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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依據前述之文獻探討、研究方法以及資料分析的結果，做出進

一步的說明，並據此提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全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

針對本研究的代答問題所歸納之研究結果的結論與討論；第二節則說明本

研究的重要發現，同時提出建議與檢討，以作為未來後續研究、親職教育、

諮商輔導及教育介入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學生的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探討重

點為：（一）本研究之測量工具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情形；（二）大學生

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的概況；（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分別

在自我分化程度和社交焦慮狀態的差異情形；（四）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

與社交焦慮狀態的相關情形；（五）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對社交焦慮狀態

的預測情形。茲將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分述如下： 

 

壹、本研究之測量工具的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情形 

 

一、因素分析情形  

 

（一）社交焦慮量表 

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研究者所修訂之社交焦慮量表中的「權威人

物焦慮」、「陌生情境焦慮」及「異性互動焦慮」三個因素之題目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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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各因素的構念，整份社交焦慮量表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3.69

％，顯示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能代表研究者所欲測量的概念。 

 

唯一一題「參加宴會或舞會時，通常都會讓我感到焦慮與不自在」，

原屬於陌生情境焦慮因素的試題，最後卻收斂在異性互動焦慮的因素

裡。推測其原因，可能為宴會或舞會等場合，與異性接觸的機率較多，

特別是類似像舞會這樣的情境，除了陌生的不自在，也包含了必須邀約

與面對異性的焦慮心情。 

 

（二）自我分化量表 

      自我分化量表中的「與父母融合」與「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兩個因

素之題目則完全符合該因素之構念，此結果和 Skowron 與 Schmitt (2003)

所編製的量表一致。 

 

      而「情感反應」因素之題目也幾乎符合該因素構念，只有一題「即

使處在壓力之下我仍傾向保持冷靜」原屬於「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之題

目，最後卻收斂於「情感反應」的因素中。研究者推測可能為該試題所

測量的概念與情感反應有相似之處，且情感反應的概念包含情緒的穩定

性，因此保持冷靜就會是一項重要的特質。 

 

此外，「情感切斷」因素中的題目也幾乎符合該因素構念，唯有一

題「我經常同意父/母親只是為了取悅他」原為「與父母融合」因素之題

目，最後卻收斂於此，研究者解釋如下。 

 

在華人社會中，父母親常代表著權威的象徵，取得雙親的認同和支

持是身為兒女常須面對的家庭議題。而我國大學生似乎將討好父母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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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當作是一種情感抽離的方式，藉由默許父母的表現，避免可能發生

的爭執及情感衝突，同時又能在不違反父母意志下展現出獨立性，頗有

傳統「曲意順從、和顏悅色」的孝道精神。 

 

從上述自我分化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可知，翻譯自 Skowron 與

Schmitt (2003)所編製的 DSI-R 量表，其因素的結構與原量表十分相符，

仍適用於台灣地區的大學生。 

 

二、信度分析情形 

根據信度分析結果，正式的社交焦慮量表各因素的Cronbach’s α值介

於.70 ~ .79之間，而整份社交焦慮量表的Cronbach’s α值為.86，顯示本研究

所使用之社交焦慮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正式的自我分化量表

各因素的Cronbach’s α值介於 .77 ~.90之間，而整份自我分化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88，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自我分化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

一致性信度。 

 

    比較何春慧（2000）的互動焦慮量表與研究者所修訂之社交焦慮量

表，本研究所修訂的社交焦慮量表雖比原量表少一題，但題目更能符合所

欲測量的因素構念，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則介於.70 ~ .79，與原量表

的Cronbach’s α值.71 ~ .76相去不遠，全量表的Cronbach’s α值.86也較原量

表高，各分量表之間呈現中等程度的相關，也較原量表的相關程度要好，

顯示由研究者所修訂之社交焦慮量表確實可供後續的相關研究使用。 

 

貳、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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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之概況 

    我國大學生整體的自我分化平均數為 2.96，顯示具有接近中等的分化

程度。若以四個分量表來看，則情感切斷的平均分數最高，表示我國大學

生較不會使用情感隔離的方式處理與父母的關係，在父母的關係中也較不

會感受到壓抑。次高的為採取我立場的能力，顯示大學生在對抗壓力，表

達意見這個部分也較沒有問題。 

 

