密關係，但會希望親

密與自主間能夠達成平衡；焦慮矛盾型的人渴求親密關係，但是又害怕被拒

絕，因此會尋求極端的親密並放棄自主；逃避依附的人會與他人保持距離，

不會跟人過於接近逃避親密，以避免被拒絕。 

 (四)達成依附目標所採用的策略與計畫 安全依附的人能面對、承認悲

傷，以建設性的方式調整負面的影響，且可以從他人處得到支援；焦慮矛盾

者會以高度表達悲傷、憤怒的方式，以確保依附對象的反應；逃避依附者會

將自身的悲傷憤怒減到最低，自己處理情緒(Collins & Read, 1994)。 

 

三、Main, Kaplan & Cassidy 之研究 

Main 等人(1985)研究親子之間的關係，將個體對依附的經驗、反應分為

四種類型(引自蘇逸珊，2002)： (一)安全自主型(secure/autonomous) 這類型的

成人重視依附經驗與關係，認為依附有關的經驗是具有影響力的，他們能自

在的檢討過去經驗對自己人格發展的影響，並認同父母在兒童時期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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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壘，對童年回憶有一致性。 (二)漠然忽視型(dismissing) 此類的人忽視、逃

避依附關係，他們無法或不願意去回憶童年的依附經驗，認為此經驗對自己

不重要；傾向拒絕這些經驗的記憶，而被憶起的記憶則是呈現矛盾、不一致。

當談到父母時有可能是正向的評論，但內容卻會很模糊，而談到負向事件則

會強調不記得或將父母理想化，以否認過去不好的經驗。 (三)過度投入型

(preoccupied) 過度重視早期經驗及自己與家庭間的關係，且會被依附關係所

困擾，無法客觀。他們對依附主題顯得被動，而回憶的片段是很零碎且沒有

組織性、相互關聯的，顯示出他們既愛且恨的複雜情緒。對父母有強烈的憤

怒，且對創傷的經驗無法釋懷，很多衝突尚未解決，對父母的回憶會遊移在

正向與負向事件當中。 (四)解組型/未解決型(disorganized/unsolved) 此類型的

人通常具有以上三類的特性。此類型源於童年時對依附對象具有創傷、失落

等不統整的反應，他們對於依附的創傷或失落所解釋的因果缺乏邏輯性，對

過去經驗有非理性的想法或是害怕，最明顯的特徵是，當討論到失落或是創

傷時，談話或推理過程的後設認知監控會出現錯誤，例如談到心愛的人死亡

或是自己被虐待的經驗時，認知監控會產生一種混淆或散亂的談話內容來呈

現。 

 

 四、Hazan & Shaver 之研究 

Hazan 和 Shaver(1987)時，將依附關係加以推論至愛情關係中，若假設愛

情亦是一種依附關係的呈現，在愛情關係中雙方便有義務相互滿足對方的需

要，就像嬰兒學會信賴照顧者，相信照顧者有能力滿足自己的需求一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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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成年人也學會信賴對方、預見與滿足他(她)的需求的能力，並形成互相依賴

與情感支持的依附型態。他們檢視 Ainsworth(1978)的依附型態，進一步提出

愛情關係中的三種依附型態：(1)安全依附：容易與他人親近，可以自在的依

賴他人並讓別人依賴，不擔心被人遺棄或有人太過依賴自己；(2)逃避依附：

和他人親近會覺得不舒服，不容易完全相信別人，也很難讓自己去信賴別人，

當他人太過親近時會感到焦慮；(3)焦慮/矛盾型：覺得他人並非真的想要與自

己親近，經常擔心伴侶不是真的愛他，並擔心自己想與人更親近時會將人嚇

跑。 

研究結果發現依附型態不同的受試者在愛情關係中所展現出的特徵便會

有所不同：安全型依附者對愛情的描述有較多的快樂、友善和信任，他們也

較能接受對方的缺點，關係也比其他類型的依附者來的持久；逃避型依附者

的特徵是害怕親密、情緒起伏較大和嫉妒，對愛情的正面描述低於平均值；

焦慮矛盾型依附者帶有強迫的想法，可望互惠與契合、情緒起伏大，以及重

視生理上的吸引與容易嫉妒(Gleitman, 1997; 陳勤惠, 民 89)。 

儘管 Bowlby(1973)認為內在運作模式根源於對自我的看法和對他人行為

的預期，但是對於依附型態的評定，幾乎很少研究者同時考慮到自我與他人

兩個內在運作模式的面向，於是Bartholomew 和 Horowitz(1991)便依據Bowlby 

的依附理論背景，以自我面向（正向和負向）及他人面向（正向或負向）為

基本向度定義新的成人依附型態模組，這兩個面向共定義出安全型(secure)、

焦慮依附型(preoccupied)、忽略逃避型(dismissing-avoidant)、害怕逃避型

(fearful-avoidant)四類依附型態(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Scharfe & 

