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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章乃依據研究結果、假設及文獻探討做統整性的分析，本章共分三

節，第一節為討論，依據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加以討

論，內容分為：一、大專院校學生之衝突因應與親密關係適應的關係；二、

受試者的性別在依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上之差異情形；三、受試者之

依附型態在衝突因應、親密關係適應上之差異情形；第二節為結論，依據

假設編排的脈絡，統整本研究的結論；第三節將提出幾項建議以供未來對

相關議題感興趣之研究者、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作為參考。 

 

第一節  討論 

本節主要是討論大學生的依附類型的現況以及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

間的關係。 

 

壹、大學生之依附類型的分佈 

在本研究中，大學生的依附類型分布狀況為，低焦慮並低逃避傾

向者為「安全依附型」，共有 129 人，佔 28.0％；低焦慮但高逃避傾向者

為「忽視-逃避依附型」，共 107 人，佔 22.8％；高焦慮低逃避傾向者為「焦

慮依附型」，共 106 人，佔 23％；高焦慮也高逃避依附傾向者為「害怕-逃

避依附型」，共 122 人，佔 26.2％，，此結果與廖宏啟(民 88)以四分類方式

針對大學生的依附風格做研究之結果有不同的地方，在王慶福與廖宏啟的

研究當中是以安全型與焦慮型的依附類型為最多，都佔了大約 30%-35%，

而且兩者的比例相近；而拒斥型的比例約佔 26%-30%；而恐懼型逃避的比

例最低，約只佔全體人數的 3%-4%，而在本研究當中所得資料顯示，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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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比例相去不大，比例較高的為安全型的依附，比例最低的則為忽視逃避

型依附。 

在國外的研究當中，manfred等人於1988與Mikulincer於1990以依附風

格的四分類方式以大學生為對象進行研究，結果發現依附類型的分布以安

全型依附所佔的比例顯著高於其他三種類型，而以焦慮型的依附所佔比例

最低。 

比起國內之前的研究，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安全型依附的人比起其他

類型的差距不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害怕逃避依附的比例大幅增加，從原

本的4%到本研究中與其他分類的差距不大，這或許是和國內社會經濟結構

的變化有關，由於早期的依附關係是嬰兒與母親等照顧者所建立起的，而

相關的研究也指出成人依附類型會受到早期親子依附關係的影響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Mikulincer, Florian, & Weller, 1993)，這個

結果可能是不同的測量工具以及測量方法所致。 

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就是在現今的社會中，職業婦女的比例增加許多，

與孩子的互動上並不如全職的家庭主婦來的多，就業之後嬰兒的照護工作

會交由托兒所或是保母來負責，而嬰兒時期是建立依附關係的關鍵時期，

此時的母親的就職與保母等照顧者的個人因素，如無法及時適切的給予回

應等，就會影響個體所建立的依附關係(蘇建文，民81)，此時不穩定的情

境當中，幼兒很有可能發展出不安全的依附關係，特別是逃避型的依附關

係。 

但仍需注意的是依附類型的分布會受到當事人親密關係狀態的影

響，Shi(1999)的研究發現已婚的或是現在正處於戀愛關係中的受試者大多

是安全依附類型，本研究當中的樣本皆是經歷過親密關係，但安全依附類

型的比例只佔了28%，這與過去的結果不太符合，這樣的差異可能是由於

親密關係中衝突所造成的差異，以及部分樣本是已經結束了親密關係後依

照過去的經驗回答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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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生之衝突因應與親密關係適應之關係 