    至於情感反應和與父母融合是大學生兩個分化較差的因素，平均數都

低於 3，情感反應甚至只有 2.40，顯示大學生自陳有較高的情感反應現象，

理性作用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而與父母高融合的關係也呈現出華人家庭

文化的特色，例如想要達到雙親的期望，與父母發生衝突時會十分難過，

會時常想聽從父母的建議，以及擔心父母親心理會感到不舒服等等。 

 

二、大學生社交焦慮狀態之概況 

我國大學生整體的社交焦慮平均數為 3.28，顯示具有中等以上的社交

焦慮，其中以權威人物的焦慮最高，其次為異性互動焦慮，最後是陌生情

境焦慮。代表大學生在面對老師、上司等地位較高的人物時，感到焦慮的

狀態會最強。 

 

若分析社交焦慮量表各試題的平均數，可以發現大學生在以下幾個試

題的平均分數較高，分數越高代表焦慮的程度越高。分別為「如果我去找

工作必須接受面試時，我將會感到緊張，平均數 3.79」、「與一個具有吸引

力的異性談話時，我常會覺得緊張，平均數 3.69」、「我很擔心上司或師長

對我的看法，平均數 3.62」、「和一群不認識的人在一起，我通常會感到不

自在，平均數 3.57」以及「和不熟的朋友們聚餐時，我經常會想要逃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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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情境，平均數 3.52」。 

 

參、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分別在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的差

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之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後發現，男、女大學生在「自我分化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因此，

本研究的假設 5-5、5-6、5-7、5-9 獲得支持。這樣的差異顯示在「情感反

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和「與父母融合」三個因素以及整份「自我分

化量表」的得分上。因此，在大學生自我分化的狀態中，男生相對於女生

表現出較少的情感反應，在有壓力的情境中較能表達出自己的立場，也比

較少和父母親產生融合的現象，在整體的自我分化程度上，男大學生也比

女大學生來的好。 

 

    這樣的結果和過去的研究相當一致，亦即在自我分化程度的測量中，

男性的表現大部分比女性為佳。Gilligan(1983)認為，男性與女性在社會化

的過程中並不相同，女性對於人際關係的需求和能力會比男性較為強烈，

而男性相對而言則是比較屬於個人發展中心和成就導向的。因此在社交情

境中，偏好關係取向的女性可能比較容易顧慮到對方的感受及看法，對於

他人的反應也會比較在意、敏感，同時基於華人文化中對女性「順服」的

要求，更是難以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因此在「情感反應」與「採取我立場

的能力」的得分上就容易低於男性。 

 

    國內的研究顯示，大一女生在建立與同儕、父母親的親密關係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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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同年齡的男生高（惠風，1995）。也就是說，不管是一般的朋友或是自

己的父母親，女性都明顯呈現出關係取向的特質。而男性大學生則是在「獨

立自主」（曾慧敏，1985）、「建立統合」（張郁雯，1986）以及「發展自主」

（王大維，1995）上表現較好。這些研究結果正好和本研究的發現相同，

也說明了為何女大學生在與父母親的關係中，會想要達到雙親對她的期

望，在做決定時聽聽父母的意見，和父母發生衝突後會較為難過，因而呈

現出較多融合的情形。 

 

二、不同年級之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的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自我分化量表」上的得分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自我分化程度」上並沒有達顯著

差異。由此可知，自我分化的發展程度並不因大學四年的生活而有明顯的

差異，此研究發現可用 Bowen 的理論來說明。Bowen(1978)認為個體會選

擇與自己分化程度相近的伴侶組織家庭。因此，當兩個低度分化的個體結

婚之後，家庭的情緒系統將會變得融合，並透過家庭投射歷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將分化不良的狀態傳遞給最容易受影響的子女身上。

因父母較低的分化程度，而導致下一代自我分化不佳的過程，稱之為多世

代的傳遞歷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此外，Bowen 也建議

家族治療師應返回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去解開三角關係，以提升自我分化的

程度，才能避免捲入當事人的家庭衝突之中。 

 

