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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的理論基礎，

以及兩者之間的相關研究，包含國內外文獻的回顧。本章共分為三節，第

一節為「社交焦慮」的理論基礎，包含社交焦慮的內涵、社交焦慮的特質

行為、影響社交焦慮的因素、社交焦慮的測量，以及社交焦慮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為「自我分化」的理論基礎，包含自我分化的定義、自我分化的內

涵、高低自我分化的特徵、與重要他人自我分化之關係，以及自我分化與

人際互動、焦慮之相關研究；第三節為「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相

關研究，包含家庭的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父母的自我分化與小孩的社交

焦慮，以及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 

 

第一節  「社交焦慮」的理論基礎 

 

本節所要討論的是社交焦慮的相關理論，包含焦慮的定義與社交焦慮

的分類、社交焦慮的定義、社交焦慮的特質行為、影響社交焦慮的因素、

社交焦慮的測量，以及社交焦慮的相關研究等，並分點逐一說明。 

 

壹、焦慮的定義與社交焦慮的分類 

 

柯氏英文辭典將焦慮定義為：「因擔心現在或未來可能會發生不幸、

危險，而產生緊張與不安的情緒感受，等同於擔憂、害怕。」（林佳惠，

1999）。從辭典定義我們可以知道，焦慮是屬於主觀、預期性的感受，且

會伴隨著身體、心理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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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焦慮的類別，Spieberger(1966)提出「特質-情境焦慮理論」

(trait-state theory of anxiety)來做說明。他將焦慮分為兩類，第一類為「特

質焦慮」(trait anxiety)，也屬於「一般性的焦慮」(general anxiety)(Alpert & 

Harber, 1960)，指個體所呈現出穩定且持久的焦慮傾向，是一種長期性的

情緒狀態，並非由外在環境所引起，即在客觀上可能沒有威脅存在，但是

在主觀上則是感受到威脅且焦慮不安的（楊麗英，1991）。 

 

第二類為「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是指個體在某特定時刻或某特

殊場景所引發的焦慮傾向，其情緒狀態是短暫而非長期的，會隨著威脅情

境的消失而降低情境焦慮的強度。這是屬於一種「特殊性的焦慮」(specific 

anxiety)(Alpert & Harber, 1960)，例如在考試當中所引發的焦慮。 

 

而本研究所談論的「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在過去研究的分類上

則呈現出兩派不同的觀點。第一派的觀點認為社交焦慮屬於「特質焦慮」，

是個體長期且穩定的焦慮傾向，即個體所呈現的焦慮是橫跨各種情境與時

空的，不會因為時間或空間的轉換而消退(Leary & Kowalski, 1995; Leary, 

1983)，也屬於一般性的焦慮；另一派的觀點則認為社交焦慮是屬於「情境

焦慮」，是一種暫時性的情緒狀態，一旦脫離此特殊情境，個體則不再感

受到焦慮（林佳惠，1999）。 

 

社交焦慮具有跨越時空與情境的特質，社交焦慮傾向的個體所表現出

來的焦慮特徵是長期且穩定的，可以算是個體的內在特質。但是當此個體

跳脫出社會情境而獨處時，又可逐漸消退焦慮、緊張的狀態，也符合情境

焦慮的特徵。根據特質焦慮與情焦慮的定義，社交焦慮既具備特質焦慮的

條件，亦帶有情境焦慮的色彩。因此，在焦慮的分類上，研究者認為，社

交焦慮屬於特質焦慮，也屬於情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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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交焦慮的定義 

 

介紹完焦慮的分類及社交焦慮的本質之後，接著討論社交焦慮的基本

定義。以下從研究者所歸納的觀點分項說明。 

 

一、兩因素觀 

 

Watson 與 Friend(1969)將社交焦慮定義為：「社交焦慮是在社會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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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社交焦慮具有個別差異，不同個體所經驗到的社交焦慮，在頻率與強度上

也會有所不同(Leary & Kowalski, 1995; Leary, 1983)。其中包含三個主要成

分： 

（一）社會苦惱(social distress)：在社會的情境中，經驗到苦惱、不舒服、

害怕、焦慮的感覺。 

（二）社會逃避(social avoidance)：在社會的情境中，展現出故意的逃避行

為。 

（三）害怕接受他人負向的評價(the fear of receiving negative evaluations 

from others)：個體面對他人的負向評價時會感到恐懼、緊張。 

 

爾後，透過因素分析的方法，將社交焦慮的概念分成兩個因素：「社

會逃避與苦惱」(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是由上述前兩者社會苦惱與

社會逃避合併而來的，以及「害怕負向的評價」(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而 Morris 與 Gilliland (1980)的研究結果也有相似的兩個因素，

分別是「害怕負向批評」與「社會拒絕以及社會逃避和焦慮」。前者和精

神官能症有關，後者和內外向、親密關係有關。從以上兩個組成的因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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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社交焦慮是個體在某種社交場合中，因為在意別人如何評量自己，或

是害怕自己如何被預期所產生的認知、情緒及行為反應(Leary & Kowalski, 

1995)。 

 

Inderbitezen-Nolan 與 Walters 在 2000 年時以 Watson 與 Friend (1969) 

的社會逃避與苦惱量表(SAD)為基礎，並參考 La Greca, Dandes, Wick, Shaw 

與 Stone(1988)所發展的兒童社交焦慮量表(SASC)，採用因素分析的方

式，將社交焦慮的意涵分成「在新環境中的社會逃避」(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in New Situations, SAD–New)、「在一般情境下的社會逃避」(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General, SAD–General)，以及「對負面評價的恐懼」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三個測量概念。 

 

「在新環境中的社會逃避」指的是兒童在面對新的情境或是不熟悉的

同儕時所產生的社會逃避行為；「在一般情境下的社會逃避」是指兒童一

般性的社會抑制、苦惱、不舒服的感覺；「對負面評價的恐懼」則是兒童

害怕、在意、擔心同儕的負面評價。從前述的定義可知，「在新環境中的

社會逃避」(SAD-New)與「在一般情境下的社會逃避」(SAD-General)兩個

分量表可以說是社會逃避與苦惱概念的延伸，而害怕負面評價的構念則是

大家所共有的。 

 

國內學者也提出了包含這兩個主要因素的社交焦慮定義：邱皓政

（1990）認為社交焦慮是個體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種不適應、苦惱、

逃避、喜歡獨處及害怕別人批評的情緒，不但會影響個體的適應功能，還

可能因為長期處在低適應的水準之下，而造成自我貶低的傾向。因此，社

交焦慮是個體在社會情境中所產生的一種情緒，此情緒狀態為緊張不安、

逃避別人、喜歡獨處，而且害怕接受批評（蘇惠珍，1997）。由此可知，



 23

社交焦慮所引發的負向情緒不但會影響個體良好的自我概念，也容易對自

己產生負面的評價，甚至會影響其人際關係。 

 

二、人際互動觀 

 

Schlenker 與 Leary(1982)曾表示，社交焦慮是源自於真實或想像的社

會情境，因人際間的評價或他人的預期所產生的一種焦慮。亦即，在人際

互動的情境中，個體因預期在互動中會產生評價，而有不安、不自在、焦

慮、逃避、苦惱等不舒適的情緒出現，進而影響應有的人際表現與人際互

動品質(王郁文，2001)，便可稱之為社交焦慮。可見，對於高社交焦慮的

個體，害怕他人的評價確實是引發其不適應緊張的關鍵因素。 

 

Buss(1980)將社交焦慮分成廣義與狹義兩種。廣義的社交焦慮是指「在

其他人的面前感覺不舒服」，包括「尷尬(embarrassment)、羞愧(shame)、害

羞(shyness)與觀眾焦慮(audience anxiety)」等四種表現方式。APA(2000)也

認為社交焦慮違常(SAXD)的特徵是在人我互動的社交情境中，會感到持續

性的害怕，而且可能會出現困窘的狀態；而狹義的社交焦慮是指「因其他

人的注視或評價，或僅因他人在場，而感到困擾或受到干擾」。其主要成

分有二，分別是「在他人面前覺得不舒適」，以及「害怕別人的注視」。 

 

Dixon, de Monchaux 與 Sandler(1957)則將社交焦慮分成三種人際表

現的型態：(1)社會膽怯(social timidity)；(2)害怕表現(fear of exhibitionism)；

(3)害怕顯露較差的部分(fear of revealing inferiority)。社會膽怯是指害怕創

造出一個敵對的態度或相反的立場；害怕表現是指擔心他人的注意；害怕

顯露較差的部分則是害怕他人嚴厲的評價。這三種人際表現型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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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s(1980)所提的社交焦慮定義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害怕他人的評價與

注視，以及他人在場時會感到不舒服，同時也擔心自己的表現。 

 

從人際互動的角度分析，當個體在與他人的互動時，會因為自己與他

人意見不一致或是被他人評價，而感到焦慮，甚至僅因他人的存在就覺得

渾身不自在，皆可稱之為社交焦慮。 

 

三、特質焦慮觀 

 