Bartholomew,1994；王慶福，民 86；Feene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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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認為 Hazan & Shaver 三分類的逃避型分類

無法清楚區分哪些需要親密關係但因為害怕而逃避的人(fearful-avoidant)，以

及哪些因防衛而漠視關係重要性的人(dismissing-avoidant)(黃碧慧，2002)。  

Bartholomew & Horowitz 以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並針對受試者本身

的狀況(自我概念、社會能力、人際關係等)以及與他人的的互動關係(友誼、

親密關係等)發展出四種成人依附風格，與本研究想探求不同人際狀況大學生

依附關係之研究較為相符，因此本研究以王慶福(1995)根據 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的四種人際依附風格之理論架構，所發展的「人際依附風格量

表」為評量工具。  

從上述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成人依附具有(1)研究對象不限於孩童，它擴

大到以成人為對象；(2)依附關係不侷限於親子關係，人際、師生、愛情等，

都是其研究的範圍；(3)發展出更多、更複雜的依附風格，依附關係會隨著依

附對象而有所不同；(4)幼年的親子關係構成依附的基本原型，但也會受到之

後重要事件的影響，因此要多重視依附關係在與多人互動下的交互作用。 

 

五、Bartholomew & Horowitz 之研究 

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以平均 19.6 歲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

半結構式的訪談，包括友誼、愛情關係和對於重要親密關係者的情感、孤單、

害羞、信任他人程度及社交生活等問題，並利用依附自陳式量表評定個體的

自我及他人面向，決定受試者的依附型態，最後進行自我概念、社會能力、

人際問題及依附型態的實徵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佐證新定義的成人依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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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組模。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認為依附的心理運作模式，分為對自

己與對他人的正負面看法，基於此概念發展出四種依附風格(圖 2-3-1)：安全

型(secure)、焦慮依附型(preoccupied)、忽略逃避型(dismissing-avoidant)、害怕

逃避(fearful-avoidant)。 

 

 

 

 

 

 

 

 

 

 

 

 

 

 

 

 

 

                                                               低度逃避 
 

               
                                          安全型依附             焦慮型依附 

                                           (secure)                   (preoccupied)  

      
                   低度焦慮                                                                            高度焦慮 

  
                                   忽略逃避型依附              害怕逃避型依附 

                                 (dismissing-avoidant)         (fearful-avoidant) 

 

 
                                                             高度逃避 
 
圖 2-3-1 二向度評估之成人依附模式圖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引自羅立人，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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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型 

對自我與他人有正面的觀點，當與他人有親密感連結時，樂於分享自己，

在人際關係上，存在著親密的友誼並不擔心被孤立或不被接納。  

(二)焦慮依附型  

覺得自己不夠好，他人都是好的，因此與他人建立關係時，只有他人接

受自己後，才能接受自己，並且時常擔心別人不重視自己，在人際上顯得非

常依賴。 

 (三)忽略逃避型  

認為自己都是好的，但對他人卻有著負面的想法，不重視親密關係，重

視自我的獨立感，不喜歡依賴他人或被他人依賴，凡事靠自己，並不依賴友

誼的關係。  

(四)害怕逃避型  

對自己與他人都存有負面的看法，對於親密關係裹足不前，心存害怕、

不信任的態度，在人際上表現出害羞、沒有自信，希望與人有親密關係全然

相信依賴他人，不過又會擔心與人太過親近而受到傷害。 

在依附型態的脈絡下，愛情就像大多數社會行為一樣，是一種先前社會

經驗的部分再現。雖然依附型態起源於嬰兒時期，但它們並不會在那個時期

或其他任何時期定型。這些型態會持續地受到新經驗的影響，而我們如何知

覺新經驗則視我們先前經驗的概念化來決定（Deaux et al.，楊語芸譯，1997，

p.384）。本來，依附理論即接受依附型態能改變，特別是在面對關係經驗的

轉變時：（1）依附型態的改變就像關係經驗的改變。當關係滿意、穩固時，

或是關係終止、破裂時會有所影響。（2）大多是短期的不穩定。個體具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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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依附取向，當面對不同關係時會有不同依附傾向的表現（Baldwin & 