從上述理論可知，自我分化程度是一個相當穩定的狀態，不會因時間

因素而變動，即使成年之後脫離原生家庭與他人建立新的家庭，仍會藉由

世代傳遞的作用，將原生家庭不良的分化結果，間接影響到子女的分化程

度。所以，大學生自我分化的程度確實不會因為年級而有所變動，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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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一致性。 

 

三、不同性別大學生社交焦慮程度之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社交焦慮量表」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後發現，男、女大學生在「權威人物焦慮」分量表上的得分有顯著差

異。因此，本研究的假設 5-1 獲得支持。雖然在「陌生情境焦慮」、「異性

互動焦慮」以及全量表的得分都是女生較高，卻沒有達顯著差異，可見只

有在面對權威人物時，女生才會明顯比男生表現出較多焦慮的感受。與何

春慧（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的地方是，女生在權威人物焦慮的平均得分

也高於男性。  

 

國外對社交焦慮的相關研究顯示，女生比男生較容易對「害怕負面評

價」感到焦慮，且不會隨著年齡而有改變（La Greca, 1988)；在社會畏懼

症的性別研究方面，也是存在著女多於男的情況(Furmark, Tillfors, Everz, 

Marteinsdottir, Gefvert, & Fredrickson, 1999)。 

 

而本研究結果和吳其臻（2003）的結論較為一致，該研究發現女生的

社交焦慮高於男生，因為女生會過度關心負向的社會評價與其人際關係。

黃秀瑩（2007）也認為女生比男生有較高的負面評價恐懼，因此表現出來

的社交焦慮程度也比較強，再加上男生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常被期望具備

勇敢、堅強的特質，因此在社交焦慮的測量上就可能容易被低估。 

 

四、不同年級之大學生社交焦慮狀態的差異情形 

針對不同年級之大學生在「社交焦慮量表」上的得分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三種不同的社交焦慮狀態與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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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慮量表皆沒有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社交焦慮的程度或情況並不

會因為年級的高低而有所差異。此結果可由 Spielberger(1966)的「特質-情

境焦慮理論」來解釋。Spieberger 將焦慮分為兩種：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

與情境焦慮(State Anxiety)。特質焦慮是一種穩定持久的人格特質，而情境

焦慮則是一種暫時性的情緒狀態，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時曾說明，社交焦慮

同時具有特質焦慮與情境焦慮的特性，當具有社交焦慮傾向的大學生發展

成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時，便不會因時間因素而有所改變。國內的研究也

發現，社交焦慮仍是個穩定的特質（楊靜芳，2003），故社交焦慮確實不

會隨著年級的增長而有所轉變。 

 

肆、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的相關情形 

 

一、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之相關情形探討 

    從相關分析結果可知，「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以及「與

父母融合」三個因素彼此間呈顯著正相關，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2-1、2-2、

2-4 獲得支持。特別值得探討的是，「情感切斷」這個因素與另外三個因

素的相關沒有達顯著，似乎代表著「情感切斷」的試題可能無法正確測量

我國大學生的真實情況，或是情感切斷的意義可能不適用於我國社會。 

 

    分析受試者作答的情況發現，「情感切斷」因素中某些試題的平均數

過低，標準差較小，代表大多數的大學生在填答這些題目時傾向選擇「完

全不像我」。例如：「和父親在一起時，我經常會感覺到喘不過氣來，平

均數 1.97，標準差 0.98」、「當父親與我太親近時，我傾向讓自己遠離他，

平均數 2.31，標準差 1.10」、「當母親與我太親近時，我傾向讓自己遠離

他，平均數 1.95，標準差 1.09」、「當母親太親近我時，我經常會感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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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平均數 1.94，標準差 1.09」、「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尋求母親情感的

支持，平均數 2.04，標準差 1.02」、「和母親在一起時，我經常會感覺到

喘不過氣來，平均數 1.98，標準差 1.07」等等，這些題目的涵義和描述方

式對國人而言似乎太過絕對，也有別於華人的家庭文化。 

 

