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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說明研究者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在此研究中

相關的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在研究者過去的求學階段與諮商工作經驗，經常發現許多朋友或個案

在人際互動或是異性相處方面有某些程度的障礙。例如：有些人在網路虛

擬世界的表現相當活潑、主動，但在現實的社會場合中卻十分被動，甚至

不太敢主動與人交談，呈現出沈默、害羞、逃避的行為；另一些人則是生

活圈不乏異性的同學、朋友，卻不擅於和異性交往、相處，對於邀約異性

朋友感到恐懼，難以獲得親密的關係或隸屬感。 

 

以上這些案例都呈現出某些社交焦慮的傾向。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

是指「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種逃避、喜歡獨處及害怕別人批評的不適

當反應或情緒(Watson & Friend, 1969)」。社交焦慮的個體在認知上容易形

成非理性的信念、負向的自我評價，以及負向的歸因型態；行為上則為了

要避免因社會情境所引發的焦慮，而產生無助、沮喪的感覺；生理上會有

心跳加快、顫抖、冒汗等不舒服的症狀（何春慧，2000）。可見具有社交

焦慮傾向的個體，在面臨社會情境時除了會產生不適應的行為及生理反

應，甚至會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自我概念的發展(Schmitt & Kurdek, 

1984)，阻礙親密感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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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否害羞就等同於社交焦慮呢？國外研究顯示，超過 90％的美國受

訪者表示自己偶爾會感到害羞，其中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害羞對於他們來

說是一件嚴重的事情(Zimbardo, 1977)；Zimbardo, Pilkonis 與 Norward(1975)

對 800 名高中生與大學生進行研究，超過 40％的人認為自己是害羞的，而

有 82％的人曾有過害羞的經驗；Russell, Cutrona 與 Jones(1986)的研究則發

現將近 80％的大學生在面對陌生人與權威人物時會有害羞的感覺，其他如

公眾表演、困窘的情境、被他人評價等也會感到焦慮；Leary 與 Kowalski 

(1995)則表示有 11％至 37％的美國大學生自陳在與異性互動時會感到緊

張。由於害羞的行為症狀和社交焦慮有極高的相關性，害羞的人會害怕自

己在社會情境中出現不適當的反應，對於社交活動的表現會給予負向的自

我評價。另一方面，因在社交情境中易產生焦慮的傾向導致不願與人接

觸，所以社會支持的網絡也較少，便覺更加寂寞，加深社交焦慮的程度，

進而影響自尊的發展。 

 

社交焦慮是焦慮型疾患中最常見的一種，社會大眾約有 3％到 13％的

人具有社交焦慮(APA, 1994; Stein, Torgrud, & Walker, 2000)。Epkins(2002)

觀察社區樣本的社會畏懼也達 37％。在日本或印度，甚至是中東的阿拉

伯，社交恐懼都呈現出普遍性的特質(Hansford & Hattie, 1982; Takahashi, 

1989)。因此，對於社交情境的焦慮現象，過去的文獻顯示出跨文化、跨種

族的結果。 

 

相對地，國內對於害羞或是社交焦慮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大約

50％的大學生認為自己是個害羞的人（吳靜吉，1985）；近 40％的大學生

覺得自己擁有害羞的特質，其中兩成的人為害羞所苦，遭遇到人際的挫敗

與生活適應的問題，導致自尊的低落與寂寞感（蘇素美，1996）；大學生

也有中等程度的社交焦慮（何春慧，2000），且其溝通滿意度較低；46%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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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的學生社會畏懼達臨床水準，且較社會畏懼未達臨床水準的高中職學

生憂鬱（徐世杰，2003）。由此可知，社交焦慮在我國也是個普遍的現象，

相當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我國大學生有社交焦慮傾向的比例還略高於美國的大學生，因此對於

