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與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

文獻探討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雙胞胎的個人化；第二節探討父母教養行為

與個人化；第三節探討依附關係與個人化；第四節探討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

係與個人化；第五節則提出研究假設。 

第一節 雙胞胎的個人化理論 

壹、 雙胞胎的基本概念 

 在自然的情況之下，雙胞胎發生的機率為九十分之一，但由於人工受孕科

技的進步，現在孕婦產下雙胞胎的機會提高到五十分之一。而高齡產婦排卵較

不規律以及服用排卵藥也增加了雙胞胎的誕生的機率（祈美安，2000；臺北市

雙胞胎協會，2006；Withrow & Schwiebert, 2005）。雙胞胎可分為同卵及異卵，

同卵雙胞胎是由一個受精卵分裂成兩個後形成胎兒，擁有一樣的遺傳基因；異

卵雙胞胎是由兩個卵分別受精後形成，其基因排列組合與一般手足無異（祈美

安，2000；Claridge, Canter & Hume, 1973）。有研究也顯示，胎性會影響雙胞胎

分化的程度，同卵雙胞胎不論有無分開教養在 IQ方面都很像，但從小一起生活

的異卵雙胞胎卻不像（Ainslie, 1997）。 

有許多研究者（李惠姬 2002；郭柏秀，2002）以雙胞胎作為研究參與者，

但大多數的研究者只是用雙胞胎來控制遺傳和環境的影響因素，真正研究雙胞

胎本身的不多，國外的雙胞胎研究也有類似的情況（Ainslie, 1997）。研究雙胞



胎的領域大致上可分為諮商（Miliora, 2003）、雙胞胎的教養（祈美安，2000；

羅櫻鑫，1999）及語言問題（尹承俊、歐陽瑞琳、洪掁耀，1998；Lytton, Conway 

& Sauvé, 1977）。本研究則關注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及個人化等議題。 

 

貳、 個人化理論 

個人化（individuality）是研究個人與其所屬群體關係的重要概念，例如少

數民族中的個體和其所屬種族團體的關係（Kampmeier & Simon, 2001）。研究者

認為此類研究可以做為本研究的參考，因為雙胞胎也是團體的一種。少數民族

是要脫離同胞的束縛，發展自我，而雙胞胎則是要從雙胞胎團體中獨立出來，

成為獨立的個體，因此研究者將會參考該類文獻。 

本研究的「個人化」是採用 Kampmeier與 Simon（2001）的定義。過去的

研究個人化時，多為單一因素，或偏重「獨立」或偏重「分化」。Kampmeier與

Simon改變此一傾向，將個人化分為兩個因素：「獨立」（independence）和「分

化」（differentiation）。「獨立」又可稱為自我決定，表示一個人有不受他所屬群

體的限制的自由；「分化」是指於他人不同的程度，在此是指與雙胞胎手足不同

的程度。也有其他研究領域使用「分化」一詞，例如家族治療所說的「分化」

是指與整個家庭（或母親）分離的程度（Anderson & Fleming, 1986），但其內涵

與 Kampmeier和 Simon對「分化」的定義稍有不同，本研究單指與雙胞胎手足

分離的程度，但與雙胞胎手足分離的過程也會牽涉到其他家庭成員，因此相關

文獻可做為本研究之參考。 



此外，「個人化」的其中一個因素「分化」與獨特感需求的概念十分相似。

Snyder 和 Fromkin（1977, 頁 518）將獨特感的需求定義為「與他人不同的正

向追求（a positive striving for differentness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並且獨特

感需求也是用來研究群體關係的概念。因此，研究者也將參考獨特感需求之相

關文獻。  

「個人化」在英語中，有多個相近的詞：individuality、individuation及

individualism，有些研究者把它們當成相似，甚至可以通用的字，另外一些人把

它們當成有不同意義的字（Stephen, Preston, O’Brien & DiLalla, 1990）。研究者

回顧文獻後發現，individuality和 individuation相似，都是「個人化」，但個人

主義（individualism）則主要是用來形容文化價值觀的面向（Wang & 

Tamis-LeMonda, 2003）。研究者所關心的是個人的發展，而非文化的價值觀，

因此本文所指的「個人化」將不會包含個人主義。只是本文之後在討論父母的

教養觀念時，會再提到個人主義，但只是要討論雙胞胎所處的文化對其「個人

化」的影響，而不把它當作與「個人化」共通的詞。 

 

一、 從自我發展理論中看個人化 

Mahler、Pine與 Bergman（1975）等人根據對嬰幼兒的觀察，將其「分離

－個人化」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分化期（differentiation）、練習期（practicing）、