東方的家族互動向來比西方緊密，也比較不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性。

因此受試者在作答反應時，或許會感受到與過去經驗或接收到的家庭觀念

不符，如上述那些平均數較低的試題，因此在答題上就偏向圈選「完全不

像我」。換言之，無論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的高低與否，皆因試題的適切

性或背後隱含的文化差異，導致大部分的受試者所呈現出來的結果，都是

不會使用情感切斷的現象，此現象呼應了前面討論大學生自我分化的現況

時，為何情感切斷分量表的表現會最好的原因，也說明了最後形成「情感

切斷」這個因素與其他三個因素沒有達相關顯著的結果。 

 

二、大學生的社交焦慮狀態之相關情形探討 

    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三種不同的社交焦慮狀態都呈顯著正相關，與

整份社交焦慮量表的得分也呈現高的正相關，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1-1、1-2、

1-3 獲得支持。我們可以說，具有高社交焦慮傾向的大學生，都會在不同

的社交情境以及不同的對象中呈現出較高的焦慮狀態。 

 

三、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之相關情形探討 

    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大學生自我分化中的「情感反應」、「採取我立

場的能力」及「與父母融合」都和三種不同的社交焦慮及總量表得分之間

呈顯著負相關。換言之，當大學生的情感反應越高，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越

弱，以及與父母產生高度融合狀態時，則越容易有「權威人物焦慮」、「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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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境焦慮」及「異性互動焦慮」的傾向。因此，本研究假設 3-1、3-2、

3-3 獲得部分支持，但「情感切斷」卻沒有和任何一種社交焦慮達顯著，

而 Peleg(2002)卻認為分化較低的個體會運用情感切斷的方式來因應緊張

的人際互動關係，此發現似乎有矛盾之處，研究者如下解釋。 

 

誠如研究者在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相關分析情形當中所論述的，「情

感切斷」的概念可能難以類推至我國家庭的價值觀，在重視集體觀念傾向

的社會，較難允許個體表現出完全的獨立性或情感式的脫離，因此在測量

「情感切斷」這個概念時，就不易引起處於此文化中個體的共鳴，所以測

量的結果便缺乏鑑別度，和社交焦慮的關連也就難以顯著。 

 

伍、大學生自我分化程度對社交焦慮狀態的預測情形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大致能有效預

測其「社交焦慮狀態」。大學生的「情感反應」、「採取我立場的能力」以

及「與父母融合」可以有效預測「權威人物焦慮」；大學生的「情感反應」

和「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可以有效預測「陌生情境焦慮」；大學生的「情

感反應」和「採取我立場的能力」可以有效預測「異性互動焦慮」。因此

本研究之假設 4-1、4-2、4-3 獲得支持。 

 

    本研究結果顯示，自我分化中屬於自我功能方面的「情感反應」與「採

取我立場的能力」和社交焦慮較有關。不管是權威人物焦慮，或是陌生情

境與異性互動焦慮，「情感反應」與「採取我立場的能力」都是預測的有

效因子。換言之，在面對不同的社交情境或人物時，情感的反應越穩定，

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越佳的大學生，便能有效調適自己的焦慮感而降低了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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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狀態。與 Peleg (2002)的研究不盡相同的是，該研究發現自我分化四個

因素皆能有效預測社交焦慮中的一般情境焦慮與新情境焦慮，而本研究除

權威人物焦慮多了與父母融合的預測變項，其餘兩種社交焦慮都與父母親

的關係變項較無關連。 

 

為何與父母親的關係變項對社交焦慮較無預測力呢？研究者提出如

下的說明：從前述自我分化與社交焦慮的相關結果可知，「情感切斷」和

三種社交焦慮都是沒有相關存在的，原因可能為文化的差異及試題的適切

程度所致，導致在迴歸的預測上就不會達顯著。而「情感反應」與「採取

我立場的能力」都是自我功能的一個重要指標，情感反應越少的個體，情

緒化等緊張的反應也比較低，較能接受他人的批評；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較

佳的個體，在有壓力的環境下還能保持穩定，同時也不會為了討好他人卻

失去自己的立場，因而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中，不管是面對權威人物、陌生

人，亦或是異性，都能保持住自己的情緒狀態，不至於過於緊張、焦慮而

不敢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權威人物焦慮」多了「與父母融合」這個預測變項，

推測其原因為父母親在我國家庭文化裡常代表著權威的象徵，即便是「嚴

父慈母」的親子型態，子女在害怕父親的同時，可能會尋求母親情感的慰

藉。根據 Bowen 的理論，此時母親便想將子女拉進而形成三角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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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子女也會在該關係中吸收到焦慮（王嚮蕾，1994）。