由整體的積差相關的分析結果來看，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的相關係數

為.420，屬於中度相關，某部份反應了衝突因應能力越好，親密關係適應

程度越好。其中「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傾向與「滿意」及「自主」的相

關分別為.352 及.268 而與「矛盾」的關係適應取向的相關為-.134，；而「情

緒壓抑」的衝突因應取向與「滿意」的相關為.218，與「矛盾」的關係適

應相關為-.361，而與「自主」的關係適應相關則是未達顯著；「尋求支持」

的衝突因應傾向則是僅與「矛盾」的關係適應傾向有顯著的低度正相關，

與其他兩個關係適應向度則是沒有顯著相關。 

從典型相關來看，衝突因應能力與親密關係適應之間有典型相關存

在，而「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兩種因應取向與「滿意」及「自主」

的關係適應取向有較密切的關係，而「情緒壓抑」與「尋求支持」則是與

「矛盾」的關係適應取向有較密切的關係。 

經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之後發現在滿意的關係適應上，衝突因應的四

個預測變項皆可以有效預測，共可預測 33.8%的變異量，其迴歸方程式為

「關係滿意=.453 正向評估+.180 問題焦點-.239 情緒壓抑-.123 尋求支持」，

當四個預測變項一起投入預測關係適應時以正向評估之預測力最高，其次

是情緒壓抑，接者是問題焦點，最後是尋求支持，另外由於預測變項裡「正

向評估」及「問題焦點」的迴歸係數為正而「情緒壓抑」及「尋求支持」

的回歸係數為負，綜合以上的結果顯示出，在滿意的關係適應上正向評估

以及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會有較良好的關係滿意狀態而情緒

壓抑和尋求支持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關係滿意的程度就越低。 

在自主的關係適應上，衝突因應的四個預測變項中只有正向評估及問題焦

點兩者可以有效預測自主的關係適應狀態，共可預測23.8%的變異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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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方程式為「關係自主=.291正向評估+.132問題焦點」，兩個預測變項一

起投入來預測自主的關係適應時以正向評估之預測力最高，其次是問題焦

點由於迴歸係數為正的結果顯示出，在自主的關係適應上正向評估以及問

題焦點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會有較多的關係自主狀態。 

綜合以上所述，當在親密關係中發生衝突時，若面對衝突的因應方式

越傾向採用認知性質的的「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則關係適應也會

較良好較容易有「滿意」且「自主」的關係適應狀態，而若越傾向於採用

情緒壓抑的方式則越容易有「矛盾」的關係適應傾向，而「尋求支持」則

是與關係適應各向度的相關性都不高，此結果與前述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

應的典型相關結果是互相呼應，在親密關係中，不免會遇到衝突狀況，若

是能夠以正面的以問題為焦點或是用正向的態度去面對兩人所發生的衝

突，即刻的衝突可以獲得解決並不會累積而造成對關係的傷害，自然會有

較滿意且自主的良好的關係適應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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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大學生之性別在依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上之差異情

形 

 

關於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依附型態、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應上的差異

從第四章的資料分析結果發現不同性別的大專院校學生，在依附、衝突因

應以及關係適應上確實有某些差異存在，本研究的假設2-1獲得支持。以下

針對研究所得之結果予以討論： 

 

ㄧ、在依附方面 

不同性別之受試者在「逃避依附」向度上有顯著差異存在，男性的逃

避依附顯著高於女性，此結果與蘇逸珊(民90)的研究結果，男性較女性傾

向於拒斥型依附，以及何春慧(民89)發現男性較女性傾向於逃避依附型態

的結果相似；此外本研究除了對依附做向度上的分析也同時做類型的卡方

考驗，結果顯示在依附類型方面性別並無顯著的差異，此結果與Bowlby的

依附理論是相符的，他認為個體與生俱來就有感覺安全的需求(Hazan & 

Shaver, 1994)，也就是說依附的需求與依附關係的形成並無性別之分，也

不會因為性別的不同而有差異存在。 

 

二、在衝突因應方面 

不同性別的大專院校學生在「情緒壓抑」上有顯著的差異，男生比女

生常使用這種態度，在其餘的衝突因應向度上並無顯著差異，若將親密關

係中的衝突視為壓力事件，本研究的結果與Felsten(1998)發現男性與女性

所採取的壓力因應方式具有差異性相符，社會化的假設主張由於社會化給

予的性別角色期待及刻板化，使得男性被社會化為較傾向以工具性的因應

方式，而女性則較傾向於採取情緒焦點以及尋求社會支持的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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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cek, Smith, & Zanas, 1992)。除此之外在本研究中，其他的衝突因應面