Endler, Flett, Macrodimitris, Corace 與 Kocovski(2002)融入特質焦慮

的概念，提出一個包含三種特質焦慮的社交焦慮組型。第一種是社會評價

焦慮(social evaluation anxiety)，也就是個體在被他人觀察或評價時所產生

的焦慮；第二種是自我揭露焦慮(self-disclosure anxiety)，即在透露關於自

身訊息的歷程時所產生的焦慮；第三種是分離焦慮(separation anxiety)，是

指與重要的依附對象分離時而產生的不真實恐懼感。前兩種焦慮來源與之

前的研究結果類似，都是屬於在社會場合中與他人互動時所產生的焦慮。

而最後一種焦慮來源則比較特別，將分離焦慮也納入社交焦慮的一部份，

認為社交焦慮與個體的依附關係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 

 

國內一項針對社交焦慮者的研究也發現，不論是互動焦慮或表現焦

慮，與網路之社交焦慮都有顯著的正相關，意謂社交焦慮受到環境因素的

影響有限，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人際緊張，在網路世界中也無法完全避

免（楊靜芳，2003），證明了社交焦慮是屬於一種穩定的特質。 

 

    綜合歸納之三種觀點，研究者將社交焦慮定義為一種在人際互動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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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引發的情境焦慮，一方面感到苦惱、緊張，同時擔心他人對自己有不

利的批評，所以可能會採取逃避的方式來與外界隔絕，藉此免除與他人立

場不同、意見不合，以及自我揭露而產生的焦慮。同時又具有特質焦慮的

性質，所以會持續到成年階段，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呈現出焦慮、逃避的

傾向。 

 

貳、社交焦慮的特質行為 

 

一、社交焦慮的特徵 

 

從前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知道，社交焦慮是指個體缺乏適當的社會行

為，在實際的經驗或是預期想像的社交場合中，因擔心被負面評價而感到

焦慮不安，導致在與他人互動時，呈現出沉默、緊張、想要逃避別人而獨

處的情況（林芥佑，2005）。社交焦慮傾向的個體除了這些特點，還有許

多不同於常人的性格特徵。從前述對於社交焦慮的定義，社交焦慮大致包

含了「社會苦惱、社會逃避以及害怕負向評價」等三個主要的因素，這三

個因素包含個體的認知、行為與情緒反應等等。以下便從認知型態、行為

模式、情緒與生理反應等三個不同的面向，分別探討具有社交焦慮傾向個

體的特質行為。 

 

（一）認知型態： 

 

1.自我標籤與自驗預言： 

Leary(1983b)認為社交焦慮人格與非社交焦慮人格最大的差異

特徵在於「自我標籤」(self-labeling)。具有社交焦慮人格者會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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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貼上「社交焦慮」的標籤，並且產生「自驗預言」(self-fulfilling)。

社交焦慮人格者會將引起焦慮的情境做負向的內在歸因，認為焦慮

是由於自己的人格特質所造成的，因而使自尊降低。社交焦慮者抱

持著一種非理性的想法，認為自己就是引起焦慮的原因，因為本身

具有社交焦慮的特質，所以就產生不適應的行為和情緒反應而應驗

了自己的假設。亦即社交焦慮是社交焦慮人格者的內在信念，也是

一種特性。 

 

2.認知功能： 

楊麗英（1991）對於社交焦慮的研究指出，高社交焦慮的個體

具有三種不良的認知型態： 

 

（1）非理性的信念： 

高社交焦慮者在拒絕的社會情境中，容易感到緊張不安，會尋

求他人的讚美，以及害怕產生負向的情緒，導致焦慮感和自我貶抑

的行為。Goldfried 與 Sobocinski(1975)在檢驗非理性信念測驗與社交

焦慮的相關性時也發現，「尋求讚賞和接納」與社交焦慮量表的相關

性最高。在害怕別人負向批評量表上得分較高者，在被別人評價的

情境下容易緊張，較在意他人負向的批評，會努力去獲得別人的讚

許(Watson & Friend, 1969)。可見，高社交焦慮者較重視社會讚賞，

對他人有較高的認可需求。 

 

（2）負向的自我陳述： 

         不管是在何種社會情境，或是互動時間的長短，高社交焦慮者 

都傾向認為自己從他人身上得到負面的評價(Leary, Kowaiski, & 

Campbell, 1988)。具有社交焦慮的兒童，在社會評價下作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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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的負向自我內言，比預期還低的表現水準，以及差的社交技巧， 

也較少從同儕中獲得正向的評價(Spence, Donovan, & Brechman 

 -Toussaint, 1999)。因此，高社交焦慮者對情境的嚴重性容易有誇大 

的解釋，並且對於自己的因應能力和挫折忍受力較無信心，常會有 

負向的自我陳述與自我挫敗的想法。 

 

（3）負面的歸因型態： 

         高社交焦慮者會使用較多的內在歸因，低社交焦慮者則較常使 

用外在歸因。而負向的自我歸因型態容易產生社交焦慮。何春慧

（2000）歸納出社交焦慮者習慣將恐懼的想法集中在三件事情上：

○1 別人真實或想像的評價與反應。 

○2 這些回應會產生負向的結果。 

○3 他們個人的無能及行為會使他們產生社交困難。 

 

社交焦慮者對於他人負向的批評會特別的在意，而且對外界的

評價大多只注意到負向的批評（吳麗娟，1987）。Lake 與 Arkin(1983)

探討社交焦慮者對人際間評價性訊息的反應，發現每個人對別人的

正、負向評價接受的情形不同。個體對於和自我評價一致的訊息較

能接受，尤其是低社交焦慮者比高社交焦慮者易接受對自己有利的

評價；而高社交焦慮者比低社交焦慮者易接受對於自己不利的評

價。在面對相同的回饋時，高或中度社交焦慮者傾向知覺為負向的

評價，連帶的也影響自己產生更消極的情緒反應。同時，社交焦慮

者也預期別人在評價自己時，會有較多的負面評價(Smith & Sarason, 

1975)。 

 

總而言之，高社交焦慮者因那些非理性的想法而害怕他人的評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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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焦慮感又會形成負向的自我陳述與自我歸因，只關注負向評價的情

形下反而造成負向的反應與結果，阻礙其人際的互動關係。 

 

（二）行為模式： 

 

當個體產生焦慮時，就會企圖去避免接觸或離開會引起焦慮的情境。

若在身體上無法抽離時，常會用心理上的退縮來逃避，例如：減少對話的

頻率或長度、避免和他人有眼神上的接觸、避免打斷別人、對別人表示贊

同並問問題，而不主動提供關於自己的資訊，這些行為稱為「無害的社交

性」 (innocuous sociability)，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策略 (self-protective 

strategy)，目的在於避免製造出壞的印象(DePaulo, Epstein, & LeMay, 1990; 

Leary, 1983; Schlenker & Leary, 1982)。高社會焦慮者因缺乏自信，加上不

適當的人際互動技巧，所以可能會經歷到較多的人際孤立，而表現出社會

退縮的行為（羅廷瑛，1996）。 

 

Watson 與 Friend(1969)在其研究中亦發現，在社會逃避情境量表上高

分者，喜歡單獨工作，常傾向避免社交活動，較少說話，容易擔憂，而且

往往對社會關係缺乏信心。而 DePaulo, Epstein 與 LeMay(1990)的研究更

是描述了高社交焦慮者在人我互動方面的特徵。在面對訪談時，高社交焦

慮者會刻意與訪談者保持距離，在描述關於自己的故事時也比較簡短、呆

板，也較少自我揭露。 

 

在對大學生所做的社會焦慮相關調查發現，大學生在面對不認識的人

及環境時，會感到焦慮與相當程度的不自在（何春慧，2000）。Segrin(1992)

的調查也指出，個體因過度的社交焦慮而缺乏動力去和他人溝通，進而影

響其社交的表現，逐漸減少主動參與社交的行為。由此可知，高社交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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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在面對人際評價或是陌生的社會場合時，會有抑制與退縮的行為。 

 

（三）情緒和生理反應： 

 

Buss(1980)認為社會焦慮常以「尷尬、羞愧、觀眾焦慮、害羞」等四

種形式表現。尷尬包含了臉紅、傻笑，或是緊張的大笑；羞愧則是有自我

嫌惡、自我貶抑的感覺；觀眾焦慮則是在他人面前會感到緊張、擔心；害

羞則是一種行為的抑制，常伴隨著緊張、笨拙的感覺。 

 

在生理方面，高社交焦慮者在感到焦慮期間，會出現口吃、輕微顫抖、

胸部有壓迫感、呼吸困難、四肢發軟等症狀。嚴重的焦慮者還可能會慌亂

地跑來跑去、急躁、尖叫、大小便失禁、口乾舌燥、冒汗、發抖、嘔吐、

腹瀉、頭昏眼花、下腹疼痛等等（林芥佑，2005）。 

  

二、社交焦慮的臨床研究 

 

若以臨床門診病患為研究對象，可以整理出社交焦慮病患具有四項特

徵(Dixon et al., 1957)： 

（一）害怕不知如何做。 

（二）害怕失去身體的控制。 

（三）害怕引人注目。 

（四）害怕別人的負向批評。 

 