王嚮蕾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能預測青少年焦慮的為「與父母親的代間親

密」，因此在對權威人物焦慮的預測上，「與父母融合」就會是關鍵性的指

標。由此可知，當一位處於和父母親高度融合的大學生，在家中習慣順從

了父母親的期望，或時常擔心父母親會感到不悅，因此在面對外界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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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時，可能就類化了原生家庭中的互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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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合本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者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以作為應用在諮

商輔導、親職教育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壹、對諮商輔導、親職教育應用上的建議 

 

一、重視親子關係的建立與分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只有接近中等程度的自我分化，又以情感反應最為

明顯，與父母融合的狀態也較多，影響所及可能是較高的社交焦慮，因此

培養個體良好的分化程度便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由過去的研究可知，

當親子的分化關係越佳，形成親密安全的依附，讓孩子不過度依賴，又能

保有自主權，就能發展出有效的人際能力。如果親子關係過於緊密，而呈

現個體化不足的情形，則個體無法區分自己與父母的情緒而形成高度的融

合，高度的融合也代表著個體會害怕在親子關係中喪失自我感，只好順應

父母的期待，於是使用情感切斷的行為去避免接觸真實的感覺，成年之後

離家要開始拓展社交圈、建立親密關係時，就容易發生困難。 

 

職是之故，最恰當的親子關係應該是在親密歸屬的前提之下，鼓勵孩

子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立性，同時父母親應給予孩子練習表達自我的機

會，即便是面對衝突或是有壓力的情境，都要學習如何去因應而非逃避，

否則一味壓抑、討好結果，就可能容易在關係中失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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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職教育應加強孩子的「情緒管理」與「自我功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自我分化中「情感反應」與「採取我立場的能力」

對於「社交焦慮」最具有預測力，亦即當大學生有社交焦慮的行為出現，

情感的控制與自我的功能性會是主要的影響來源。在傳統的家庭教育中，

學業表現一直是家長比較關心的領域，人格教育和情緒管理會因此容易被

忽視。但所謂全人教育的發展是個連續不斷的歷程，若能從小培養孩子情

緒的調節與管理，豎立起健康的自尊與自信心，加強自我判斷的能力，對

成年之後的人際關係與親密關係都會有所助益，也比較不會有社交焦慮的

傾向，阻礙了心理社會的發展。 

 

三、關心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與社交焦慮狀態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女大學生的自我分化程度較低，具有較高的

情感反應，較無法克服壓力 表達自我，也容易與父母親過度的融合。同

時三種社交焦慮的得分皆高於男大學生，特別是權威人物焦慮。但無論男

生或女生，本研究顯示了大學生中等程度以上社交焦慮的事實。研究者建

議從事於大學相關工作的專業人員，可針對大學生加強自我發展與人際關

係的輔導活動，不管是透過講座、研討會，或是提供諮詢、個別諮商、成

長團體及工作坊等形式，鼓勵學生善用大學階段，增加參與社團、各式活

動的經驗，學習如何在人我之間表達自己的意見，避免因陷入負向的情緒

或害怕他人的批評而產生社交焦慮方面的問題。 

 

由於女大學生表現出較差的自我分化與較高的社交焦慮，大學的諮商

與輔導實務工作者可留意是否女大學生容易在關係中委屈自己，缺乏表達

與肯定自我的能力，而男性雖然自我分化的表現較好，但仍有高的社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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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現象，仍是值得我們關心的族群。 

 

四、大學生問題的個案概念化可從自我分化的觀點去了解 

     

對許多至異地求學的大學生而言，大學生活可謂首度經驗到離家之後

的個體發展，並開始學習脫離原生家庭的影響，建立屬於自我的親密關

係，因此自我探索與人際關係便相對重要。在各種發展議題上，必定會遭

遇一些關係中的挫折或困境，此時諮商輔導人員遇到類似的困擾個案或議

題，可以從自我功能以及原生家庭的經驗切入，了解個案自我分化的程度

以及家族的代間關係，作為諮商人員形成個案概念化的輔助工具，提供在

分離-客體化相關議題的參考架構。 

 