向並沒有顯著的差異此和過去的研究發現男性較女性傾向於採用「問題焦

點因應」(Folkman, 1984: Folkman & Lazarus, 1980:Ptacek et al., 1992)的研究

結果不同。造成此差異的原因是由於不同的衝突因應方式亦或是不同的壓

力情境所致仍有待進ㄧ步的探討。 

 

三、在關係適應方面 

不同性別的大專院校學生在關係適應的各向度上均無顯著差異，，王

慶福(民84)發現在關係中女性的滿意向度上會較男性高；林素妃(民92)發現

在關係滿意度中，女性的滿意度會較男性為高的結果與並不相符。造成本

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不同可能是因為關係適應與個體本身的親密關

係中衝突因應的方式息息相關，在過去的研究當中並未聚焦討論親密關係

中的衝突，在此排除其他的衝突情境的干擾之下所得之結果更能反應結果

之真實性，而在本研究中性別並未在關係適應的向度上有顯著差異顯示了

可能衝突因應的方式才是真正影響關係適應的原因而非依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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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學生之依附型態在衝突因應、親密關係適應上之差異情形 

 

ㄧ、依附類型與衝突因應關係方面 

根據本研究所得之結果發現，不同依附類型者在「問題焦點」上的得

分達到顯著差異，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

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型」者的「問題焦點」得分顯著高於「害怕

-逃避依附」，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另外在「正向評估」的得分差異

也達顯著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進行事後比較後發現「忽視-逃避

依附」者的得分顯著低於「安全依附」以及「焦慮依附」，其餘各組間並

無顯著差異。此結果與黃碧慧(民 91)的研究發現「安全依附型」者較傾向

於以問題焦點並正面的詮釋為壓力因應的取向相符。 

另外，不同的依附類型受試者在「情緒壓抑」上的得分達到顯著差異，

經進ㄧ步的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害怕逃避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

的得分顯著高於「安全依附型」以及「焦慮依附」，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

差異，這與假設 3-1 相符，也與過去 Folkman & Lazarus, 1980；王慶福(民

84)的發現逃避型依附的個體傾向以壓抑情緒表達的方式來面對衝突及壓

力情境的結果相同。 

不同於以往過去的研究，本研究之不同依附類型的受試者在「尋求支

持」的得分差異達顯著，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忽視逃避依附」的得分

顯著高於「害怕逃避依附」，這是過去研究中未發現的，推測是由於在本

研究中各種依附類型的分布平均，故差異較容易明顯，在其他研究中由於

害怕型逃避的人數過少，常是無法做討論。 

 

 

 



 84

二、依附類型與親密關係衝突方面 

不同依附類型者在「滿意」的得分差異達顯著(F=22.624，p<.001)為進

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

全依附」以及「焦慮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忽視-逃避依附」以及「害

怕-逃避依附」，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不同依附類型者在「自主」的

得分差異達顯著(F=3.584，p<.05)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害怕

-逃避依附」者，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而不同依附類型者在「矛盾」

的得分達顯著(F=45.949，p<.001)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焦慮

依附」、「忽視-逃避依附」以及「害怕-逃避依附」而「害怕-逃避依附」的

得分則是顯著低於「安全依附」、「焦慮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              

 