而一項觀察 35 位社交焦慮病患三年的研究結果發現，這些社交焦慮

病患至少有一半的人會具有的下列特徵行為（王舒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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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道並預期別人會批評或非難的對待。 

2. 強烈傾向去反應事實上並不存在的他人批評。 

3. 比別人缺少能力與權力的感覺，自尊較低。 

4. 面對困難時，不知如何改變自己的行為去因應。 

5. 負向的幻想和想像，以致於形成預期性的焦慮。 

6. 對於別人的評價有高度的知覺，並且害怕被評斷。 

7. 有一種「被注視」的感覺。 

8. 有一種對情境的恐懼感，時常意外的退縮。 

9. 有一種被情境「困住」的感覺。 

10.過度誇大緊張和尷尬的感覺。 

11.在社會情境中，易察覺到身體的感覺。 

12.一種不舒服逐漸增高的經驗。 

13.產生不可預期的焦慮反應。 

 

從上述社交焦慮病患的臨床研究，可以歸納出高社交焦慮者在認知、

行為、情緒與生理反應等層面的特質行為。具有社交焦慮傾向的個體在認

知方面會有較多負面的想法，對自己有較多的負面評價及非理性信念；在

行為方面較退縮、害怕他人注視、陷在一個人際僵局裡，且對於他人的評

價會格外敏銳；在情緒與生理反應方面則容易有緊張、尷尬等無法預期的

焦慮反應。而以上臨床的這些研究證據，與前面我們所探討關於社交焦慮

的特質行為是不謀而合的。 

 

參、影響社交焦慮的因素 

     

過去探討個體產生社交焦慮的文獻相當豐富，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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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架構或實證研究來說明。因此研究者整理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論點，並

依照觀點的不同加以說明。 

 

一、社交情境 

 

此派觀點認為，社交情境本身即會誘發具有社交焦慮傾向者緊張、不

自在的感覺。Schlenker 與 Leary(1982)依個體掌控性的不同將互動型態分

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偶然性的互動」(contingent interactions)，此互動模

式不是個體可以掌握的，常見的有害羞焦慮、約會焦慮與異性焦慮。第二

類為「公式化的互動」(noncontingent interactions)，此互動模式為個體可以

掌握的，常見的有群眾焦慮、演講焦慮和舞台緊張等。 

 

Holt, Heimberg, Hope 與 Liebowitz(1992)也將會引起社會焦慮的情境

分成四類： 

（一）正式的演說與互動(formal speaking and interaction)：在觀眾面前說

話、在舞台上演出、在團體中報告、在會議中發言。 

（二）非正式的演說與互動(informal speaking and interaction)：參加聚會、

與陌生人交談。 

（三）肯定性的互動(assertive interaction)：表達不認同的意見、將貨品退

還給商家、拒絕推銷。 

（四）行為的觀察(observation of behavior)：在工作或吃飯時被他人觀察。 

     

其中「正式的演說與互動」類似於「公式化的互動」，「非正式的演說

與互動、肯定性的互動、行為的觀察」則類似「偶然性的互動」。由此可

知，不同性質的社會場合皆會引發社交焦慮者者不安的感受，不管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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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能夠掌握準備，皆能引發其焦慮感，符合特質焦慮與一般性焦慮的特

徵。 

 

二、認知模式 

 

Ellis(1979)從非理性的思考來解釋社交焦慮的成因，他認為 98％的焦

慮都是由於個體太在乎別人的想法所造成的，這種非理性的想法會導致個

體產生焦慮、生氣、沮喪與憂鬱等負向的情緒。因為認知的偏誤，高社交

焦慮者通常會低估他們在社會情境中的社會技巧(Trower, 1981; Edelmann, 

1985)，所以會顯得較為退縮、靦腆。此外，在高壓力的情境中，高社交焦

慮者所出現的負面認知也會較為頻繁(Cacioppo, Glass, & Merluzzi, 1977; 

Halford & Foddy, 1982)。 

 

個體對於社交情境以及負向自我評價的偏見，可能變成相當根深柢固

的思考模式，以致於即使在社交情境中獲得成功的經驗，這樣的思考模式

仍會持續地存在（Poulton & Andrews, 1996）。也就是說，具有社交焦慮的

人，在正向的社交互動中也可能會產生負向的反應，這暗示著認知及行為

的模式可能相當固著(Wallace & Alden, 1997)。 

 

其他研究也指稱高社交焦慮者容易有自我苛責(self-critical)的現象發

生，對於自己的表現比較沒有信心（楊麗英，1991）。由於高社交焦慮者

具有認知錯誤與過度在意他人眼光的傾向，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中總認為自

己表現不佳，而陷入緊張不安的情緒狀態，變成一種因焦慮所引發的人際

困境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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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技巧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個體之所以形成社交焦慮的原因是缺乏適當的社

交技巧（楊麗英，1991），亦即當個體使用不當的社交技巧時，便有可能

對其人際關係形成不良的影響，因而引發社交焦慮。羅廷瑛（1996）將社

交技巧不足而導致社交焦慮的原因整理成下列三種可能性： 

（一）社交焦慮者因缺乏關於某種社交技巧的模式，所以不知道該如何表

現特定的社會反應。 

（二）社交焦慮者可能知道某種特定的社交技巧要如何表現，但在實際執

行時卻發生了問題。這可能與所要表現的社交技巧之次數、持續時

間、強度及形式有關。 

（三）社交焦慮者可能具有社交技巧，也有能力去表現適當的社會反應，

但卻缺乏執行此行為的能力。 

     

從上述三點可知，社交技巧不但是個體所必須學習的重要技能，還需

要實際去練習、運用，否則在人際互動中就容易因技巧的不足而感到困

窘，促發社交焦慮的傾向。 

 

四、自我表現 

 

Schlenker 與 Leary 在 1982 年提出「自我表現理論」(self-presentation 

theory)，其假設為個體總是努力想在他人面前塑造特定的印象，但也擔心

自己的表現是否有效，因而引起社交焦慮。也就是說，個體想刻意塑造形

象的壓力反而帶來了反效果。社交焦慮者對於自己形象的塑造特別在意，

很在乎別人對於自己的看法，常想要控制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而且總想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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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好印象但又常覺得會失敗，故常造成自己的壓力(Miller, 1983)。 

 

根據心理學辭典，社交焦慮是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由於自己在社

會角色與社會行為上無法滿足預定的期待目標時所產生的焦慮（張春興，

1989）。所以，會形成個體社交焦慮的原因之一，有部分是來自於個體的

求好心切，想在他人心中留下完美的印象，但又怕自己無法達成，反而產

生焦慮的感覺。 

 

從以上所整理的文獻可知，社交情境、認知模式、社交技巧的不足，

以及自我表現等四個因素是形成社交焦慮的主要來源。社交情境可歸類成

「外在因素」，而認知模式、社交技巧的不足與自我表現可歸類為「內在

因素」（羅廷瑛，1996）。不管是內在因素或外在因素，社交焦慮發生的

原因不僅複雜，而且總是脫離不了人際互動模式與認知的歷程。人際互動

模式往往可追溯至個體早期與重要他人的關係，特別是與父母親之間的關

係；而認知歷程則與內在的基本假設有關，牽涉到早期的童年經驗，特別

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各種經驗，這些都是個體在情感與理智的運

作之中所衍伸出來的，也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地方。 

 

肆、社交焦慮的測量 

     

回顧關於社交焦慮的測量工具，大部份都是屬於受試者自陳式量表或

問卷。研究者根據所整理之文獻，依照年代的先後順序，介紹各種有關於

社交焦慮的量表，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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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交焦慮的相關量表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社交逃避和苦惱量表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 

Waston 與 Friend (1969)
評估主觀社會焦慮與

逃避社會互動的傾向 

自我意識量表的社會焦慮分

量表 
(Social Anxiety Subscale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Scale) 

Fenigstein, Scheier 與 
Buss(1975) 

評估在各種社會系絡

中的焦慮與抑制行為 

害羞量表 
(Shyness Scale) 

Cheek 與 Buss(1981) 
評估主觀的社會焦慮

與行為的抑制 

溝通恐懼量表 
(Personal Report of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24, PRCA-24) 

McCroskey(1982) 

評估溝通中的社會焦

慮，包括公眾演說、會

議討論、團體討論及兩

人互動等四個不同的

情境。 

互動焦慮量表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Leary(1983a) 

評估獨立於抑制與逃

避行為之外的主觀社

會焦慮。 

兒童社交焦慮量表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 SAS-C) 

La Greca, Dandes, Wick, 
Shaw 與 Stone (1988) 

評估兒童在新環境與

一般環境下的社會逃

避，以及對負向評價的

恐懼。 

社會恐懼與焦慮量表 
(Social Phobia and Anxiety 

Inventory) 

S.M. Turner, Beidel, 
Dancu 與 Stanley 

(1989) 

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焦

慮的感覺以及想法、身

體上/生理上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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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續）社交焦慮的相關量表 

 

 