貳、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台北縣市地區的九所公私立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由

於施測的現實考量，無法採取隨機抽樣，因此在結果的推論上便難以應用

於非大台北地區的學生。未來的研究若能將全國各區納為母群體，則研究

結果將更具代表性。此外，為增加樣本的代表性，可就性別、年級、學院

等背景變項作分層抽樣，讓抽樣的比例達到均衡。 

 

二、研究變項 

    從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可知，雖然自我分化程度可以有效預測社交焦

慮狀態，但有些迴歸結果的解釋量都偏低，意即還有許多與社交焦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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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因素值得再去深入研究。舉例來說，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的自我分化

中只有「情感反應」和「採取我立場的能力」能夠預測異性互動焦慮，且

解釋力偏低，意謂還有其他的變項尚待討論。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參考相

關的文獻，或是以質性研究的方式，訪談影響大學生在異性互動方面的相

關成因，以期增加對異性互動焦慮的解釋和預測。 

 

    此外，在背景變項分析方面，本研究只考慮到性別與年級。但影響大

學生活適應的因素眾多，例如：是否有參與社團、有無交往過男女朋友等

等，都可能會造成社交焦慮狀態的差異情形。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的相

關研究可以根據理論基礎，加入重要的預測變項與背景變項，進一步探討

與社交焦慮狀態之間的關係。 

 

三、研究工具 

 

（一）社交焦慮量表 

研究者所修訂之社交焦慮量表，因素分析的結果十分良好，各因素

都能正確包含所欲測量的題目，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53.69 %，各分量表

的 Cronbach’s α 值介於.70 ~ .79 之間，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 也

有.86，顯示此量表具有不錯的建構效度和內部一致性信度，可作為日後

相關的研究者所使用。 

 

（二）自我分化量表 

從研究結果和討論中發現，本研究所使用之自我分化量表中的「情

感切斷」因素，可能與我國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太符合，因此測量出來的

結果缺乏效度，導致和其他三個因素沒有關聯，和社交焦慮的相關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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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達顯著。可能的原因為此自我分化量表乃是翻譯自國外的量表，在強

調個體自主性發展的西方文化，情感切斷的情況可能真如量表的題目所

描述，但這樣的概念卻未必適合台灣的孝道文化。此現象說明了多元文

化的特性，也許是台灣地區大學生所認知的情感切斷方式與外國學生不

同，抑或這個概念對華人來講是難以融入至文化脈絡中，甚至是不被容

許的，這些議題也可供日後研究再做深入的探討。 

 

      大學生與父母親情感切斷的情形在國內並非沒有，例如許多大學生

也想獲得獨立的空間，經濟的自主性，以及藉由上大學住宿遠離家庭的

情感糾葛。只是國外所編製的情感切斷試題沒有考量到文化差異，研究

者建議未來應針對此差異現象再對研究工具做修訂，例如藉由訪談的方

式，了解我國大學生自我分化的實質內涵，特別是關於「情感切斷」的

概念，以做為修訂量表時的參考。再者，可將那些對我國學生而言較為

極端，或是偏離台灣家庭文化的試題加以修正，並新增合乎國情與該世

代學生的題目，以求真實測量符合我國大學生自我分化的構念。  

     

四、研究方法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發現，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可能會影響大學生自我

化的程度或是社交焦慮的狀態。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不妨加入性別特

質或角色期待等變項，或是分別針對男生、女生做質性的研究，以確實理

解心理性別或社會性別對於自我分化發展或社交焦慮狀態的影響。 

 

    本研究為求實際測量受試者與父母的關係，在正式的自我分化量表

中，將「與父母融合」及「情感切斷」分量表以父親、母親為不同對象分

別計分，最後再取其平均數，以維持原量表之因素結構。研究者建議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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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研究可以將與雙親的關係分別獨立成不同的因子，探求是否對於子

女的自我分化或社交焦慮產生不一樣的作用。最後，與同輩或異性的關

係，也是大學階段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若能以與原生家庭的分化程度為

基礎，輔以異性或同儕的親密友伴關係為變項，相信能更了解自我分化的

內涵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