復合期（rapprochement）以及邁向客體恆存期（on the way to object constancy）。



Mahler等人所指的「分離－個人化」過程只包含三歲以前個人化的階段，而本

研究的焦點在成人雙胞胎的個人化，因此 Blos（1967）所說的青少年時期的近

似於第二個「分離－個人化」的過程，才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除了Mahler等

人的理論，個人化的發展理論模式較少。在自我發展模式中，個人化常是自我

發展的其中一個階段，以下就從 Loevinger、Erikson及 Schave 和 Ciriello所提

出的理論，分析個人化的內涵與概念： 

（一） Loevinger的自我發展模式 

Loevinger（1976/1995）的自我發展模式中，將自我的發展分為十個階段：

前社會階段（presocial stages）；共生的階段（symbiotic stage）；衝動的階段

（impulsive stage）；自我保護階段（self-protective stage）；遵奉階段（comformist 

stage）；自我意識水準：從遵奉到公正階段的過渡（self-aware level: transition from 

comformist to conscientious stage）；公正階段（conscientious stage）；個體化水準：

從公正向自主階段的過渡（individualistic level: transition from conscientious to 

autonomous stage）；自主階段（autonomous stage）；整合階段（integrated stage）。 

1. 前社會階段：此時沒有自我。 

2. 共生階段：Loevinger引用Mahler的觀念，認為此時我自我與母親有共生

的關係。 

3. 衝動的階段：此時的兒童會要證實他的獨立，會強調「不！」和「讓我來

做」。 



4. 自我保護階段：這時他們已了解規則，他們最主要的考量是「不要挨打」，

會藉由自我控制衝動來保護自己。 

5. 遵奉階段：遵奉者會按照規則行事。此時兒童把自己的幸福和群體連在一

起，歸屬於群體使他們有安全感。較年幼者的群體為家庭，較年長者的群體為

同儕。如果兒童在前一個「自我保護」的階段沒有感覺到信賴，將沒有辦法達

到此一階段。另外，這個階段的人將群體內部的人視為相同，或說希望是一樣

的。他們能分辨群體之間的差異，但對於個體之間的差異感覺很遲鈍。「當遵奉

者喜歡和信賴群體內的其他成員時，他就會狹隘地限定於該群體，而拒絕任何

一個外界群體（頁 18）」。 

6. 自我意識水準：這是由遵奉到公正階段的過渡期，其關鍵在於自我意識，

也就是人意識到自己有選擇了。 

7. 公正階段：不同於在遵奉者階段以群體所支持的規則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此一階段開始以良心斷事。良心包括「長期的、自我評價的目標和理想、分化

的自我評價、一系列責任心（頁 20）」。 

8. 個體化水準：這是由公正到自主階段的過度期。在自我意識水準時，個體

與他人的關係越來越強，但是到了此一階段，這樣的關係可能會與「追求成就」

和「公正階段的自我」相衝突。 

9. 自主階段：在此一階段的人開始有能力承認和處理前述的衝突。自主是指

此一階段的人一方面承認其他人也有對自主的需要，另一方面能擺脫良心的束



縛。 

10. 整合階段：這是最高的一階，此時人已超越了自主階段的衝突。整合階段

其實包含自主階段，Loevinger認為Maslow的自我實現也許是對這一階段最好

的描述。 

Stephen、Preston、O’Brien與 DiLalla（1990）指出前面七個階段是太重視

群體和個人的社會自我，後面最高的三階則為強調個人化（individualistic）和自

主（autonomous）的自我。因此可以說，Loevinger將過度重視群體的自我視為

較低的階段，而個人化發展較好的自我，則為較高的階段。 

（二） Erik Erikson的自我發展 

Erikson（1963）將認同的發展分為八個階段：信任對不信任（basic trust vs. 

basic mistrust）；自主行動對羞怯懷疑（autonomy vs. shame and doubt）；自動自

發對退縮愧疚（initiative vs. guilt）；自我統合對角色混亂（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友愛親密對孤獨疏離（intimacy vs. isolation）；精力充沛對頹癈遲滯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完美無缺對悲觀絕望（ego integrity vs. despair）。 

 

1. 信任對不信任 

嬰兒最初對社會的信任表現是吃得輕鬆、睡得好。隨著清醒時間拉長，他

有越來越多冒險的機會。此時他的第一個社會任務是能在母親離開時不哭鬧、

不生氣，內心確定母親一直都在，且預測母親將會回來。如此一致和連貫的經



驗是自我認同感（sense of ego identity）發展的基礎。 

2. 自主行動對羞怯懷疑 

此時個體會突然希望對外界有較大的控制感，即希望能選擇。被剝奪自由

選擇的自主權將會使個體把原本想要控制外界的力量轉向自己，引起強迫神經

症狀（compulsion neurosis）。而害羞則是自我意識過剩（self-conscious）的表現，

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就要被眾人注視，而想要躲起來。Erikson認為，害羞是對