從以上各種測量關於社交焦慮的量表可知，社交焦慮測量的內容從個

體主觀的焦慮感受到生理症狀，同時也包含在不同社交情境中所表現出來

的抑制、退縮行為。因此，研究者認為，透過自陳量表的方式，測量個體

在不同社交情境與對象的主觀焦慮感受，是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 

 

何春慧（2000）研究我國大學生的社會焦慮發現，在「與權威人物互

動」、「在陌生情境中與他人互動」以及「在社會互動情境」會感到緊張、

焦慮。又以在社會互動情境中最感到緊張、害羞，其中包含了與異性的談

話；其次是面對權威人物時會感到焦慮，例如老師、上司、面試等；而在

陌生情境中如宴會、舞會、陌生人等則焦慮感較低。侯怡君（2004）針對

害羞的大學生進行質性訪談發現，「公開場合的表現」是最感到困擾的社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社交互動焦慮量表 
(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SIAS)和社交恐懼量

表(Social Phobia Scale, SPS) 

Mattick 與 Clarke (1998)
決定社交焦慮的亞

型，以及分析社交焦慮

者害怕的情境類型。 

青少年社交焦慮量表 
(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Adolescents, SAS-A) 

Inderbitezen-Nolan 與
Walters(2000) 

評估青少年在新環境

與一般環境下的社會

逃避，以及對負向評價

的恐懼 

社會畏懼症量表 
(Social Phobia Inventory, 

SPIN) 

Conner, Davidson, 
Churchill, Sherwood, Foa

與 Weisler(2000) 

針對恐懼、畏避、生理

不適三個向度進行評

量，能有效地區分社會

畏懼程度是否達臨床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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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境，因為他們會擔心自己表現不佳，他人會給予負面的評價，其次為

「新的社交情境」。受訪者皆表示身處在新的或是陌生的社交情境中都會

感到不自在，很困難融入團體中，而因為不知如何與人互動，故選擇避免

與他人接觸。但是在預期的社交情境中，則以「上台報告」最令受訪者感

到焦慮，此外還有加入新的團體以及遇到欣賞的異性。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引發個體社交焦慮的主要情境與對象可歸納

為：權威人物、陌生的社交情境、異性或心儀異性、公開場合等。而國內

外的研究都發現，最易引起個體害羞的人物前三名分別是：「陌生人、異

性與權威人物」（蘇素美，1996），故研究者將社交焦慮分成「權威人物焦

慮、陌生情境焦慮與異性互動焦慮」等三個面向，成為本研究的主要探討

因素。 

 

伍、社交焦慮的相關研究 

 

過去文獻當中與社交焦慮相關的論述甚多，在此彙整和本研究相關之

研究結果，綜合討論如下： 

 

一、社交焦慮與社會活動參與的程度 

 

具有社交焦慮傾向的個體，面對社會性的活動會較為退縮，主動參與

的意願也較低(Schmitt & Kurdek, 1984)。Haemmerlie, Montgomery 與 

Melchers(1988)以 101 位研究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社會焦慮與社會適應功能

的相關，發現高社會焦慮者有較弱的社會人際網路，且互動範圍僅限於以

家族系統為首的親屬支持網路。因為參與社會活動的頻率較低，所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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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去拓展自己的人際交友圈，只願意接近家人或是親密的友人。 

 

二、社交焦慮與自我觀念、外控信念 

 

具有社交焦慮傾向的個體自我概念較差，且自覺在社會情境中無法掌

控。因為對於社交能力以及社會行為缺乏信心，以致於對自我的評價較

低，認為表現不佳是因為本身的缺陷所致，顯露出失功能的錯誤認知

(Schmitt & Kurdek, 1984)。Geist 與 Borecki(1982)以 143 位大學生為研究對

象，發現高社交焦慮者比中、低社交焦慮者表現出較高的外控行為且缺乏

自信，原因為高社會焦慮者感到自己較難控制生活中的獎賞，且在過去的

經驗當中很少被人重視，因此在社會情境中會對於他人的線索較為敏感。 

 

三、社交焦慮與人際關係 

 

被同儕團體忽視或拒絕的兒童與成人，相較於同輩會表現出較多的社

交焦慮(La Greca & Stone, 1993)。La Greca et al., (1988)以287位二到六年級

的兒童為研究對象，探討人際關係與社會焦慮的相關。其研究結果發現，

被同儕排斥的兒童，最容易感到社會焦慮。依照Freud性心理發展階段，二

到六年級的兒童正值潛伏期(latency stage)階段，此時友伴關係與學校活動

是他們最主要的發展重心，對於無法融入團體或盡情參與社會活動的兒童

而言，其社交焦慮必然升高。而另一方面又因為社交焦慮的特質，讓他們

更加退卻於社會的互動，人際網路相對薄弱。進入中學時期之後，隨著同

儕社群的逐漸增加，同儕團體的參與程度變成是一項重要的同儕關係指標 

(La Greca & Prinstein, 1999)，親密的友人開始取代父母成為青少年社會支

持的主要來源，並成為自我概念及幸福感的重要根據(Furman & Buhr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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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此時若參與同儕的情況不佳，缺乏相處與交往的機會，便容易感

到孤獨疏離。 

 

Geist 與 Hamrick(1983)以 289 位大學生做研究，發現高社交焦慮者有

較高的順從性，表現明顯得順從他人的判斷和意見。即高社交焦慮的個體

比較不敢表達自己的立場，為了避免和他人意見不合或衝突，只好聽從別

人的意見，喪失自我的判斷性。 

 

從以上關於社交焦慮的研究結果可以推知，社交焦慮對於個體的生活

適應、自我概念以及人際關係的發展皆有不利的影響。高社交焦慮者對於

社會活動習慣採取被動的態度，一方面希望獲得他人的喜愛，但又害怕自

己不被團體所接納，只好選擇「從眾」或是逃離人群。而不良的群我關係

又會影響其自我概念的發展，加上過低的自我評價與欠缺自信，在社交情

境中便容易促發不適應的焦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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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我分化」的理論基礎 

 

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是 Bowen 家族治療的核心概念，也是

多世代家族治療理論的基礎。分化(differentiation)最早是生物學的專有名

詞，原本的意思是「有機體的細胞發展，相同的物質細胞分化、分離後，

仍保留有機體中相關的功能」（引自陳靜宜，2001 P17）。Bowen 首先借用

分化這個詞，並以「自我分化」的概念說明個體能與家庭建立正向的情緒

關係，又能保有自主性功能的發展情形（高明薇，1996；劉姿君，1993；

Papero, 1990）。以下說明自我分化的定義、測量工具，以及相關的研究。 

 

壹、自我分化的定義 

 

茲將研究者所回顧之國內外自我分化相關文獻，整理並分述如下。  

 

一、自我功能觀 

 

Bowen在1978年提出「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概念，定義

為個體在情感和理智的運作之間，融合或分化的程度。此觀點是將自我視

為一個功能運作的單位，能夠有效區分情感和理智的運作。自我分化為個

體基本分化的水準，指個體與他人保有情緒接觸的同時，還能維持情緒功

能的自主性，也是個體逐漸從家庭系統中獨立的過程，在面對壓力的情境

仍可以展現客觀、理性的行為(Kerr & Bowen, 1988)。 

 

自我分化可從個體在兩個向度中的表現來理解。第一：個體在情感和

理智的運作歷程中取得平衡的程度；第二：個體在關係中能否同時擁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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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性與自主性。此外，Bowen也認為自我分化具有普遍性，每一個人都能

被分類在同一個連續的向度之中(Bowen, 1978)。亦即，每個人都具有自我

分化的現象，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透過情感與理智歷程的協調，

以及在親密關係中維持自主性的能力，可以看出個體自我分化的程度。 

 

二、家庭系統觀 

 

依據 Bowen 多世代家族治療理論，自我分化應用在心理治療上是指個

體有能力去區分情感與理智的運作歷程。較好的自我分化能讓個體在重要

的關係當中表達出「我立場」(I-position)的觀點，不管是身處於一段強烈

情感關係之中，或是在一個曖昧不明的環境裡，都能保持一種自我感

(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有類似的研究認為，自我分化是個體

在面對一個具有順從群體壓力的情境時，能夠了解人我之間的差異性，且

能保有自主性的程度(Papero, 1990)。 

 

根據家庭系統的觀點，自我分化可以說是個體的自我與家庭系統之間

個體化或是混淆的程度，即個體與家人之間的情感型態，依賴或是獨立的

程度為何（賈紅鶯，1991）。Harkness, Swenson, Madsen-Hampton 與

Hale(2001)也從家庭系統的角度來解釋自我分化的概念，當個體的自我能

脫離家庭的情緒型態而在心智上與情感上獨立，且能具備個體感以及家庭

的隸屬感時，就是具有良好自我分化的特質。 

 

國內也有研究針對個體與家庭成員的關係來說明自我分化的意義，其

中有兩個向度和家庭系統有關，分別是個體與家人之間的黏著程度和去三

角關係。首先從個體與家人之間的黏著程度來討論，Bowen 認為個體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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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個別性」(individuality)與「一體性」(togetherness)的需求，而一體性