社交焦慮的研究即是一件刻不容緩的議題。研究顯示，有社交焦慮傾向的

大學生在陌生情境中易感到焦慮，在一般社會互動情境中也容易覺得害

羞、不自在，並刻意減少與他人接觸、對話的頻率，對於談話和溝通的整

體性滿意度較低，也較常使用間接的方式來表達（何春慧，2000），同時

又因害怕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焦慮，而逃避各種社交場合，影響人際關

係的發展。由此可知，社交焦慮不但是我國大學生常見的現象，還會引發

緊張困窘等不舒服的感覺，又因為社交焦慮的緣故，在與他人交談時不敢

直接表達真正的意見，降低了溝通的品質，造成人際方面的不適應。 

 

在東方文化裡，對於所謂「沈默」或「木訥」的特質較能接納，甚至

會認為「害羞」是女孩子衿持的一面，很容易把個體在社交情境中的焦慮

感以及所引發的心理症狀給忽略。對於大學生的心理社會發展而言，社交

焦慮可能會是此發展時期最大的絆腳石。Erikson(1950)的心理社會發展理

論(psychosocial theory of development)將人生分為八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

一組相對應的發展任務。對照大學生在此發展階段最重要的兩項發展任務

便是「自我統合」(identity)與「親密友愛」(intimacy)。自我統合是指個體

能夠整合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形成一個完整而和諧的自我概念。如果無法

順利地自我統合，則會出現「角色混淆」(role confusion)的情形，此時個體

對於自己的角色與存在的意義感到困擾，不知何去何從；另外一項任務親

密友愛指的是個體成年時，開始進入戀愛、婚姻、建立家庭等新的人際關

係層面，當中也包含了性愛與親密。若個體在該階段無法獲得穩固的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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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就會發生「孤獨疏離」(isolation)的危機。 

 

台灣經過多年教改努力，升學主義掛帥的情況仍未見好轉，許多關於

EQ、人際、親密關係等問題常會在大學階段一一浮現。人際方面的議題常

肇因於國、高中階段，由於老師或學生們不重視書本、考試以外的能力，

某些不需被評鑑或測驗的項目如社交技巧、同儕關係等等就會在大學時期

突顯其重要性。國內外的研究調查皆發現多數的大學生仍然有社交方面的

障礙和煩惱，在學校輔導功效不彰，心理諮商未能普及化的情形下，就會

產生如上述研究中的社交焦慮等相關適應困難。 

 

從前述文獻得知國內大學生社交焦慮的普遍性，以及對大學生心理社

會發展的不利影響，社交焦慮不但會阻礙自我概念的良好發展，還會造成

自我功能的降低，增加人際互動的困難，不易達成親密友愛的發展目標。

正由於社交焦慮對於大學生身心發展的影響是如此深遠，這樣的現象在我

國文化中又有可能會被視而不見，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針對大學生的社

交焦慮進行深入的探討，也是本篇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 

 

國內關於社交焦慮的研究並不多見，研究工具主要以國外的量表翻譯

為主，而測量重點皆放在個體主觀的焦慮感受、心理症狀、抑制或退縮的

表現等層面，研究者也認為外顯行為是比較容易觀察到的指標。回溯過去

文獻中測量社交焦慮的相關量表，以吳靜吉與何春慧（1999）翻譯自

Leary(1983)所編之「互動焦慮量表」(Interaction and Anxiousness Scales, IAS)

最能符合本研究之目的。何春慧（2000）以我國大學生為樣本進行因素分

析，得出三個主要的因素，分別是：「權威人物焦慮」、「陌生情境焦慮」、

「緊張彆扭」。該量表不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也和研究者所欲測量的構

念較為相似。此外，與異性互動時的焦慮狀態也是研究者所感興趣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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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動機，故決定加以修訂，並使用因素分析的方式找出符合本研究之

主要因素，此為主要研究動機之二。 

 