自我（self）的憤怒表現，因為他無法把他人的眼睛毀掉，只好希望自己能隱形。

而懷疑是害羞的兄弟，害羞是在意識層面中表現出來的，而懷疑則是隱藏在背

後。如果沒有發展好，在成人期將會表現出對隱藏加害者的偏執恐懼。在此一

階段，如果沒有控制感，會造成害羞和懷疑的傾向。此時形成的認同是「我能

自由地做的事情代表我這個人（I am what I can will freely.）（Erikson, 1968）」。 

3. 自動自發對退縮愧疚 

 在此一階段開始主動在前一階段已發展的「自主性」中，加入計畫。此時前

面階段的固執將被適度地壓抑，能夠與他人協調合作。最後兒童將學到如何合

宜地採取主動，又不會因太超過而產生罪惡感。此時兒童也會與父親或是母親

發展出依附關係，及開始了解父母對他們行為的期望。如果他們經驗到自己是

可愛的，在往後的人生中將會比較主動。此時形成的認同是「我是我想像中我

將會成為的那樣（I am what I can imagine I will be.）（Erikson, 1968）」。 

4. 勤奮進取對自卑自貶 



此一階段的目標是達到能力感和有生產力（productive）。若兒童評估自己

已達到同儕和父母的期望，將產生能力感。如果兒童還沒準備好要進入這一階

段，而還想扮演嬰兒的角色，則會造成不足感以及自卑感。此時的認同是「我

能學習做到的事代表我這個人（I am what I can learn to make work.）（Erikson, 

1968）」。 

5. 自我統合對角色混亂 

此時個體正式邁入青少年期，重要任務是統合之前的幾個階段，達到自我

（ego）的整合。Erikson（1983）指出。此時的青少年會強烈地與同儕團體或個

體認同，甚至強到失去個人化的程度。而青少年時期的戀愛也不全是由於性的

發展，是要將混淆的自我形象投射在他人身上，從反映中漸漸看清自己。青少

年藉由此一過程慢慢地釐清自己的認同感。若無法與他人充分地認同，將會造

成角色混淆。由此可知，青少年時期是認同感形成的重要關鍵。 

6. 友愛親密對孤獨疏離 

這是個體在達成認同之後的第一個階段，此時的任務是與他人建立關係，

但有時要犧牲或妥協前一個階段所建立起的認同。Erikson認為，此時若個體想

要將自我感（sense of self）與他人融合是健康的。親密的相反是孤獨，也就是

避免與他人進行接觸。此一階段的認同是「我們是我們所愛的（We are what we 

love.）（Erikson, 1968）」。 

7. 精力充沛對頹癈遲滯 



此時的良好發展是引導下一代的人，即一種利他行為。未達到者會感到無

聊，沉迷於虛假的親密感（pseudointimacy）。 

8. 完美無缺對悲觀絕望 

達到自我整合的人比較有意義感，對自己的人生感到而沒有後悔。沒有達

成統合的人會有失落的感覺，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機會和時間再重新開始追尋自

我統合了。此時的認同是「我是我殘存的（I am what survives of me.）（Erikson, 

1968）」。 

這八個階段若有一個階段沒有發展好，將會影響到認同的形成。但 Erikson

的理論是針對單胞胎所寫，Schave 和 Ciriello（1983）認為用這個理論解釋雙

胞胎認同的發展也許會有差異。他們討論了前六個階段裡，雙胞胎與單胞胎不

同之處： 

1. 信任對不信任 

因為母親只有一位，雙胞胎能分享到的生理與心理的供應有限，使得雙胞

胎與母親的關係與單胞胎不同。另外，雙胞胎手足的存在影響與母親的關係，

雙胞胎之間會形成雙胞胎聯結（twinning bond）。就算其中一個雙胞胎和母親發

展出聯結，他也會與其雙胞胎手足發展出聯結以做為補償。 

2. 自主行動對羞怯懷疑 

因為雙胞胎彼此依賴，所以他們比單胞胎不獨立。就算他們能夠從母親獨

立，但 Schave和 Ciriello認為雙胞胎個體從其雙胞胎手足獨立的機制仍然未知。 



3. 自動自發對退縮愧疚 

到這個階段由於雙胞胎聯結和不獨立，雙胞胎之間的自我（ego）有融合的

現象。如果父母無法區分兩人，他們為了完成這一階段的發展，會努力讓彼此

不同。除非雙胞胎的認同是融合的，否則在這個階段雙胞胎會競爭父母的愛。 

4. 勤奮進取對自卑自貶 

到這個階段雙胞胎會一起達到能力感（a sense of competence），但此一能力

感卻不是分開的。 

5. 自我統合對角色混亂 

與單胞胎比起來，雙胞胎因為已有交互認同（intertwin identification），發展

另一個認同的需要較不強烈。 

6. 友愛親密對孤獨疏離 

雙胞胎親密感的發展與單胞胎非常不同，因為他們一出生就已有同伴。他

們也許會選擇保持與雙胞胎手足的親密關係，或是選擇分開另外建立關係卻發

現很困難。 

綜合以上所述，每個階段的主要問題分述如下：第一個階段的主要問題為

以雙胞胎手足代替功能不足的母親。第二個階段為雙胞胎彼此依賴而無法獨

立。第三個階段是雙胞胎的認同彼此融合。第四個階段的問題為雙胞胎的能力

感混淆。第六個階段為雙胞胎很難建立雙胞胎關係以外的親密關係。 

由於雙胞胎與單胞胎的自我認同的發展十分不同，Schave 和 Ciriello也根



據其研究雙胞胎的結果，提出雙胞胎的認同模式： 

（三） Schave與 Ciriello的雙胞胎認同模式 

Schave與 Ciriello（1983）使用質化的訪談法，以二十對同卵和異卵雙胞胎

為研究參與者，最後列出六種雙胞胎認同的模式：聯合認同（unite identity）；

互賴認同（interdependent identity）；分裂認同（split identity）；理想化認同

（idealized identity）；競爭認同（competitive identity）；手足依附認同（sibling 

attachment identity）。但並非所有的雙胞胎都能剛好歸到其中一類，而可能歸到

二類以上。從 Schave與 Ciriello的觀點來看，自我發展最好的是第五個類型「競

爭認同」。 

1. 聯合認同 

這個類型的雙胞胎共有一個自我（ego），一人只有一半。當他們在稱呼自

己時，不會說「我」而會說「我們」。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他們會想要穿得很類

似或是得到同樣的東西。聯合認同的雙胞胎個人化最差，與他人的關係發展也

最不好。 

 

2. 互賴認同 

互相依賴的雙胞胎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和支柱。他們雖然有可能建立分離

的生活和生涯，但對他們而言，能夠輕易地接觸到雙胞胎手足非常重要，因為

那是他們重要的情感支持。當他們與他人建立關係時，會想要複製雙胞胎關係。 



 

3. 分裂認同 

分裂認同雙胞胎的自我概念是相反的，一個是「好的」，有自戀的人格傾向、

自尊心及自我概念較高。另一個是「壞的」，有自我貶抑的傾向、自尊心及自我

概念較低。 

 

4. 理想化認同 

本類型的雙胞胎將他們的關係理想化，把他們之間的關係當成他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認為其他的關係都沒有雙胞胎關係來得重要和特別。 

 

5. 競爭認同 

競爭型雙胞胎會為彼此設標準，他們會持續找尋自我定位，希望自己能比

雙胞胎手足有更好的成就，所以此一類型的雙胞胎較容易達到好的成就。在六

種雙胞胎認同類型中，他們的個人化發展最好，自我（ego）的界線也最清楚。

他們會維持雙胞胎之間的聯結，也會與他人建立親密且持續的關係。 

 

6. 手足依附認同 

龍鳳胎因為的性別不同，較容易發展出分離的認同。龍鳳胎的關係比較類

似關係親近的手足，且通常不會有其他雙胞胎認同模式的特徵。 



 

二、 影響個人化的因素 

（一） 影響單胞胎個人化的因素 

目前研究雙胞胎個人化的研究不多，又由於個人化中的「分化」向度與獨

特感需求的定義相近，研究者認為，影響獨特感需求的因素可以做為本研究的

參考。 

Snyder 和 Fromkin（引自 Snyder & Lopez, 2005）列舉出幾個影響一般人獨

特感需求的因素： 

1、 保持自我概念的穩定性 

人與他人本來就有點不同，所以他們「對自我的認知」為了因應這個現象，

會將自己視為與他人有所不同。而且，當個體擁有的個人特性越少見時，越會

認為自己特別的人，個人化的程度也會因此越高。他們根據過去的研究，舉出

一些特別容易出現此一現象的人：名字很特別的女人、排行最近的手足為男性

的女人、長子女或獨生子女、父母不同信仰的子女（Snyder & Fromkin, 1980）。 

 