Fehr,1995）。（3）依附型態的改變是因人而異的。Davila、Burge 與 Hammen

（1997）認為易受責難的因素使一些人容易受到另一半堅固的依附型態（特

別是不安全的依附型態）影響，而改變自己的依附型態（引自 Feeney,Noller & 

Roberts，2000）。 

 

六、大學生依附關係之研究  

        目前國內研究依附關係所採用之量表主要分為兩大類：一是了解受試者

依附的品質。例如以改編 Armsden & Greenberg（1987）的「父母與同儕依附

量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為工具，主要是測量青少

年知覺與父母、同儕關係中的正向和負向的情感以及認知向度，是根據信任、

溝通、疏離等三個因素得分，信任和溝通兩個因素得分越高，且疏離的得分

越低，表示受試者覺知父母和同儕的依附關係的品質越高且越安全(蔡秀玲、

吳麗娟，1998)。二是找出受試者的依附類型。例如以王慶福(1995)根據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的四種人際依附風格之理論架構，所發展的

「人際依附風格量表」為評量工具，主要是測量個人的依附風格，包括：安

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忽略逃避型依附、害怕逃避型依附四個分量表，分

量表之分數愈高，代表該依附風格傾向愈強，以分數最高之類型為其依附風

格。以下將相關研究以這兩大類來歸納整理，進一步說明大學生的依附關係。 

        關於成人依附的研究都依據著一個假設，也就是成人情緒性的親密關係

和親子之間的情感性連結是有相同的動機系統的。個人早期所形成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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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並不隨著時間展開而有所變動，而往後與重要他人互動時，便會顯現

出類似幼兒時期所經驗的親子關係(李維庭，民 84)。除此之外，國外也有許

多相關的研究證實了依附關係的延續，研究中指出若生活中沒有重大的環境

改變，則幼年的依附關係會延續至幼年晚期(Egeland, Kalkoske, Gottesman, 

&Erickson, 1990)。 

 

参、成人依附關係的測量 

  成人依附工具的發展，形式上從半臨床的晤談到問卷都有，也探討不同

的關係領域，也有從回溯兒時經驗以推測現在的愛情關係中的依附型態，不

同的學者以不同的依附觀點出發，並發展出許多相關的測驗工具，簡單列出

如下： 

1. 五分鐘談話取樣法(Five-Minute Speech Sample, FMSS) 

Gottachalk 與 Glesser(1968)首次提出五分鐘談話取樣法，請參與者以五分

鐘的時間描述父母親，依附品質指標分為：正向依附、負向依附、過度專注、

參與者擔任父母的角色，但信效度較低，引用較少。 

2. 成人依附晤談法(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 

現今最常使用的測量工具為成人依附晤談法(AAI; George, Kaplan, 

Main,1985; 轉引自 Bartholomew & Shaver, 1998)，為半結構式的晤談量表，使

用內在運作模式的概念將依附類型分為四型：安全/自主型

(secure/autonomous)、不安全/疏離型(insecure/dismissing)、不安全/過度專

(insecure/preoccupied)以及未解決型(un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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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由 Armsden 與 Greenberg 於 1987 年所發展，共 53 題，使用於與父母親及

青少年同儕依附的測量，分為「Parent scale」(28 題)及「Peer scale」(25 題)

兩分量表；各可測得「Trust」、「Communication」及「Alienation」三個向

度，為五點量表。 

4. The Parental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PAQ) 

    由 Kenny 於 1987 年所發展，共 70 題，使用於青少年晚期及成人早期，測

量與父母親的關係，測得「關係之情緒品質」(Affective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自主性養育」(Parental fostering of autonomy)及「情緒支持之父母角色」

(Parental role in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三個向度。 

另外，Stein, Jacobs, Fergnson, Allen 與 Fonagy(1998) 探討成人依附研究的

理論背景並將許多測量工具的形式與心理計量價值做比較回顧，以下參考

Stein 等人的研究，筆者在加上 1998 年之後新編定之國外的成人依附測量工具

做出整理與比較表。(表 2-3-1) 