Erikson(1950)認為，個體當前階段的身心發展順利與否，均與先前階

段的發展有關。而所謂先前階段的發展任務便是與主要照顧者發展出良好

的信任關係，同時培養獨立自主，自我控制的能力。若是在兒童時期沒有

順利發展出相對應的能力，產生特定的困難或行為固著時，未解決的發展

議題便會持續留存至往後各個階段。從發展的論點我們似乎可以推測，成

人發展任務上的困難，諸如對自我的矛盾與懷疑、人際關係的貧乏、建立

親密關係的障礙等等，可能是先前的發展階段未能豎立良好的基礎，在當

前或往後的階段也沒有適時地被解決，而產生如上的發展危機。 

 

職是之故，父母親的照顧與良好的家庭關係便是個體成長的主要基

石，父母親不但扮演著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同時也是培養個體自主性與自

我能力的觸媒。因此，從原生家庭為出發點來探討個體的身心適應問題便

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家庭是人類最早社會化的場所，也是人們賴以生存、

學習、適應的重要根據地，個體人格的養成、行為反應，甚至是思考模式，

都可以追溯至原生家庭的生命史。 

 

傳統心理治療主要以個別諮商為架構，認為問題是當事人本身的因素

所導致，忽略了整體家庭脈絡情境的影響。從 1950 年代家族治療發展以

來，開始將家庭視為一個能夠改變的單位，於是家庭中的權力結構、個體

和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納入成為治療的考量重點。家族治療的系統觀認

為，家庭具有一定的作用，能夠影響每一位家庭成員，探究原生家庭對於

個體的影響便是主要的治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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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家族治療學派中，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學派為 Bowen 的「多世

代家族治療理論(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論

即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自我分化是指「個體在情感歷程

與理智歷程的運作中，融合或分化的程度(Bowen, 1978)」。自我分化程度

較好的個體，能有效區分出情感與理智的歷程，特徵為較少的融合現象

(fusion)、較少的情緒性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較少的情緒切斷行為

(emotional cutoff)，以及較多的自我立場(I-position)。Bowen 將家庭視為一

個情緒單位，家庭系統的分化不良會導致個體適應上的困難。由於分化的

程度會透過世代的傳遞而進行，所以在分化不良的家庭中，父母會將過多

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形成高度的融合狀態，造成子女不良的自我分化。 

 

    Bowen(1978)表示，自我分化的最佳時機，便是個體將離開原生家庭，

建立屬於自己生活的階段。此階段相當於大學之後的生活，充滿著各種壓

力與社會期待，若個體在離家之前沒有發展出良好的自我分化，就容易產

生慢性的焦慮或其他身心不適應的結果。根據 Erikson(1968)，大學時期最

重要的發展任務就是離家、進行第二次的心理分離-個體化、形成穩定的自 

我統合、建立親密的同輩關係，以及發展出家庭之外的社會支持網絡。    

Chickering(1969)以發展心理學為基礎，建構出一套大學生的發展理論，此

理論將大學生的發展分成七個向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Chickering 大學生發展理論 

向       度 發      展     內     涵 

一、發展勝任感 

(develop competence) 

發展出智識、運動與藝術、人際社會技巧等方面的 

能力與信心。 

 



 7

表 1（續）Chickering 大學生發展理論 

向       度 發      展     內     涵 

二、管理情緒 

(managing emotions) 

包含對於自我情緒的覺察，以及有效地控制和表達 

情緒。 

三、發展自主 

(developing autonomy) 

能獨自處理問題，與他人互相支持協助，不過度地 

尋求他人的認同。 

四、建立統合 

(establishing identity) 
對於自己形貌和性別的統合感。 

五、開放人際關係 

(freeing relationship) 

從早期的依賴共生變成有自我的空間，包含尊重與 

信任他人、維持友誼的能力。 

六、發展未來目標 

(developing purpose) 

經過探索興趣與能力之後，能對未來的生涯發展做 

出良好的規劃。 

七、發展整合感 

(developing integrity) 

整合不同的價值觀，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價值體 

系。 

 

 