2、 環境 

當人處在鼓勵自由和獨立的環境時，個人化程度較高。所以一個人若處於

鼓勵獨立的西方文化會比強調群體的東方文化，在個人化的表現上較佳。 

3、 社會接受度 



Snyder 和 Fromkin（1980）認為，對於社會接納的需要較低的人，個人化

的程度較高。 

 

（二） 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因素 

Ainslie從對雙胞胎的訪談中看出，雙胞胎比一般人要花更多的努力發展個

人化，因為兩人實在太過相像（Anslie, 1997）。且不是只有非常像的同卵雙胞胎

會有個人化的問題，異卵雙胞胎及龍鳳胎也有類似的問題（Glenn, 1966）。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雙胞胎，由於目前相關文獻較少，研究者試著以上述整

理影響一般人個人化的因素，結合雙胞胎的理論文獻（張珏，1995；Stewart, 

2000），從四個方向推測可能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因素：雙胞胎本身、雙胞胎的

父母、雙胞胎手足、社會。 

 

1、 雙胞胎本身 

(1) 保持自我概念的穩定性 

在臺灣，每一百位孕婦分娩，約有二到三位孕婦會產下雙胞胎，因此在全

臺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中，約有四十萬對雙胞胎（祈美安，2000；臺北市雙胞胎

協會，2006）。也就是說，每誕生一百人約有六位為雙胞胎個體，因為發生的機

率較低，可能會使得雙胞胎個體認為自己較為獨特，Stewart（2000）將雙胞胎

視為少數族群，認為雙胞胎所受到的關注，會讓他們覺得自己很特別。研究者



推論，為了保特自我概念的穩定性，雙胞胎個體將會產生較強的個人化需求。 

 

(2) 雙胞胎的年紀 

因為有些人（非雙胞胎）渴望擁有雙胞胎手足（twin fantacy），因此雙胞胎

小的時候，會引起許多的注意和羨慕，使得雙胞胎可能會傾向於喜歡其雙胞胎

手足相似，而個人化較差。但雙胞胎年紀較長之後，因為一般人幻想中的雙胞

胎手足是小孩子，所以，年紀較大的雙胞胎會失去對一般人的吸引力。再加上

年長的雙胞胎若還是做同樣的打扮和和有相似的言行，則會讓人覺得很怪異

（Burlingham, 1946），這些因素可能會使雙胞胎邁向個人化。 

 

2、 雙胞胎父母 

(1) 父母的教養 

處在東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的雙胞胎父母可能會有所不同。西方強調個人主

義，而東方則為集體主義，因此處在西方文化的雙胞胎，父母可能會較鼓勵他

們個人化；處在東方的雙胞胎，父母則較可能鼓勵相像。雖然位於亞洲的臺灣，

通常被歸類於東方文化，但從Wang與 Tamis-LeMonda（2003）研究美國與臺灣

母親教養觀的結果來看，臺灣的母親們可能並非深受集體主義影響。他們發現，

臺灣母親與美國母親都不認為謙卑和順從是很重要的價值觀。且他們發現，臺

灣母親的養育觀並沒有特定的傾向，變異性相當大。Wang與 Tamis-LeMonda 



（2003）推論可能是因為臺灣同時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影響（日本及美國文

化），所以在教養觀上較出現較不一致的現象。Lin與 Fu（1990）也發現類似的

結果，臺灣父母甚至比美國的白人父母以及華裔父母更強調獨立。但相反地，

臺灣及華裔的父母控制（parental control）也比美國白人父母來得高。因此可以

說，Lin與 Fu（1990）和Wang與 Tamis-LeMonda（2003）的研究都顯示相當不

一致的教養觀。父母控制較強是可以預期的，因為這是華人的傳統文化所強調

的，但在鼓勵獨立的部分，就比較不符合預期。Lin與 Fu（1990）的解釋跟Wang

與 Tamis-LeMonda（2003）不同。Lin與 Fu認為是因為華人強調成就，而獨立

是達到成就的先決條件，但他們檢驗父母鼓勵獨立和子女成就的相關後發現，

只有微弱的正相關，因此他們的解釋還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另外，一般人見到雙胞胎的反應也會影響到母親。母親因為雙胞胎而得到

許多的注目和羨慕，讓她覺得自己很重要，因此會想增加雙胞胎的相似度，例

如，名字、衣服或髮型。但這種行為有同異卵的差別，當雙胞胎還在嬰幼兒期

時，母親對他們相似的期望沒有差別，但隨著年紀漸長，異卵雙胞胎的外表越

來越不像，母親會漸漸適應，將他們看為不同的個體；但同卵雙胞胎則否，母

親期望同卵雙胞胎維持相像的時間比較長。甚至於若有人說雙胞胎不像，母親

還會向對方指出雙胞胎相似之處（Burlingham, 1946）。因此，異卵雙胞胎之個

人化程度可能比同卵雙胞胎高。 

 



(2) 父母的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的不同也會有影響父母對待雙胞胎的方式，Zazzo指出，在西方社

會中（例如美國及英國），通常社經地位較高的父母會比較強調雙胞胎的個人

化，會給雙胞胎很不一樣的名字、穿不同的衣服，也不會把他們視為一個單位；

而社經地位低的父母則會給雙胞胎取類似的名字、穿一樣的衣服，以及會叫他

們「雙胞胎」，這可能會造成他們比較沒有機會達成個人的社會成就（引自 Stewart, 

2000）。這種現象可能是因為低社經地位的父母較無暇照顧子女所致。但上面研

究是針對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在個人及集體主義模糊的臺灣（Lin & Fu, 1990; 