的需求則容易對人產生依戀導致融合的發生。當個體與家庭情感的黏著程

度越強時，就容易產生過多的融合，而失去個別化和自主性的發展（劉美

娜，2003）。 

 

其次從去三角關係來看，父母會將問題透過代間傳遞的過程移轉至小

孩身上，因而形成三角關係（劉美娜，2003），特別是那些低自我分化的

孩子。因此，自我分化對於個體在家庭系統中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低自

我分化的個體在家庭中不但會呈現出情緒依戀與黏著的現象，而且易捲入

父母的問題而形成三角關係。 

 

三、人際能力觀 

 

自我分化不只能有效區分情感和理智的運作歷程，對於人際關係也有

一定的影響。Bowen 認為自我分化包含兩種能力：一種是個人內在的能

力，這是說個體能夠區分思考和感覺系統，屬於前述自我功能的觀點；另

一種則是人際互動的能力，也就是個體在與重要他人維持親密關係時，還

能保有自主性的能力(Bowen, 1976, 1978)。研究發現，具有較好分化的成

人能夠適當反應、感受、調節他們的情緒，妥善處理模稜兩可的情境，在

親密的關係中也較能保持鎮定(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換言

之，高自我分化的個體能與重要他人建立起親密的連結，卻不會受到對方

思考和情緒的影響，亦即在情緒化的人際互動關係中，認知、行為和情感

層面都不會受到對方的影響(Friedman, 1991)。 

 

Skowron 與 Friedlander(1998)也表示，高自我分化的個體能經驗到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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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但能保持冷靜，在面臨受支配的環境中可以進行邏輯性的推理，能

有效因應壓力，具有彈性。在親密的關係中能適當地平衡情感和理性，維

持自主性的思考以及自我的一致；反之，低自我分化的個體傾向有較多的

情緒性反應，在壓力下難以清楚地思考，在親密關係中很難保有堅定的自

我感(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又因為情感和理智產生融合，所

以在決策過程中會身陷於情感的困境(Bowen, 1976; Kerr, 1985)。可見，自

我分化是個體選擇使用情感反應或是理性思維來進行功能運作的一項重

要因素(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1)。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自我分化對個體的發展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也是判斷身心健康的一項重要的指標。對未分化的個體而言，情感需求或

是內在的不安全感會迫使他們放棄發展自己的個別性，以便從他人的身上

得到愛和接納；而分化的個體較能認同自己的身份，不但可以追求親密的

關係，還可以致力於有意義的目標，達成人生各方面的成就(Wilie, 1991)。

所以，在面對重要他人時，擁有較好自我分化的個體可以在認知、行為及

情感上獨立於他人，卻不失親密的感覺，同時也較不會受到他人的影響而

改變自身的反應與決定。 

 

研究者認為，自我分化除了能代表個體自我功能中理智的思考與情感

的表達，還包含了原生家庭系統的分化程度，以及人際互動與調節壓力的

能力。職是之故，研究者將自我分化定義為：「個體能有效區分理智與情

感運作的程度，同時兼具自我功能、與父母分化以及人際互動能力等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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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分化的測量 

     

Bowen 以自我分化的概念來說明個體與家庭互動的關係，以及個體與

整個家庭系統的功能水準，而且自我分化還可以用來衡量一個人的基本自

我。為了測量自我分化的概念，Bowen 提出ㄧ種理論上的量尺，用來評估

個體的分化水準，量尺分數由 0 至 100 分，分別代表最低的分化水準以及

最高的分化水準，大部分的個體都會落在這兩極的分數之間。若以 50 分

當成分水嶺，分數介在 0～50 分之間稱為低自我分化者，分數介在 50～100

分之間稱為高自我分化者。爾後，國外又有不同的學者依據此理論，陸續

編製了許多關於測量自我分化的量表。研究者依據國外測量自我分化的相

關量表，整理如表 3 所示（栗珍鳳，1999；石芳萌，2007）： 

 

表 3 國外自我分化的相關量表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自我分化量尺 Bowen(1978) 
此為理論性的評量而非

臨床上的工具。 

自我分化量表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Scale, DOSS) 

Kear(1978) 

測量已婚成人配偶與原

生家庭父母的分化、配偶

間的分化，以及情緒或理

性的態度。 

家庭系統性格量表 
(Family Systems 

Personality Profile, 
FSPP) 

Howard & Garfinkel 
(1980) 

測量成人從過去到青少

年期的行為、想法與觀

點，以及近兩個月的經

驗、想法與觀點。 

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問

卷(A 版)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 PAFS-Q) 

Bray, Williamson & 
Malone(1984) 

測量家庭成員所知覺家

庭系統中之代間家庭互

動模式，適用於成人（已

婚、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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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國外自我分化的相關量表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問

卷(B 版)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 PAFS-Q) 

Bray, Williamson & 
Malone(1984) 

測量家庭成員所知覺家

庭系統中之代間家庭互

動模式，適用於成人（未

婚、無子女）。 

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問

卷(C 版) 
(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 PAFS-C) 

Bray & Harvey(1987) 

測量家庭成員所知覺家

庭系統中之代間家庭互

動模式，適用於大學生

（未婚、無子女）。 

自我分化程度量表 
(Level of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Scale) 
Haber(1990) 

測量青少年的理性與情

感系統功能，分成「情緒

成熟」與「情緒依賴」。

家庭系統分化量表

(Differentiation in the 
Family System, DIFS) 

Anderson & Sabatelli 
(1992) 

測量青少年家庭中次系

統的分化情形，以「雙人

組合」(dyads)作為測量分

析的單位，並以循環詢問

的方式來形成量表。 

自我分化量表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DSI) 

Skowron & Friedland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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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情感反應、採

取我立場的能力、與父母

融合，以及情感切斷等四

個因素，適用於成人。 

自我分化量表（修訂版）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DSI-R) 

Skowron & Schmitt 
(2003) 

以 DSI 量表為基礎，增加

了 12 題「與他人融合」

分量表，以提升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與建構效

度，適用於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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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溯自我分化測量工具的發展，已從原先 Bowen 所提出的理論性概

念，逐漸演變成可實際應用的量表，因素結構也越來越完整，涵蓋對象也

更廣，測量的內容也從原生家庭與配偶系統的分化，擴展至個體的自我和

情緒功能上。由整理的量表可知，自我分化的內涵不但包括了個體所知覺

到家庭系統的分化，也強調自我功能在理性與情緒運作的重要性，此結果

呼應了 Bowen 當初所論述的自我分化理論，也與研究者所整理歸納之定義

相符。 

 

    至於國內的自我分化量表，主要是參考 Bray(1984, 1987)等人編製的家

庭系統中個人主權問卷(Person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System Question, 

PAFS-Q)A、B、C 版本，再加以修訂成適合國內受試者的量表。研究者整

理如表 4 所示（石芳萌，2007）： 

 

表 4 國內自我分化的相關量表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子女自我分化量表 賈紅鶯（1991） 

代間混淆、代間親密、涉入

核心三角關係、同儕個別

化、同儕情緒自主、同儕安

全感、父子（女）聯盟等七

個因素，適用於國小高年級

學生。 

父母自我分化量表 賈紅鶯（1991） 

代間混淆、配偶親密、代間

親密、核心三角關係、代間

三角關係、核心家庭混淆、

配偶混淆等七個因素，適用

於已婚有子女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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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續）國內自我分化的相關量表 

量 表 名 稱 作者/年代 測量的概念內容 

青少年自我分化量表 王嚮蕾（1994） 

與父親密、與母親密、同儕

親密、代間脅迫、代間三角

關係、代間同儕個別化等六

個因素，適用於國中生。 

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量表 劉姿君（1994） 

代間親密、代間混淆-個人

化、代間脅迫、涉入三角關

係、同儕親密、同儕混淆-個

別化等六個因素，適用於大

學生。 

自我分化量表 高明薇（1996） 
代間親密、代間脅迫、同儕

親密、三角關係等四個因

素，適用於高中職學生。 

家庭系統中個人主權量表 郭美岑（1997） 

代間親密、代間三角關係、

核心家庭三角關係、配偶個

別化、代間脅迫、配偶親密、

代間個別化、個人主權等八

個因素，適用於成人。 

自我分化量表 栗珍鳳（1999） 

與父親密、與父個體化、與

母親密、與母個體化、去三

角關係、與同輩親密、與同

輩個體化等七個因素，適用

於大學生。 

自我分化量表 張貝萍（2000） 
代間親密、代間脅迫、同儕

親密、涉入三角關係等四個

因素，適用於國中生。 

自我分化量表 黃慧雯（2002） 

與父親密、與父個體化、與

母親密、與母個體化、去三

角關係等五個因素，適用於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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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 可知，國內自我分化量表主要測量的是世代與同儕之間的分化