從上述大學生發展理論可以歸納出，大學生的發展任務主要包含了自

我、人際、情緒智能等三方面的能力。自我方面的能力涵蓋了自我認同、

自我概念及自我統合等，對於大學生而言，能夠發展出堅定穩固的自我意

識，不需經由他人認可所建立出來的自我功能，以及能夠與他人互相協

助，又不過分依賴他人的自我狀態，是相當重要的發展任務，而這些都和

Bowen 的自我分化理論內涵是不謀而合的。 

 

至於人際關係的建立與自我情緒的掌控，也和自我分化脫離不了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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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Bowen(1978)認為自我分化也是種人際互動的能力，當個體在親密關

係之中，還能保有自主性的運作功能時，就能稱之為有良好的自我分化。

研究發現，具有良好自我分化的成人能夠適當反應、感受、調節他們的情

緒，較能妥善處理曖昧不明的情境(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而

自我分化也是個體能否適當區分情感與理智歷程的一種表徵，因此能有效

掌握自己的情緒，意謂著擁有較好自我分化的程度。自我分化不但與個體

的自我的功能性有關聯，也和社交能力、情緒的管理有連帶的關係。 

 

比較 Bowen 自我分化理論、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以及 Chickering

大學生發展理論可以發現，三者同樣都強調了自我功能與人際關係的重要

性，而這也是大學時期發展階段的兩大核心主題，欲達成這兩項目標的關

鍵就在於是否能夠有效的和重要他人分離，不受到重要他人情緒渲染的干

擾，在理智與情感的運作歷程中做出區隔，維持自我的獨立性。綜合以上

所述，自我分化可以說是衡量大學生是否順利發展的基本指標之一。因

此，探討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確實有其必要性，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三。 

 

國內關於自我分化的測量工具多是參考「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問卷」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 PAFS-Q)(Bray, 

Williamson & Malone, 1984)修訂而來，PAFS-Q為五點量表，分為A、B、C

三種版本，分別適用於已婚有子女的成人(A版)、未婚無子女的成人(B版)、

大學生(C版)三種不同的研究對象。其中與本研究對象相同的為C版本(Bray 

& Harvey, 1992)，但此量表主要是測量個體所知覺三代間的家庭關係，與

本研究所欲測量的自我分化內涵不甚相符，故選擇「自我分化量表修訂版」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DSI-R)(Skowron & Schmitt, 2003)為主要的

研究工具。此量表是根據Skowron與Friedlander(1998)編制的「自我分化量

表」修訂而來，增加了12題「與他人融合（FO）」的分量表，提升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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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建構效度。DSI-R為六點量表，是測量理論與情感(個人

內)的分化以及個體與重要他人關係(人際間)的分化程度，與本研究目的較

為相符。 

 

自我分化不但會影響大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可能因為過低的自我分

化，造成人際互動的挫敗，甚至對社交情境感到焦慮。自我分化不佳的個

體對自我的評價較低，因而缺乏自信，習慣尋求他人的認同，所以易受他

人意見的影響。研究發現，易於受他人意見影響的父母，子女在他人面前

表現或從事社會行為時，可能會有恐懼他人評價的傾向(Buss, 1980)。換句

話說，當父母的自我分化不佳時，似乎連帶影響子女在社交情境中的表

現，特別是在有表現壓力或面對權威人物時的場合。另一項研究指出，國

中生的自我分化越低，特別是與父母親、同輩的親密關係不佳時，情境焦

慮與特質焦慮也會隨之越高（王嚮蕾，1994）。從文獻可知，自我分化似

乎會影響個體在因應社交情境時的能力。因此，探討大學生的自我分化與

社交焦慮之關聯性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四。 

 