Wang & Tamis-LeMonda, 2003）則有待進一步研究。且個人主義的社會將「分離

－個人化」視為一重要的發展任務，但集體主義的社會可能是相反的（Choi, 2002; 

Mahler, Pine & Bergman, 1975），因為集體主義的社會受儒家影響，會比較強調

家庭連結、互賴、一致（conformity），所以不太會鼓勵小孩子達到心理分離和

從父母獨立，小孩子也從服從和依賴父母得到安全感（Choi, 2002）。 

 

3、 雙胞胎手足 

(1) 依附關係 

雙胞胎剛出生時與一般嬰兒一樣，是以母親為依附對象，但雙胞胎母親因

一次須照顧兩個嬰兒，無法提供夠多的母愛，使得雙胞胎轉向依附其雙胞胎手

足，漸漸發展成過度依附其雙胞胎手足而難以分離（Adelman & Siemon, 1986; 



Miliora, 2003）。 

即使母親能提供足夠的母愛，但 36個月大以後，雙胞胎與一般人一樣，會

經歷與母親分離的過程。根據Winnicott（1953）的理論，一般人與母親分離之

後，是以娃娃之類的轉換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取代母親的功能，而雙胞

胎則是以其雙胞胎手足取代母親，但與娃娃不同的是，一般人在長大以後不論

是自願或非自願，幾乎都必須離開其轉換性客體，但雙胞胎卻比較少被要求離

開其雙胞胎手足，使得與轉換性客體的融合持續下去，直到 Blos（1967）所提

出的在青少年時期出現的第二個「分離－個人化」之時，某些雙胞胎才會漸漸

與其雙胞胎手足分離。因此可以說，雙胞胎之間的依附關係會影響雙胞胎的個

人化。 

 

(2) 雙胞胎手足的特質 

連一般人都不喜歡與有負面特質的人相像了，何況是擁有一樣（同卵）或

相似（異卵）基因的雙胞胎。因此研究者推測，如果其雙胞胎手足有較負面的

特質，那麼他會比較傾向追求獨立（Snyder & Fromkin, 1977）。 

 

4、 社會 

(1) 社會的期望 

Stewart（2000）從社會的角度分析雙胞胎關係也發現，社會的期望會影響



雙胞胎分化的過程，因為人們期待雙胞胎有類似的認同和行為。Prainsack及

Spector（2006）根據其訪談雙胞胎的結果指出，不管是同卵還是異卵雙胞胎，

都感覺到其個人化最大的問題不是他們本身如何看待自己，而是一般社會大眾

的看法，一般人無法理解長得如此相像、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一起的雙胞胎

能夠發展成兩個獨立的個體。 

另一方面，因為有些人（非雙胞胎）小時候會有雙胞胎幻想（twin fantacy）

幻想自己有雙胞胎手足，可以陪伴自己、克服寂寞的感覺。所以當他們遇到真

正的雙胞胎時，會覺得很羨慕甚至是嫉妒，認為雙胞胎已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

雙胞胎面對這樣的反應，會因此覺得自己很獨特（Burlingham, 1946）。他們可

能會因為這個原因，努力維持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阻礙個人化的發展。 

 

(2) 社會的接納度 

有些文化視雙胞胎為恥辱（stigma），例如，在非、亞洲的某些種族，將雙

胞胎的誕生視為惡魔的化身或是母親與人私通的結果（張珏，1995；Stewart, 

2000），在這個情況之下，雙胞胎可能會傾向追求個人化，不喜歡認同雙胞胎團

體。反過來說，有些文化將雙胞胎視為神聖的化身或輪轉世的祖先（張珏，1995）

則雙胞胎較可能認同此一團體，使個人化程度較高。 

 

三、 雙胞胎健康的個人化發展 



雙胞胎到底要個人化到什麼程度才是健康的呢？Miliora（2003）整理過去

的研究發現，雙胞胎比較難形成認同，且獨特感較為不足。但從自我心理學的

角度來看，雙胞胎的關係應該是能造成正面的心理發展的。Miliora綜合以上兩

種看似相反的意見指出，雙胞胎要有健康的發展，應該要經過一個「同中求異

（differentiation within alikeness）」的過程，也就是說，覺得自己很像其雙胞胎

手足，但又是獨特的個體。 

獨特感需求的文獻也可以做為此一議題的參考。因為獨特感需求高的人與

個人化程度高的人情況相似。從獨特感需求的文獻中也可以找到與Miliora

（2003）類似的看法。Snyder和 Fromkin（1980）對過去的研究做了系統性的

整理，他們研究發現，對於人們傾向於追求的相似性或獨特感需求，過去研究

者的看法兩極。第一派的研究者認為，相似性會增進正向情緒的產生；另一派

自我實現理論的學者則主張人不會想要跟他人很像，認為人有「獨立認同的需

要（a need for separate identity）」或「獨特感需求（a need for uniqueness）（Snyder 

& Fromkin, 1980）」。 

Snyder 與 Fromkin（1980）對單胞胎的獨特感需求提出一個平衡的論點，

他們認為，人會想要同時具有社會的接納認可以及獨特感兩種需求。前者使人

不想要極端的不同，後者使人不想要極端的相同。在群體中，可以同時滿足這

兩種需求，因為，他們和他們所屬的團體成員的相似性，滿足了相似的需求；

而他們與其他大眾的不同，則滿足了他們獨特感的需求（Snyder & Fromkin, 



1980）。因此人會喜歡個人化到一定的程度，不會太過與他人不同，但也不會與

他人太過相似。綜上所述，雙胞胎個人化要到一定的程度，但又不會太極端，

才是健康地發展。 

 

四、 個人化的測量 

過去研究者使用的個人化的測量工具有華盛頓造句測驗以及 Kampmeier與

Simon的個人化量表。 

（一） 華盛頓造句測驗（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tence, WUSCT） 

華盛頓造句測驗（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ntence, WUSCT）為 Loevinger 