總和本研究的各項研究分析結果，以及對於假設的印證可以發現，大

學生的個人背景特質如性別在衝突因應上的差異是男生傾向於使用情緒

壓抑以及問題焦點，而女生較傾向於以尋求支持的方式，在正向評估上則

無太大差異，對照衝突因應方式與關係適應狀態來看正向評估及問題焦點

兩向度是與滿意的關係適應型態成密切關連且有高度預測性而與矛盾的

關係適應是負向的相關，故可以看作正面及負面的衝突因應，而男性由於

主要採用的衝突因應方式為情緒壓抑，而情緒壓抑又是矛盾的關係適應狀

態的主要預測變項，故男性則會比女性有多一些矛盾關係適應的傾向。 

在衝突因應或是關係適應的各向度上的確可以看出各類型依附的差

異，安全型依附者傾向於使用問題焦點以及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方式，且

有滿意且自主的關係，不管是害怕逃避型依附或是忽視逃避型依附者，都

傾向於使用情緒壓抑的衝突因應方式，而害怕型逃避者很明顯的比其他依

附類型者傾向於矛盾的關係適應狀態，而焦慮型依附者則是傾向於以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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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衝突因應方式，在關係適應上自陳也是屬於滿意狀態，於是可以看

出性別、依附及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應上存在著一種穩定的關係，安全型

依附者會有正向的衝突因應方式及正向的關係適應狀態，而兩種逃避型依

附者則是比較傾向負向的壓抑衝突因應也連帶會有負向的關係適應狀態， 

或許再未來的研究中可以試圖建立一個模式來作更完整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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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依附類型、親密關係的衝突因應與關係

適應之關係之研究。以台灣北部地區的公私立大學學生共 473 位學生為研

究對象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資料蒐集，所使用之工具有成人依附量

表、衝突因應量表與關係適應量表。調查所得的資料分別以ｔ考驗、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多變項變異數分析、複迴歸分析以及典型相關分析，以下

將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及假設提出結論。 

 

結論一：大學生之衝突因應能力越好則親密關係適應也越良

好。 

1-1：整體來說衝突因應能力越好，越傾向於滿意及自主的關係適應，而非

矛盾的關係適應。 

1-2：越有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傾向者在親密關係適應上越傾向

於滿意及自主，而越多情緒壓抑及尋求支持則越容易有矛盾的關係適

應。 

1-3：衝突因應的四向度都可以有效的預測滿意及矛盾的關係適應狀態，而

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向度較能預測出自主的關係適應狀

態。 

整體來說，大學生透過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等認知方式來正面的面對

衝突皆有助於關係的滿意和自主的關係適應狀態，而採取情緒壓抑以及尋

求支持的方式來逃避面對衝突，則容易有矛盾的關係適應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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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二：大學生不同的性別在依附類型、衝突因應與關係適

應上皆有差異。 

2-1：不同性別之受試者在依附上沒有達到顯著的差異。 

2-2：不同性別之受試者在衝突因應上有顯著差異，男性在問題焦點及

情緒壓抑的傾向上都高於女性，而女性在尋求支持的傾向上則是

高於男性，而在正向評估上男女都在中上的程度。 

2-3：不同性別之受試者在關係適應上有顯著差異，男性只有在矛盾的

關係適應上高於女性。 

整體而言，性別的差異在衝突因應傾向較有明顯的不同，男性較會使

用理性的認知面對並壓抑情緒，而女性在面對衝突時會去尋求支持。 

 

 

結論三：大學生依附型態之現況以及依附型態在衝突因應、

關係適應上的差異 

 

3-1：親密關係中，大學生的依附類型以安全的依附類型者居多，

但與其他三種類型者的人數比例差距不大都在 22%-28%之間。 

 

3-2：不同成人依附類型在衝突因應能力上有顯著差異，安全型依附之

受試者在「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高於忽略逃避型依附者；害怕

逃避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者在「情緒壓抑」的部份，顯著高於

安全依附型以及焦慮依附者；焦慮型依附者在「尋求支持」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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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高於忽視逃避型；忽視逃避依附者在「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

低於安全型依附以及焦慮型依附者。 

 

3-3：不同依附類型在親密關係適應上有顯著差異，安全型依附以及焦

慮型依附者在「滿意」的關係適應傾向高於忽視逃避型依附以及

害怕逃避型依附；而安全型依附者在「自主」的關係適應的傾向

高於害怕逃避型依附者；在「矛盾」的關係適應上安全型依附者

高於焦慮型依附、忽視逃避依附以及害怕逃避型依附，而害怕逃

避型依附則是比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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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最後，本研究謹以研究的結果及討論做出關於研究限制以及對諮商實