俗諺大學必修三學分：「課業、社團及愛情」，這三者都與人際互動脫

離不了關係。如何融入群體之中參與報告的討論或是社團活動，以及與同

儕建立良好的友誼，並適當地發展出兩性親密關係，增強自我效能與信

心，都是在大學階段必須去嘗試與努力的目標。大學生活可謂出社會前的

準備階段，也是培養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的關鍵期，Bowen 認為此時期是

形成自我分化的最佳時機，若個體在此階段未能發展出良好的自我分化，

在生活適應方面就有可能會產生較多的困擾。不良自我分化的特徵為缺乏

堅定的自我信念，過度尋求他人的認同，有較多的情緒性反應，不敢表達

自己真正的意見，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因此，低自我分化的個體在社交

情境中可能會顯得較不適應，導致社交焦慮的可能性。一旦有社交焦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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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又變得不敢與他人互動，逃避任何可能會引起焦慮的社交場合，惡

性循環的結果，就是無法與他人建立有效的親密關係，難以順利達成「自

我統合」與「親密友愛」兩大發展任務。 

 

Bowen 的自我分化理論在國外已有相當多的篇幅研究，不過國內的探

討仍是少數，對於自我分化的相關研究則偏向青少年或兒童，以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者也多以生涯決定、心理社會發展為主，關注在大學生社交焦慮

現象的研究卻未曾出現。而國內對於社交焦慮的研究多著重在社交焦慮的

測量、社交焦慮的行為特徵、改善社交焦慮的輔導策略等，對於影響社交

焦慮的相關因素則討論較少。鑑於前述自我分化對於個體在發展與適應能

力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和社交焦慮可能的關聯性，並從過去文獻中了解到

社交焦慮對於大學生涯發展的重要性，基於以上考量，搭配研究者之興

趣，本研究試圖印證大學生自我分化和社交焦慮的關係，以了解我國大學

生目前自我分化狀態與社交焦慮程度的基本概況。希望藉由探討自我分化

對於社交焦慮的影響，能進一步得知自我分化對於社交焦慮形成的影響因

素，並期待透過本研究的結果，提供關於學校輔導工作與心理諮商的治療

方向和啟示，改善國內大學生社交焦慮的情況，促進心理社會的良好發

展，此為本研究主要動機之五。茲將主要的研究動機整理如下： 

一、探討我國大學生社交焦慮的現況。 

二、修訂「互動焦慮量表」。 

三、探討我國大學生自我分化的現況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四、探討我國大學生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關聯性。 

五、探討自我分化對社交焦慮之影響，並提供日後研究之建議，作為學校 

輔導、心理諮商等實務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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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五個主要的研究動機，依序列出以下五個研究目的： 

一、了解我國大學生社交焦慮的狀態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二、修訂與編製大學生社交焦慮量表。 

三、了解我國大學生自我分化的程度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四、探討我國大學生的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 

五、歸納與整合研究結果，提供日後研究之建議，作為學校輔導、心理諮

商等實務工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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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基於第一節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大學生的社交焦慮各因素間的相關情形為何？ 

二、大學生的自我分化各因素間的相關情形為何？ 

三、大學生的自我分化和社交焦慮各因素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 

四、大學生的自我分化是否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問題，研究者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一、大學生在「社交焦慮量表」各因素之得分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1-1：大學生在「權威人物焦慮」與「陌生情境焦慮」的得分之間有顯

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1-2：大學生在「權威人物焦慮」與「異性互動焦慮」的得分之間有顯          

     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1-3：大學生在「陌生情境焦慮」與「異性互動焦慮」的得分之間有顯 

     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二、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各因素之得分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2-1：大學生在「情感反應」和「採取我立場的能力」的得分之間有顯

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2-2：大學生在「情感反應」和「與父母融合」的得分之間有顯著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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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相關存在。 

2-3：大學生在「情感反應」和「情感切斷」的得分之間有顯著的積差

相關存在。 

2-4：大學生在「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和「與父母融合」的得分之間有

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2-5：大學生在「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和「情感切斷」的得分之間有顯

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2-6：大學生在「與父母融合」和「情感切斷」的得分之間有顯著的積

差相關存在。 

 

三、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各因素之得分和不同的「社交焦慮」之間

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3-1：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