於 1970年開始發展的量表，用於測量自我（ego）發展。該測驗的理論基礎為

Loevinger提出的自我發展階段，此為半投射測驗，藉由觀察受測者完成的句子，

判斷其自我發展的階段。例如，如果受試者對問題「我是…」的回答為「我是

獨立的」，表示其已到達個人化的階段，獨立也是本研究的其中一個向度（Hy & 

Loevinger, 1996）。唯該測驗為半投射測驗，在施測及評分上較為困難，且並非

針對雙胞胎所編製，因此不直接採用它做為評量雙胞胎個人化的工具。 

 

（二） Kampmeier 與 Simon的個人化量表 

Kampmeier 與 Simon並沒有賦予其編製的量表特定的名稱，只知其為一個

人化量表。此一量表的目的在測量少數民族能不受其所屬群體影響，而能自己



做決定且與其他群體成員不同的程度。它分為兩個向度：獨立（independence）

與分化（differentiation）。獨立指個體不受所屬團體限制；分化指與團體中他人

不同的程度。Kampmeier與 Simon做了主成份分析（使用直交轉軸）的結果為，

兩向度各 4題，獨立的解釋力為 30%，分化的解釋力為 29%，整體而言解釋力

良好。 

 

（三） Lynn與 Harris的獨特感需求量表（Self-Attributed Need for 

Uniqueness, SANU） 

Lynn與Harris發展出Self-Attributed Need for Uniqueness（SANU），這個量

表只有四題：想要成為獨特的人的程度、獨特性對個體的重要程度、刻意區分

自己和他人的頻率、獨特感需求的強度（引自Snyder & Lopez, 2005）。 

由於過去並沒有雙胞胎個人化的量表，因此研究者綜合上述「Kampmeier 與 

Simon的個人化量表」及「Lynn與 Harris的獨特感需求量表（SANU）」，再

加上雙胞胎個人化文獻增加題目，編製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研究者主要以

Kampmeier 與 Simon的個人化量表為基礎，將原本用來研究少數民族的量表改

寫為雙胞胎適用的版本，例如，將「我和別人是不同的」改為「我和我的雙胞

胎手足是不同的」；將「我是不平凡的」改為反向題「我只有和我的雙胞胎手

足在一起時才是不平凡的」。另外並參考 Stewart（2000）針對雙胞胎所做的社

會分析，根據其討論個人化及分化的部分增加題目，例如「我喜歡和我的雙胞



胎手足有類似的名字」與「我希望我不是雙胞胎的其中一個，而像大多數人一

樣是單獨出生的」。最後，因為第二個變項「分化」與「獨特感需求」的定義

相似，因此，研究者將獨特感需求的量表題目加入，例如「我會故意做一些事

（如剪不同的髮型），讓別人能分辨我們兩個雙胞胎」。 

 

 

 

 

 

 

 

 

 

 

 

 

 

 

 



第二節 父母教養行為與雙胞胎的個人化 

壹、 父母教養 

父母教養的內涵極廣，有研究者（陳冠中，1990）將其視為一整體的概念，

另一些研究者則將其細分為態度、行為及風格等面向。本研究中的父母教養係

指成年雙胞胎在青少年時期所知覺到的父母教養行為。 

一、 父母教養行為的內涵 

Merriam-Webster’s Online Dictionary列出父母教養（parenting）的三種定義：

（一）父母養育小孩；（二）成為父母的行為或過程；（三）以父母的方式照顧

小孩（Merriam-Webster, 2007）。 

父母教養的內涵極廣，有研究者（陳冠中，1990）將父母教養視為一整體

的概念；另一些研究者則將其細分為態度、行為及風格等面向，例如 Cowan、

Powel與 Cowan（1998）將父母教養研究分為三個主要取向：（一）父母教養風

格（parenting style），表父母教養行為表現的情感氛圍。（二）父母教養行為

（parental practices）：當父母與子女互動時，可以觀察到的社會化行為。（三）

父母角色（parental roles）：即為字面意思。而研究者回顧過去的文獻則發現，

父母教養研究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態度：「父母教養態度」、「父母教養風格」、

「父母管教態度」；二是行為：「父母教養行為」、「父母管教行為」，三是兩者綜

合：「父母管教方式」、「父母教養方式」（陳冠中，1990）。 

Darling及 Steinberg（1993）認為「父母教養風格（parenting style）與「父



母教養行為（parenting practices）」是不同的，他們認為，前者是指父母對子女

的態度以及親子之間的情感氛圍，後者是指父母對子女特定的、目標導向的行

為。Darling 及 Steinberg （1993）認為其影響的模式為：父母教養風格影響父

母教養行為，父母教養行為再直接影響孩子的行為。Mounts（2002）以驗證性

因素分析檢定父母教養風格及父母教養行為是否為兩個獨立的變項，結果發現

兩者之間相關的絕對值在 0.02和 0.39之間，平均值的絕對值為 0.17，表示這兩

個變項是有區隔的。由於研究者希望能提供父母教養上具體的建議，本研究的

父母教養係指「父母教養行為」。 

研究父母教養有兩種主要的做法，一是讓子女說他們是怎麼被教養的，另

一種是反過來讓父母說他們如何教養子女（Lichtenstein, Ganiban, Neiderhiser, 

Pedersen, Hansson & Cederbald et al., 2003）。由於研究者將焦點放在個體本身主

觀的想法，因此採用第一種方法。又因父母在每個階段對待其子女的方式或有

差異，而雙胞胎的個人化多發生於青少年時期（Anslie, 1997）。綜上所述，本研

究的父母教養係指將會參與者在青少年時期知覺到的父母教養行為。 

 