程度，雖然涵蓋的受試者從國小學童至成人都有，但較少談及個體自我功

能的部分。為求有效測量個體自我分化中包含理智與情感運作，與重要他

人分化關係等概念，研究者選擇 Skowron 和 Schmitt (2003)所修訂之自我分

化量表修訂版(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ry, DSI-R)為主要的研究工具。

自我分化量表修訂版(DSI-R)包含四個主要因素：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

能力、與他人融合，以及情感切斷，不但能測量個體的自我功能，還包含

了與重要他人的分化關係，同時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較符合本研究之目

的。 

 

參、高低自我分化的特徵 

 

了解完自我分化的定義及測量工具後，我們再來比較不同自我分化程

度的差異性。Bowen 認為高、低自我分化個體最大的差異在於三個方面（徐

君楓，2003）: 

一、堅定的自我感。 

二、在壓力或焦慮的情境下，因應與調適的能力。 

三、兼具親密關係與自主性功能。 

 

高自我分化個體在功能的運作上大多能具備以上三個條件：清楚的自

我意識、妥善因應壓力與焦慮，以及有效獲得親密關係的自我功能。而低

自我分化個體則相對地缺乏獨立、清楚的自我感，無法適當處理壓力與焦

慮的情境，且在親密關係中容易失去自己。因此，低自我分化的個體在面

臨情緒被挑起的狀態時，容易產生三種應對的模式，分別是:「自我防衛」、

「反擊」以及「退縮的反應」（徐君楓，2003； Bowen, 1978）。從以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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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文獻比較可知，低自我分化個體在處理關係中的緊張或焦慮時，因缺

乏良好的應對能力與自我功能，可能導致許多不適應的行為。 

 

綜觀國內學者王嚮蕾（1994）、栗珍鳳（1999）以及徐君楓（2003）

等人的研究，研究者將高、低自我分化者的特徵整理如表 5 所示： 

 

表 5 高、低自我分化者的特徵 

高 度 自 我 分 化 者 低 度 自 我 分 化 者 

1. 較低的慢性焦慮。 

2. 有自信，在具有情緒或壓力的情

境下仍能維持自我感。 

3. 可以適度調和情感和理智的功

能，且能自由選擇使用哪一種功

能來運作。 

4. 有能力與他人維持適度的親

密，在個體化與親密之間能夠取

得平衡。 

5. 對於團體間的不一致能做理智

上的覺察，能依照理性而非情感

上的被認同而做出選擇或拒絕

參與的決定。 

6. 對自己有合理的評價。 

7. 面對生活壓力有彈性，適應力

佳。 

8. 在重大壓力下才會出現症狀，有

較好的復原力。 

1. 較高的慢性焦慮。 

2. 無法區分情感與理智，傾向使用

情感的功能來運作。 

3. 缺乏自主性功能。 

4. 和他人有過多不適當的情緒介

入，不是過於親密就是過於疏

離。 

5. 易產生焦慮而導致功能失調。 

6. 群體的力量將支配個體的思考 

系統，易尋求他人的認同感。 

7. 和他人建立關係時會產生較多

的融合，需要他人以維持功能。

8. 對自己的評價不是過高就是過

低。 

9. 面對生活壓力和焦慮時較無彈

性，適應力不佳，導致關係的失

衡和發生症狀的可能性。 

10. 較易因壓力而出現症狀，也較難

從病徵中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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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上述高、低自我分化者之特徵，在遭遇壓力或焦慮時，高度自我

分化的個體相較於低度自我分化的個體，仍能維持一定的自我感，有內在

的自我評價與自信心。在引起個人情緒反應的情境中，出現較少的情感反

應，並且能在自主性與親密感之間取得平衡，減少融合的現象。再者，在

群體中不會人云亦云，有自己的理智判斷和信念，表達出我立場的訊息，

並能與重要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不至於太過疏離或使用情感切斷的行為

模式。此外，低度自我分化的個體也會出現較多的慢性焦慮，加上不適應

行為，容易導致功能失調和症狀的發生。因為缺乏自信及良好的內在評

價，只好尋求他人的認可，在此過程中不但喪失自我的獨立功能，也形成

過度的融合。 

 

    從上述的比較可知，自我分化的特徵確實包含了個體的自我調節功

能，以及與他人分化或融合的程度，十分符合研究者所歸納之自我分化定

義與所選擇的測量工具－自我分化量表修訂版(DSI-R)。 

 

肆、與重要他人自我分化之關係 

 

從前述自我分化的定義可知，自我分化的核心概念包含個體在情感上

與理智上的運作歷程，以及在重要的關係之中能否兼具親密性與自主性。

Bowen 的理論也提及自我分化具有普遍性，個體皆有自我分化的現象，只

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而影響個體自我分化的主要對象，最關鍵的人

物莫過於主要照顧者，一般而言父母常通扮演著這個角色，因此探討和父

母的分化關係，便是研究自我分化的核心要素。研究指出，患有精神分裂

的父母較易與他們的子女產生融合的現象，且融合的可能性遠大於其他心

理疾患或是沒有任何心理疾患的父母親(Wichstrom & Holte, 1995)。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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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對於個體發展自我分化的過程，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青少年階段是個體開始要在心理上和家庭分離，同時培養獨立與自主

性的開始，但另一方面仍想依賴父母，獲得支持與接納。而青少年在自我

分化的過程與父母的關係越有正向的親密，並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認可，

則在自我分化的過程中，所引起焦慮的程度越低。相反地，青少年在自我

分化的過程中獲得父母的支持與認同越少，越難感受到與父母的親密時，

則可能會促使青少年退縮回原本和父母的共生階段(symbiotic stage)，限制

了自主發展的可能性(Stutman, 1984)。 

 

實證研究指出，青少年自我分化因素預測情境焦慮的所有變項當中，

最具有預測力的是「與母親的代間親密」，顯示在家庭中青少年與母親的

關係越親密，內心越受到母親支持，則情境焦慮的程度越低（王嚮蕾，

1994）。對個體而言，自我分化影響最大的便是最初的照顧者，通常是母

親，對個體情緒上最有意義，且最重要的支持者大部分也是母親，母子關

係親密與否常對個體的焦慮有重大的影響(Kerr & Bowen, 1988)。亦即越是

能與母親形成良好的自我分化，就不易產生情境焦慮，在面臨高壓力或是

特殊的社交情境時，也較不會感到害怕。 

 

而在青少年自我分化因素預測特質焦慮的所有變項當中，最具有預測

力的是「與父親的代間親密」，顯示青少年與父親的關係越親密，其特質

焦慮越低（王嚮蕾，1994）。根據 Bowen 理論，在家庭的親子關係中，在

母親欲拉進子女形成三角關係時，父親通常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此時若父

親能知覺到母親的焦慮，而在情感上提供支持，或是協助母親共同解決問

題，則可以避免子女涉入三角關係；反之，若父親未能及時覺察或無法幫

助母親解決焦慮時，則會促進母親與子女聯盟而形成三角關係，同時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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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在該關係中吸收到焦慮（王嚮蕾，1994）。當子女身陷三角關係而學

習到父母不良的自我分化與焦慮時，就有可能產生較多的特質焦慮行為。 

 

總之，個體如果和父母形成良好的自我分化，建立平等、信任、安全

的關係，並願意親近和表露自己，則越能夠去發展與探索，並決定出自己

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呈現出「自主認定」的狀態。相對地，若是與父母

之間並沒有良好的自我分化，則會變成「他主認定」者，意思是當個體面

臨忠誠衝突、與父母一方形成代間聯盟或者涉入三人之間的情緒混淆時，

就會傾向於尚未探索就以父母的意見來決定自己的人生觀。低分化的子女

在做決定時，會感受到父母的期待與壓力，也害怕讓父母失望，所以在未

經充分探索前就依父母的期望來做決定（黃慧雯，2002）。Anderson 與

Fleming(1986)也有同樣的發現，融合的關係會使個體分不清自己和父母的

需求，於是個體會努力尋求父母的認同和關愛，而缺乏足夠的力量進行自

我決定的活動。 

 

Bowen(1978)曾表示個體發展自我分化的最佳時機就是離開原生家庭

建立自己的生活時。由此可知，個體不只是早期的發展重要，青少年晚期

或成人早期也是發展自我分化的一個重要階段。個體如果從小就有良好的

自我分化，到青春期時便能和他人發展出良好的關係。若是早期未分化的

危機再度出現，可能因為家庭強大的連結力量以及和父母的情緒混淆，而

放棄了個體化的發展，或以情緒切斷的方式來處理人際的議題，因而產生

情緒的衝突與慢性焦慮（黃慧雯，2002）。也就是說，假使個體未在早期

發展出良好的自我分化，在長大之後的成年時期，不管是與外界互動，或

欲和他人建立親密關係，都有可能產生困難。基於早期發展的重要性，與

父母的分化關係，便是影響個體能否順利自我發展的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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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我分化與人際互動、焦慮的相關研究 

     