關於國內對成人依附類型測量工具有黃于娟(民 86)根據 Mikulincer, 

Florian 與 Tolmacz(1990)的依附評量量表，加以修訂成為適合國人的「依附風

格量表」，Mikulincer 的量表中是以 Hazan 與 Shaver(1987)的成人依附風格三

分類模式為基本架構，故黃于娟所編製的量表為單一敘述的形式，受試者根

據三題對三種依附風格的敘述，選出最符合自己的題項，即為其所屬的依附

類型。此外，王慶福(民 84)編製的「成人依附風格量表」，此量表的編製是

以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的成人依附四分類模式為基本架構而來，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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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為兩部份，第一部分為成人依附風格的測量題共 24 題，第二部份為人際

依附風格自評排序。 

本研究所使用之量表係依據 Brennan, Clark, & Shaver(1998)的親密關係經

驗量表進行依附類型量表之改編，在 Brennan, Clark, & Shaver(1998)的量表中

以焦慮的依附關係及逃避的依附關係為兩向度，每位受試者將會得到兩向度

的分數，本研究中更進一步將所得資料依中位數劃分為四類型做分析，綜合

兩種資料類型。 

  由表 2-3-1 可得知，成人依附測量工具的分析方式有類別(categories)及向

度(dimension)方式，意即透過問卷的資料蒐集，除了可以直接將個人的依附

風格做分類之外，也可以依據不同的向度分數來區分個人的依附關係。本研

究所採用的成人依附量表便可同時獲得類別與向度之分數資料，進行各式分

析，可避免類別資料過於簡化之缺點。 

 

 

 

 

 

 

 

 

 

 



 32

表 2-3-1 成人依附之測量工具表(Stein,1998) 

量表名稱 編定者 量表形式 資料性質 量表信度 

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Hazan & Shaver 

(1987) 

單一選項的自陳量

表，受試者從三題敘

述句中選出最能符

合自身愛情關係的

題目。修訂版改為

Likert 量表形式。 

類別；修

訂版可以

得到向度

資料 

5 個月-4 年之

重測信度-.70 

Reciprocal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West, Sheldon, 

& Reiffer (1987)

43 題，Likert 五點量

表，內容是關於與最

重要之依附對象(通

常指伴侶)之關係。 

向度 1. 重測信

度.68-.82 

2. 內部一致

性信

度.71-.85 

Adult Attachment 

Scale 

Simpson (1990) 13 題，七點量表形

式，受試者針對對於

伴侶的感覺做回答。

向度 

類別 

內部一致性信

度.42-.80 

Revised Adult 

Attachment Scale 

Collin & Read 

(1990) 

共 18 題，五點量表

形式，受試者依據對

愛情關係的感覺做

回答。 

向度 

類別 

1.兩個月的重

測信度.52-.71

2.內部一致性

信度.69-.84 

Attachment Styles 

Inventory 

Sperling & 

Berman (1991) 

九點量表形式，受試

者針對四種依附分

類自評與母親、父

親、愛情關係伴侶及

朋友的關係。 

類別 

向度 

內部一致性信

度.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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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七點量表形式，受試

者以一般人際關係

自評四種依附分

類；可以用在一般的

關係或是特殊的關

係形式上；也可用來

評估對自己與對他

人的看法。 

向度 

類別 

八個月重測信

度.49-.71 

 

Family Attachment 

Interview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一個小時的半結構

性晤談，以兒童期對

主要照顧者的回溯

觀點出發。 

類別 

向度 

評分者信

度.75-.86 

Peer Attachment 

Interview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針對過去與現在親

密關係與愛情關

係，進行一個小時的

半結構式晤談。 

類別 

向度 

1.評分者信

度.85-.93 

2.八個月重測

信度.77 

Relationship Scales 

Questionnaire 

Griffin & 

Bartholomew 

(1994a,1994b) 

30 題，五點量表形

式，針對親密關係的

整體感覺做回答。 

向度 

類別 

1.八個月重測

信度.49-.53 

2.內部一致性

信度.41-.70 

Attachment Styles 

Questionnaire 

Feeney, Noller, 

& Hanrahan 

(1994) 

40 題，六點量表，受

事者針對自己和他

人的關係部份做反

應。 

向度 

類別 

1.十個星期的

重測信

度.67-.80 

2.內部一致性

信度.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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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achment 

Interview 

George, Kaplan, 

& Main (1996) 