二、 父母教養的分類 

過去父母教養主要可分為三向度：單向度、雙向度及多向度。 

（一） 單向度父母教養 

Baumrid（引自鍾筱萍，2004）依據父母的權威取向，將父母的管教類型分



為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開明權威（authoritative）、放任溺愛型

（permisssiveness）。Elder（1962）以居住於 Ohio及 North California的青少年為

研究參與者，依據其知覺到的父母支配性（parental domination）與青少年自我

引導的程度，將親子的互動關係分為七種類型：獨裁（autocratic）、專制權威

（authoritarian）、民主（democratic）、平等（equalitarian）、溺愛（permissive）、

放任（lassez-faire）與忽視（ignoring）。 

Perris、Jacobsson、Lindstrom、von Knorring與Perris將父母教養行為分成拒

絕、情感支持、過度保護、偏愛手足等四種類型（引自Arridell, Savavio, Aguilar, 

Sica, Hatzichristou, Eisemann et al., 1999）。由於偏愛手足分量表在跨文化研究參

與者中信度不佳，因此Arridell、Savavio、Aguilar、Sica、Hatzichristou與Eisemann

等（1999）將其刪去，指出三個種類的模式：拒絕、情感支持、過度保護。 

 

（二） 雙向度父母教養 

William（引自鍾筱萍，2004）依據子女所知覺到的父母管教，以兩向度關

懷（loving）及權威（authority）將父母管教的類型分為四類「高關懷、高權威」、

「高關懷、低權威」、「低關懷、高權威」、「低關懷、低權威」。Bronfenbrenner

（1961）列出父母的教養行為（parental practices）20個面向：身體處罰和威脅

（physical punishment and threat）、剝奪特權或所有物（deprivation of privilege or 

property）、物質獎賞（material reward）、權力（power）、成就要求（achievement 



demands）、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工具性陪伴（instrumental companionship）

（例，陪寫作業）、有原則的紀律（principled discipline）、忽視（neglect）、父母

缺席（parental absence）、撫育（nurturance）、（affection）、保護（protectiveness）、

情感處罰（affective punishment）（例，藉由讓子女有罪惡感處罰他）、表達性的

拒絕（expressive rejection）（例，嘲笑子女）、縱容（indulgence）、說情（intercession）

（例，使子女處罰變輕）、增進聯繫（affiliative companionship）、情感獎賞（affective 

reward）、父母出席（parental presence）。Bronfenbrenner再將他們分為兩大類：

表達（expressive function）及情感性功能（instrumental function）。Maccoby及

Mantin（引自鍾筱萍，2004）根據要求及反應兩個向度，將父母的類型分為專

制權威型（authoritarian）、寬鬆放任型（indulgent）、開明權威型（authoritative）、

忽視冷漠型（Neglect）。 

 

（三） 多向度父母教養 

Schaefer（1965）將孩子眼中的父母教養行為分為接納－拒絕（acceptance vs. 

rejection）、心理性自主－心理性控制（psychological autonomy vs. psychological 

control）、堅定控制－放任（firm control vs. lax control）。Becker（1964）以因素

分析過去研究中的父母行為的有關變項，將Schaefer的自主及控制向度，細分成

「限制－溺愛」及「焦慮情緒的涉入－冷靜地分離」，再加上「溫暖－敵意」。

定出三向度的模式。 

Hetherington與Frankie（1967）從父母對情境問題的回答中，用父母支配



（parental dominance）、父母衝突（parental conflict）、溫暖－敵意

（warmth-hostility）等向度區分其類型。 

目前並無研究者針對雙胞胎的父母教養行為提出適合的向度，由於研究者

希望給雙胞胎父母一些具體而明確的建議，因此以Arridell、Savavio、Aguilar、

Sica、Hatzichristou與Eisemann等（1999）的理論為基礎，採用「拒絕」、「情感

支持」及「過度保護」等類別，並且因研究者回顧文獻（Schave & Ciriello, 1983; 

Stewart, 2000）發現父母是否公平及一致地對待雙胞胎將會影響其個人化，因此

提出「公平」及「一致性」等兩類教養行為。接著在經過信效度的分析後，本

研究所指的雙胞胎父親及母親的教養行為總共包含「拒絕」、「情感支持」及「一

致性」等三類。 

 

貳、 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的測量 

測量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的工具不多，因此研究者從單胞胎的測量工具，

發展雙胞胎的測量工具。下面先介紹測量單胞胎父母教養的相關量表，主要包

括父母教養態度及行為，再介紹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的編製： 

一、 結構化家庭互動任務（Structured Family Interaction Task） 

Hetherington和 Frankie（1967），先將父親及母親分開，使其單獨回答 12

個關於教養子女的問題，然後再使夫妻一同回答同樣的問題，最後將會得出父

親、母親各自以及父母親一起的三種回答。研究者再根據三個指標（父母支配、

父母衝突、溫暖－敵意）判斷父母教養的類型。評分的標準為平均值，若是在



平均值以上，則表示具有該特徵（最後一個指標為得分越高越傾向溫暖）。該量

表的年代較為久遠，且不是針對教養行為，因此不予採用。 

 

二、 雙親活動量表（Parental-Activity Inventory） 

Bronfenbrenner（1961）以青少年為研究參與者，測量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父母對待他們的方法。該量表為五點量表，共 100題，分散到 20個面向：身體

處罰和威脅（physical punishment and threat）、剝奪特權或所有物（deprivation of 

privilege or property）、物質獎賞（material reward）、權力（power）、成就要求

（achievement demands）、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工具性陪伴（instrumental 

companionship）（例，陪寫作業）、有原則的紀律（principled discipline）、忽視

（neglect）、父母缺席（parental absence）、撫育（nurturance）、（affection）、保

護（protectiveness）、情感處罰（affective punishment）（例，藉由讓子女有罪惡

感處罰他）、表達性的拒絕（expressive rejection）（例，嘲笑子女）、縱容

（indulgence）、說情（intercession）（例，使子女處罰變輕）、增進聯繫（affiliative 

companionship）、情感獎賞（affective reward）、父母出席（parental presence）。

再再將他們分為兩大類：表達（expressive function）及工具性功能（instrumental 

function）。該量表的年代較為久遠，且不是針對教養行為，因此不予採用。 

 