當初 Bowen 在闡述自我分化的相關概念時，並沒有特別針對人際互動

以及焦慮等議題來做論述，但根據 Bowen 早期的研究可發現，傾向與他人

融合的個體，在與重要他人分離時易被其分離的焦慮所控制，因而導向情

緒切斷的行為；此外，在具有情緒性的親密關係當中，會產生較多的焦慮

性反應(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因此雖然 Bowen 對於人際互動

以及焦慮的相關議題著墨不多，但我們可以知道自我分化對於個體的人際

關係以及焦慮因應確實有一定的影響。以下分別依照自我分化與人際互動

的關係，以及自我分化與焦慮的關係來逐一說明。 

 

一、自我分化與人際互動的關係 

 

對於人際關係，Bowen(1978)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自我分化

是個體在體驗親密性的同時，卻能獨立於他人的能力。較高自我分化的個

體在關係中能採取「我立場」的態度，也就是維持一個清楚的自我感，當

他人施加壓力時，還能夠理性地支持個人的信念。透過 Bowen 的定義我們

可以知道，誠如前面所整理的自我分化概念，自我分化亦是一種人際互動

的能力，個體一方面能和他人建立起親密的連結，也能同時保有自主的功

能運作。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分化可以構成一個彈性流動的界線，讓個體

能與他人有適當情感的親密，達到生理的和諧，而不會有和他人融合的情

形出現(Bowen, 1978; Kerr, 1988)。 

 

至於不同程度的自我分化對於個體在人際互動的表現到底有何影響

呢？Skowron 與 Dendy(2004)提出了這樣子的看法，他們表示較好的自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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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使個體在一段緊密的關係中發展出自主性，適當的擁有親密感，並

避免使用融合或是情緒切斷的方式來控制人際之間的緊張感；反觀在同樣

的狀況下，較差的自我分化會使個體採用人際疏離的模式來處理自己在關

係中的焦慮(Kerr, 1992)。 

 

因此，我們可以說，自我分化能幫助個體在人際之間取得平衡，同時

適切地體驗親密與自主，不過份的依賴對方以獲取安全感，也不用逃避或

是遠離他人的方式來掩飾自己的焦慮。國內學者也有相似的結論，在親密

的關係當中，高自我分化者因較有彈性，可以接納不同的意見，所以能維

持「我立場」而不會有被遺棄的擔憂，同時享受親密卻不會感到窒息；相

對地，低自我分化者容易受到對方想法或感受所影響，甚至為了取悅對

方，而以一種「虛假自我」(pseudo-self)的態度來順從對方，以獲得對方的

喜愛（陳靜宜，2001； Kerr & Bowen, 1988）。    

 

綜合中外學者之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高自我分化個體因為具有自信

心和自主性，所以在人際互動時不會因為他人的情緒渲染而委屈自己，還

是能以真實的我去和外界互動，並保持著親密的依附關係；但是對於低自

我分化的個體，因為內在有尋求他人認可的需求，加上情緒易受他人反應

而變動，因此在人際互動上會呈現出刻意疏離的狀態，人我關係的界線則

缺乏彈性。由此可知，自我分化與個體在人際互動上的適應力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 

 

二、自我分化與焦慮的關係 

 

如前面高、低自我分化的特徵所述，低分化的個體會經驗到較多的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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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焦慮(Bowen, 1978)，基本分化的水準越低，其慢性焦慮的平均水準就越

高(Kerr & Bowen, 1988)，亦即焦慮水準和自我分化是成反比的關係。 

 

Bowen 認為，高分化的個體傾向有較好的心理適應。Schnarch(1997)

提出，自我分化包含了可以減低個體焦慮以及避免被他人的焦慮所壓迫的

能力；另一方面，低分化的個體在壓力下容易變得失功能，也因此會遭受

到較多的心理及生理症狀，例如：焦慮、憂鬱酗酒、精神疾病等(Bowen, 1976, 

1978; Kerr & Bowen, 1988; Cf., Skowron & Friedlander, 1998; Titelman, 

1998)。   

 

當面臨焦慮時，低自我分化的個體會產生兩種不同的反應模式，第一

種是「與他人產生融合」；第二種則是相反地採用「情感切斷」的方式，

將自己在情緒上和生理上都與他人隔離(Kerr & Bowen, 1988)。傾向與他人

融合的個體會因為重要他人的獨自行為而感受到分離的焦慮；而採取情感

切斷方式的個體在回應重要他人的情感議題時會傾向有焦慮感。簡單說

來，低自我分化的個體習慣用「人際上的距離」來處理自身的焦慮感，並

且十分在意重要他人接納或是拒絕的態度(Kerr, 1992)。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知，自我分化確實和個體的焦慮有關，諸多學者也

提出了相似的看法。Skowron 與 Friedlander(1998)表示，較高的分化水準可

以預測出較低的特質焦慮水準和較少的心理症狀，而家庭的分化則可以預

測青少年的害怕、擔心、特質焦慮和情境焦慮的水準(Gavazzi, Anderson, & 

Sabatelli, 1993 ; Gavazzi, Goettler, Solomon, & McKenry, 1994; Tuason & 

Friedlander, 2000)。另外，相關的研究也證實成人分化的問題和其心理困擾

(Peleg, 2002; Skowron & Friedlander, 1998; Tuason & Friedlander, 2000)以及

問題解決能力的不足(Murdock, Gore, & Horosz, 1998)有關。因此，當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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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低時，接踵而來的可能就是心理方面的困擾，以及因缺乏問題解決能力

所導致的焦慮。 

 

在低分化的家庭系統中，當某個低自我分化的成員變得焦慮時，整個

家庭系統便會產生融合的現象，家庭成員間的界線也變得較為模糊。隨著

融合程度的升高，個體對於其他人緊張和焦慮的情緒反應也會越多(Bowen, 

1978)。Kerr 與 Bowen(1988)相信，個體在家庭中所達到的自我分化越少，

就可能產生越多的焦慮，所以慢性焦慮的程度可以視家庭系統的分化程度

而定。在分化良好的家庭中，因為慢性焦慮的出現較少，所以兒童所吸收

到的焦慮也會比較少；反觀在分化不良的家庭中，因為慢性焦慮的出現而

讓小孩逐漸吸收，對於他人焦慮的反應也會特別敏感，反而導致父母更為

焦慮(王嚮蕾，1994）。 

 

以上的研究皆顯示，自我分化和個體的焦慮的確有一定程度的關連。

高度自我分化的個體除了有良好的心理適應行為，也會減少心理症狀的發

生率；低度自我分化的個體不是因害怕與他人分離而產生融合現象，就是

擔心受到他人的拒絕而陷入情感切斷的困境之中，這些特徵都呈現出比高

度自我分化者有較多的非適應行為和心理困擾。 

 

    根據自我分化與人際互動、焦慮的相關文獻，研究者認為，個體因自

我分化程度的不同，在處理人際關係與自身焦慮的議題，特別是重要親密

的關係，便會有所差異。自我分化不良的結果，讓個體在人際互動中常害

怕負向的評價與情緒的波動，擔憂不被人所接納而心生焦慮，這樣焦慮的

狀態又是其所難以調適的，進而產生與他人融合的現象，或是使用逃離的

方式，呈現出情感切斷的人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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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研究 

 

壹、家庭的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 

 

Olson 和同事們發展出一個婚姻與家庭系統模式，此模式說明了家庭

分化的程度，可以從兩個面向去說明：第一個面向是「黏密性」，指的是

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情感連結；另一個面向是「適應性」，指家庭系統有

能力去改變它的權力結構、角色的關係，以及在面對情境或發展性需求時

的規範。黏密性的家庭分化程度較低，成員彼此間情感涉入過深，缺乏個

體的獨立功能。適應性的家庭分化程度較高，家庭間的權力與結構具有彈

性，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而做調整，家庭成員彼此間仍有自主的能力(Olson, 

Portner, & Lavee, 1985; Olson, Russell, & Sprenkle, 1983; Olson, Sprenkle, & 

Russell, 1979)。 

 

在融合的家庭中可以發現，高的黏密性與年輕成人的沮喪(West, 

Ginter, & Zarsky, 1989)以及焦慮有正相關(Messer & Beidel, 1994; Larson & 

Wilson, 1998)。黏密性越高，代表家庭的融合度越高，父母親呈現過度保

護子女的現象，抑制了個體化的歷程和心理的成熟度(Barber & Buehler, 

1996; Kohlmann, Schumacher, & Streit, 1988; Larson & Wilson, 1998)，對個

體的成長和發展都有不利的影響(Epstein, Bishop, & Baldwin, 1982)。

Teichman 與 Ziv(1998)也提出兒童的特質焦慮程度和家庭的黏密性有關。

根據第一節關於社交焦慮的文獻整理，社交焦慮具有特質焦慮的性質，因

此我們可以說，家庭系統的分化與融合度可能也和兒童的社交焦慮有關。 

 

高度融合的個體容易發生「固著」的現象，會顯得較為固執且喜愛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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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因缺乏堅定的信念，所以只好不斷尋求他人的認同(Bowen, 1976, 1978; 

Skowron & Friedlander, 1998)。融合的程度正是自我分化的一項指標，當家

庭系統呈現出融合的狀態時，意謂著家庭成員間的自我分化程度較低，在

社會情境中感受到壓力時，就容易受到他人情緒、意見之左右，促發社交

焦慮發生的可能性。 

   