以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和其在「社交焦慮-權威人物

焦慮量表」之得分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3-2：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

以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和其在「社交焦慮-陌生情境

焦慮量表」之得分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3-3：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

以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和其在「社交焦慮-異性互動

焦慮量表」之得分有顯著的積差相關存在。 

 

四、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各因素之得分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各

分量表之得分。 

4-1：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以

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權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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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量表」上之得分。 

4-2：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以

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陌生情境

焦慮量表」上之得分。 

4-3：大學生在「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融合」以

及「情感切斷」各因素之得分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異性互動

焦慮量表」上之得分。 

 

五、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社交焦慮」與「自我分化」各因素的得分  

    有差異存在。 

5-1：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權威人物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2：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陌生情境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3：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異性互動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4：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社交焦慮量表」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5：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情感反應」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6：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7：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與父母融合」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8：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情感切斷」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9：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0：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權威人物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1：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陌生情境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2：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異性互動焦慮」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3：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社交焦慮量表」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4：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情感反應」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5：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6：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與父母融合」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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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情感切斷」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5-18：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之得分有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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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大學生 

 

指台灣地區公私立日間部大學之男女學生，包含一般大學、教育大

學、科技大學。 

 

貳、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 

     

自我分化是指個體能有效地區分情感與理智的歷程，並且在與重要他

人的關係中保有自主性功能的程度。本研究所指的自我分化以受試者在

「自我分化量表」(DSI-R)上之得分，表示其自我分化的程度。得分越高者，

則自我分化的程度越高。 

 

此量表包含四個分量表：「情感反應(ER)」、「採取我立場的能力(IP)」、

「與父母融合(FO)」以及「情感切斷(EC)」。「情感反應」指個體容易受到

自身情感經驗、表達方式及強度的影響，因此在回應他人的情緒性反應時

難以保持冷靜；「採取我立場的能力」指當個體在面對他人所施予的壓力

時，還能採取一種「我立場」(I-position)的態度，表達出自己的立場和看

法；「與父母融合」指個體在親密的關係中，容易與重要他人形成融合(fusion)

的狀態。例如個體會容易固著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呈現固執且喜愛

抱怨的態度，同時不斷尋求他人的認同；「情感切斷」指當個體面對緊張

的人際關係時，會習慣以情感切斷的方式將自己和他人的情緒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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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 

 

    社交焦慮是個體在人際互動情境中所引發的焦慮感受，一方面感到苦

惱、緊張，同時擔心他人對自己有不利的評價，所以可能會採取逃避的方

式，藉此免除因與他人立場不同或自我揭露而產生的焦慮。本研究所指的

社交焦慮是以受試者在研究者修訂之「大學生社交焦慮量表」上之得分，

表示社交焦慮的程度，得分越高者，表示社交焦慮的程度越高。 

 

該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權威人物焦慮」、「陌生情境焦慮」以及「異

性互動焦慮」。「權威人物焦慮」指個體在與權威人物互動時，會有緊張、

焦慮的感覺。權威人物的類型例如：老師、上司等；「陌生情境焦慮」指

個體在陌生情境或與不熟悉的人互動時會感到焦慮不安，例如：非正式的

宴會、陌生人等；「異性互動焦慮」指個體在一般的社會情境中與異性互

動時，會感到不自在、焦慮。例如與異性面對面的接觸、和異性交談等。

在「權威人物焦慮」得分越高者，代表對於權威人物的社交焦慮程度越高；

在「陌生情境焦慮」得分越高者，代表對於陌生情境的社交焦慮程度越高；

在「異性互動焦慮」得分越高者，代表對於異性互動的社交焦慮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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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台北縣市公私立大學日間部大學部之

男、女大學生。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調查研究法」，因此所得的結果僅能對

變項間的關係進行描述性的解釋，不能對變項做因果關係的探討。 

 

二、研究推論 

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台北縣市公私立大學為母群進行抽樣，故在研究

結果的解釋及推論上有所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