務工作及教育上的幾點建議，供諮商輔導、教育工作者與未來研究者參考。 

 

壹、 研究限制 

ㄧ、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對象為台灣北部地區大專院校的學生，年齡介於 18-30 歲之

間，因此，結果無法推論至其他地區等不同背景的族群，建議未來的研究

可以將取樣的對象擴及至不同的區域，將有助於瞭解不同區域大專院校學

生在親密關係中依附型態、衝突的因應與關係適應的情形，再者未來在進

行相關研究時可以嘗試以配對的方式做男女朋友或是夫妻間的施測，進ㄧ

步將依附型態的配對與關係適應的狀態做比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未來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質

性訪談的方式探究親密關係中的受試者的依附類型、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

應狀態， 

另外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依附類型、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應間有關

係存在但由於本研究的設計是屬於相關的研究為主，並無法進ㄧ步說明其

因果關係，若有機會仍須對這部份做進ㄧ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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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在依附量表方面本研究是採用 Brennan, Clark &Shaver(1998)所發展成

人依附量表，是採取向度式的測量，未來的研究中，可以向度作更深入的

分析或是以 Mikulincer 等人(1990)用依附的四類型為架構發展出的測量工

具。在衝突因應量表方面，本研究是綜合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的

婚姻壓力事件因應量表及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的 Coping 量

表，並加上自編題目的量表，但向度中仍較缺少正面的情緒因應向度，未

來的研究中可將其考慮進去。在關係因應方面，本研究是沿用王慶福(民

84)所發展的關係適應量表，重新進行信效度的測量並刪減題目，由於量表

中是以滿意、自主及矛盾為三向度建構出關係適應容易與關係適應的類型

作混淆，未來的研究可以考慮以關係適應的不同成分作為向度的切割。 

另外就是本研究變項的測量皆是採用自陳式的量表來作測量，雖然自

陳式的工具是一標準化的工具，但因為缺乏測謊題的設計，故無法排除社

會讚許慾以及偽裝的因素。 

 

 

貳、建議 

ㄧ、對於諮商輔導實務工作的建議 

從本研究中可發現「依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是息息

相關的，因此，對於面臨親密關係衝突以及有關係適應困擾的個案，可從

這幾個觀點切入做探討，協助個案檢視其依附傾向以及衝突因應方式並進

ㄧ步理解影響關係適應的關鍵因素，進而尋求調整的方式，鬆綁在關係中

的僵化自我。 

另外在晤談中，諮商師也可以給予個案一個安全的環境並進可能提供

替代性的依附經驗，增加個案在關係衝突中的彈性與因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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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性別教育及心理推廣的建議 

在大專院校的通識課中應多開設像是衝突因應與關係經營的相關課

程，由於親密關係是大專院校學生在這個時期一個很大的課題，雖說逃避

的因應方式可以維持情緒的平衡，避免正面面對衝突所產生的焦慮，但是

要能真正的處理衝突所帶來的威脅，還是需要進ㄧ步學習問題焦點的因應

方式，用正面的態度，真實的感受去面對壓力，想必可以使關係適應更為

良好。 

 在大專院校的諮商輔導中心，可多舉辦與親密關係相關的探索型活

動，提供互動的機會來增進個案的自我覺察，親密關係本屬於人際關係的

ㄧ種特則，在團體中，更可以藉由不同的動力方式，學習到不同的人際模

式，藉由親密關係的團體更可以體認到自己與他人的差異性，再者本研究

中也發現不同的依附類型者在親密關係中的衝突因應方式有所差異，或許

藉由對與親密關係、依附的自我探索，並對自己在衝突發生時的因應有所

覺察，當對自己有了這層認知，就能對自己在關係衝突發生時該採何種因

應方式有更了然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