45 分鐘-2 個小時的

結構性晤談，針對幼

時主要照顧者的看

法做回應。 

類別 1.評分者信

度.75-.10 

2.1-15 個月重

測信度.77-.80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 

Brennan, Clark 

&Shaver(1998) 

共有 36 題，五點量

表形式，受試者針對

與伴侶在親密關係

中的感受做回答。 

向度 

類別 

內部一致性信

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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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性別與依附關係之研究 

依照Bowlby所提出的依附理論來看，依附關係無性別差異(楊芳彰，

1997)。不過在實證研究上，與此說法有所差異。  

在研究個人與父母的依附關係的研究上，研究結果多顯示，性別差

異並不存在(楊淑萍，1995；楊芳彰，1997；蔡素玲，1997)。賴佳伶(2003)

在「青少年親子依附關係及情緒因應方式、情緒因應能力之關係」研究

中發現，在非安全依附方面，有性別差異。  

張秋蘭(2000)針對不同性別青少年在「母親依附」上無顯著差異。

但在「父親依附」此變項上，則呈現顯著差異。而吳幸怡(1998)研究認

輔學生的家庭結構、性別及依附風格對其人際關係、價值觀影響之比較

研究，認為依附風格不因性別而有顯著差異存在。Lieberman(1995)的研

究亦發現，男女生在依附關係上有差異的存在，男生與父親之間的依附

關係，較女生佳。  

在蔡淑鈴、吳麗娟(2003)的青少年親子關係與共依附相關研究中，

其研究結果顯示，在依附感分量表上，對男生與女生知覺到對母親的依

附感程度大於對父親的知覺程度。而女生在依附感的感受上，較男生高。  

以上述研究結果可看出，性別對依附關係的影響在實證研究上尚無

一致的看法，因此在本研究的設計中，將性別視為一個自變項來加以處

理，以了解性別在其中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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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附關係與衝突因應之關係 

       依附風格除了影響個人如何去經驗困擾之外，也會影響個人對衝突壓力

的因應。從 Bowlby 的理論中可以發現依附的運作模式決定了個人處理壓力時

所採用的因應策略，因為這些運作模式即是指引個人如何因應各種生活困境

的認知架構。 

依附相關文獻中指出，安全型依附的人會藉由「面對」、「接受」、「有

效積極行動」以及「尋求他人情緒性或工具性支持」的方式來處理困擾(Bowlby, 

1988; Kobak & Sceery, 1988; Shaver & Hazan, 1993)。從 Lazarus 和

Folkman(1984b)的觀點來看，安全型的人主要藉由問題焦點(problem-focused)

或尋求支持(support-seeking)的策略來處理困擾，而焦慮型依附的人則會以高

度警覺的態度將注意力導向壓力事件，心理上會不斷的重複負面思考、記憶

和情緒(Kobak & Sceery, 1988; Mikulincer & Orbach, 1995; Shaver & Hazan, 

1993)，從 Main, Kaplan 及 Cassidy(1985)的觀點來看，焦慮型的人容易接近令

人困擾或負面的情緒或記憶，這些人似乎無法阻止負面的情緒、壓抑負面的

想法及離開內在的痛苦以至於困擾不自主蔓延至生活的其他部分，而焦慮型

的人也會使用消極(passive)、沉思(ruminative)、情緒焦點(emotion-focused)的

因應策略(Mikulincer & Orbach, 1995)。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不同的依附類型者再不同的衝突壓力之下

的因應表現並不完全一致，可見依附的評量方式與壓力情境可能對因應的結

果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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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親密關係中的衝突情境，進行依附型態與衝突因應關係的探

討，並嘗試去了解親密關係中的不同衝突程度對依附型態與因應策略關係的

影響。 

 

 

陸、依附關係與關係適應之關係 

  從 Hazan 與 Shaver (1987)開始了一連串關於成人依附風格與愛情關係適

應之研究，研究結果驗證了 Hazan 與 Shaver 的論點，發現依附風格可以有效

的預測愛情關係滿意度與穩定性(Freeney & Noller; Kirkpatric & Davis, 1994)；

依附風格影響個人對愛情關係的知覺，也影響個人對伴侶及自己行為的看法。 

另外在林佳玲(民 89 )的研究中以夫妻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安全型的依

附的受試者會具有較高的關係滿意度，反之不安全型依附者則滿意度較低，

研究中並沒有討論到依附型態在關係適應各類型上的差異，故本研究欲進一

步探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