貳、父母的分化程度與子女的社交焦慮 

 

對個體來說，原生家庭中影響最深的重要他人便是父母。那父母的自

我分化程度是否也會對個體各方面造成重要的影響呢？Buss(1980)指出，

易於受他人意見影響的父母，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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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許多行為往往是透過社會化的歷程

而學習的，在這樣的歷程中，父母通常是孩子們最佳的示範。當父母表現

出易與他人融合，或是缺乏自我主見時，兒童便會內化而成為自我特質的

一部份，所以當面臨社會的人際評價時，就會感到害怕。 

 

賈紅鶯（1991）曾以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生與其父母親為研究對象，

對 Bowen 的家庭系統理論做驗證，發現父母的自我分化會透過先影響子女

的自我分化，再影響子女的社會適應水準，Bowen 稱之為「代間的傳遞歷

程」。所以自我分化程度越高的父母，子女的自我分化程度也會越高，反

之亦然。研究發現，父母的自我分化越高，子女與家庭、學校、同儕關係

中則越有隸屬感。可見良好的自我分化對子女來說不是與父母情緒切斷，

而是更能經驗到父母的相屬。父母越能自我分化，子女便能感受到較多的

正向親密感，而較能知覺到在家庭中的自我界線，不會涉入父母的三角關

係。反觀若是父母的分化較低時，子女的自我界域不清楚，無法辨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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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的需求，在社會關係中也無法與他人建立清楚的界線，建立適當的

社會標準。可想而知，父母的分化程度，對子女參與社會活動及人際交往

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低自我分化的父母可能會阻礙子女發展出良好的自我

分化，使子女缺乏建立適當社會標準的能力，在社交情境中，就容易與他

人融合，而衍生出較多的社交焦慮。 

 

Bowen(1978)曾提及，當父母親與子女的融合程度越高時，父母親可

能會過度地保護子女，或是過度為他們負責，而減少了他們為自己負責的

機會。在這樣高度融合的狀態，子女會有被父母親「抓住」(caught)的感覺，

因而產生焦慮的感受(Katz, Wilson, & Gottman, 1999)，這樣焦慮感受會延伸

至成年之後，特別是對於人際網絡的發展。這意謂著，子女並不是在家庭

裡才學到焦慮，而是在社會情境中與其他人互動時也會感到焦慮(Peleg, 

2002)，也就是社交焦慮。所以，與他人融合的程度對於社交焦慮的形成確

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參、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 

 

一、自我分化與壓力的因應 

 

自我分化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能夠去處理生活中的壓力，不管個

體位在自我分化量尺上的哪個點，只要遭受到足夠的壓力，就會引發生

理、情緒或社會的症狀。然而，自我分化程度越佳的個體，能夠克服的壓

力也就越多(Kerr & Bowen, 1988)。 

 

當個體的自我分化較佳時，往往具有較好的能力去抵抗壓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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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會使用積極、客觀、聚焦在問題等解決方式去處

理壓力事件，而非以逃避或情感導向的方式來回應(Murdock & Gore, Jr., 

2004)。意思是說，好的自我分化可以使個體採取較為積極、正面的態度去

面對生活中可能的壓力源，而當個體自我分化的程度較差時，在面對壓力

時就會顯得被動、消極，甚至會受到他人驅使而被激起情感的反應，例如

社會情境中的壓力。而社會情境的壓力往往是引起社交焦慮的重要來源，

當一個低自我分化的個體處在具有壓力的社會情境中，例如當眾演講、參

與陌生的聚會，就容易害怕、退縮，同時知覺到焦慮不安的感受，甚至產

生不適應的行為。  

 

從上述的觀點可知，自我分化越高的個體，就越能避免壓力的傷害，

但是同樣的壓力對於低自我分化的個體則可能造成不良的後果。所以，低

自我分化的個體比高自我分化的個體容易經驗到更多的功能障礙，這樣的

差異性又會透過壓力的情境而惡化(Murdock & Gore, Jr., 2004)。 

 

二、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相關研究 

 

Peleg 在 2002 年對 117 位大學生進行施測，並運用多元回歸的方法分

析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生理症狀的相關性。結果發現自我分化和社交焦

慮、生理症狀具有負相關，亦即高自我分化的大學生，其社交焦慮越低，

也較少出現生理的症狀。以下便以該研究的結果，分項逐一說明。 

 

（一）情感反應： 

具有高情感反應的個體傾向對獎賞和批評較為敏感，對於自我易產

生不真實的評價，在社會或親密的情境中容易感到焦慮，因而導致焦慮



 61

的行為，同時也擔心重要他人的責難(Peleg, 2002)。而情感的反應會受到

分離焦慮所驅使，例如：害怕與重要他人失去連結(Guerin, Fogarty, Fay, & 

Kautto, 1996; Skowron, 2000)。在分離的社會場合，高情感反應的個體會

因為無法忍受焦慮而受其影響，顯示低自我分化的個體會無法忍受分離

而有社交焦慮的傾向。 

 

（二）採取我立場的能力： 

      高度融合的個體會有較多虛假的自我，較少基本自我 (Bowen, 

1978)，而基本自我也代表自我分化的水準，所以個體與他人融合的程度

越高，自我分化也越低。基本自我也是個體能採取我立場的能力指標，

其意義為個體的需求、信念、希望與限制，不會受到人際型態、壓力、

權力、同意等因素的影響。反之，虛假的自我則是經由在人際關係中獲

得讚賞而建立的，以虛假自我為主的個體，在社會情境中會體驗到較多

的焦慮，也因此限制了他們發展採取我立場的能力(Peleg, 2002)。正由於

無法適當表達自己的看法，只追求他人的認可和同意，隱藏了自己真正

的需求和希望，因此在社交關係中，便會為了討好他人而促發社交焦慮

的可能性。 

 

（三）和他人融合的程度： 

Peleg 與 Dar(2001)認為，在過於緊密與融合的家庭中，由於情緒較

為依賴，個體缺乏自主性，可能會導致兒童的困擾、壓力與焦慮，而這

樣的影響不但會影響在學的兒童，也會持續到青少年與成人時期(Peleg, 

2002)。他們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小孩的社交焦慮和家庭的融合程度成

正相關。即在融合家庭中成長的兒童，易受家人影響左右，同時又缺發

自主性的發展，長大之後就可能是社交焦慮的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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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感切斷： 

高度的融合也象徵情感的切斷。情感切斷被視為是一種混合焦慮的 

行為表現方式，也代表個體害怕因為別人而喪失自我感(Bowen, 1978; 

Kerr & Bowen, 1988)。但是情緒切斷只是個暫時性的解決方案，事實上，

它只是在避免去處理真實的感覺。這種處理模式不但無法降低焦慮，反

而可能使個體在社會情境中顯得更為脆弱。因此，一個低自我分化的個

體，在社會互動中為了避免受傷或是失去獨立性，選擇透過情感切斷的

方式來保護自己不受焦慮波及，其結果卻只是讓社交焦慮變本加厲而

已。 

 

在Peleg(2002)的這項研究當中，與自我分化相關性最高的社交焦慮因

素是「害怕負向評價」。換言之，自我分化的程度最能夠預測大學生是否

擔心別人負向的批評，自我分化越低者，對於負向的評價越容易感到害

怕。反之，自我分化程度越好的大學生，會經驗到較少的社交焦慮，特別

是比較不會恐懼他人負向的評價。過去的研究結果也支持自我分化和青少

年問題的嚴重性有相關性(Gavazzi et al., 1993)；自我分化和憂鬱、焦慮的

程度也有相關性(Anderson & Sabatelli, 1992)。而Bowen(1978)也認為自我分

化會影響個體的幸福感，以及造成慢性焦慮的發生。 

 

統合國外的研究結果，個體的自我分化和社交焦慮確實有一定的相關

性。那麼對於台灣的大學生而言，是否也存在著相似的關聯性呢？研究顯

示，大學生的自我分化可以有效預測社會活動經驗中的「社團參與程度」、

「打工經驗多寡」、「戀愛經驗」、「父親支持其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以及

「母親支持其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黃慧雯，2002）。即大學生與父母的

自我分化越好，父母就越支持其參與社會性質的活動，例如社團、打工。

同時在異性相處與交往方面，也會有較多的經驗，較不容易害怕與異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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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根據前述的研究，社團參與、打工經驗、戀愛經驗以及社會活動同屬

於社交情境下的產物，大學生在這些社會性的活動上所參與的比例越高，

意謂具有社交焦慮傾向的可能性也越低，而這些都是來自於良好的自我分

化所致。 

 

良好的自我分化不但有助於個體探索各種社會性的活動，也因為獲得

父母的支持，減少融合的發生，較不會恐懼因社交情境所帶來的壓力。在

同儕的互動上，因從小與父母建立良好的分化基礎，所以可以和他人建立

有效的人際關係，維持良好的友誼而不陷入情緒的糾結裡。在個體的成長

過程中，不管是青少年抑或是成人，自我分化都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

特別是對於社交焦慮的作用上，而這也是本研究所要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