三、 雙親聯結評量工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 



Parker、Tupling及 Brown（1979）發展雙親教養態度量表，其為四點量表，

測量成人回憶中，父母在其 16歲以前的教養態度。該量表共 25題，含有 12題

關懷（care）及 13題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且 Parker（1989）於量表發展

的十年之後，回顧研究 PBI的文獻，發現 PBI的信效度不錯。徐畢卿、羅文倬、

龍佛衛（1999）將雙親教養態度量表改編為中文版本。量表共 25題，含有關懷

（care）及保護（protection）兩個因素。其中關懷有 12題，保護有 13題。因素

所佔之變異數百分比與國外文獻相似。再測信度為 0.66-0.88，Cronbach’s α係數

為 0.65-0.73都可接受，因此該量表應可於國內使用。但因本研究希望能給雙胞

胎父母一些行為面上的建議，而本研究的焦點在於父母的態度，因此不予採用。 

 

四、 我被養育的回憶量表（Egna Minnen Betraeffande 

Uppfostran,On My memories of Upbring, EMBU） 

最早的 EMBU有十四個因素，後來縮減為四個因素，分別為拒絕

（Rejection）；情感支持（Emotional Warmth）：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偏

愛子女（Favoring Subject）。但當將這四因素的量表用於其他十四個國家後發

現，第四個因素偏愛子女因信度不佳而被刪去，只留下三個因素（Arridell, 

Savavio, Aguilar, Sica, Hatzichristou & Eisemann et al., 1999）。但由於 EMBU太

長，恐影響答題品質，後有研究者試著發展出較簡短的版本（Eisemann, Recinos, 

Gaszner, Peter, Battagliese & Kállai et al., 1999），將其命名為 S-EMBU。它是以



希臘、瓜地馬拉、匈牙利及義大利的大學生為研究參與者，仍然維持之前的三

個因素。在拒絕的部分，包括處罰、羞辱、偏愛其他手足、批評、不把子女視

為個體和辱駡。情感支持包括溫柔親切、激勵、讚美。過度保護包括擔心及害

怕參與者的安全、打擾、過度介入。因素分析之後發現，在這四個國家中，母

親的教養行為共有 44.17％（希臘）、43.93％（瓜地馬拉）、42.35％（匈牙利）、

40.21％（義大利）的解釋量。在父親的部分，其教養行為共有 42.94％（希臘）、

43.74％（瓜地馬拉）、43.39％（匈牙利）、40.66％（義大利）的解釋量。信度

大於等於.72。 

 

過去幾乎沒有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的量表。上述我被養育的回憶量表

（EMBU）及雙親教養態度量表都是研究成人眼中的父母教養行為最常用的工

具，但因 EMBU在不同的樣本中比較有因素穩定性（Markus, Lindhout, Boer, 

Hoogendijk & Arrindell, 2003），又由於 EMBU題目較多，因此最後決定探用它

的精簡版本 S-EMBU。 

研究者先翻譯 S-MBU，保留其三個父母教養行為類別「拒絕」、「情感支

持」、「過度保護」等三種類型，根據其定義增減題目之後，由於父母教養行為

的公平及一致性與否會影響雙胞胎的個人化（Schave & Ciriello, 1983; Stewart, 

2000），所以研究者增加了二個類別「公平」及「一致性」。經過信效度分析後，

本研究共保留三個分量表「拒絕」、「情感支持」及「一致性」等類別。 



 

參、 父母教養行為與成年雙胞胎個人化 

在嬰幼兒時期，父母親對待同卵和異卵雙胞胎沒什麼差別，多是將他們視

為相似的存在。但漸漸長大之後，由於異卵雙胞胎會變得不相像，父母親的態

度也會隨之改變，將他們視為不同的個體。而同卵雙胞胎被視為同樣的個體的

時間則較長，個人化可能較差（Burlingham, 1946）。而東西方文化的父母又有

不同，受到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影響，東方文化的雙胞父母可能會較不重視

子女的個人化，而西方文化的父母則相反。但雖然本研究中的主要地點臺灣通

常被歸類於東方文化，但由於受到日本和美國的影響較大，在許多研究（Lin & 

Fu, 1990;Wang & Tamis-LeMonda, 2003）中都出現不一致的情況，也就是臺灣父

母的教養觀並不特定偏向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較多的情況是兩者兼具，因此

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一、 父母教養與雙胞胎個人化的理論 

Schave 與 Ciriello（1983）由訪談雙胞胎中發現，與父母的互動是影響雙

胞胎個人化的重要因素。他們列出了六種不同雙胞胎認同類型的雙胞胎，所知

覺到父母對待他們的方式。下面分別寫出這六種雙胞胎的父母教養的方式。 

（一） 聯合認同 

這種類型的雙胞胎受到父母的養育很少，使他們取代了父母的角色而成為



彼此的父母。 

 

（二） 互賴認同 

通常這類的父母對於有雙胞胎感到不快樂。父母們不太能區分他們，在叫

他們的時候就直接叫他們兩個人的名字。為了照顧方便，父母會鼓勵他們在一

起，給他們穿類似的衣服和分享一切。對互相依賴的的雙胞胎而言，他們的雙

胞胎手足比父母更重要，而他們的父母也會覺得自己被從雙胞胎的關係中剔除。 

 

（三） 分裂認同 

他們的父母通常很高興有雙胞胎，因為擁有雙胞胎會吸引很多的注意。母

親也會喜歡讓他們穿得一樣，但是卻沒有費心去分辨他們，因為她並沒有將他

們視為兩個個體。她將自我投射在雙胞胎身上，一個投射自我中「好」的部分，

另一個投射自我中「壞」的部分，將「好」的那個理想化而貶抑「壞」的那一

個。雖然將他們視為不同，但卻又將他們視為彼此的複製，希望他們很像。這

樣的雙胞胎在成長的過程中，「好」的那個雙胞胎覺得照顧「壞」的那個很累，

而「壞」的雙胞胎覺得一直被當成雙胞胎中較差的感覺很不好。 

 

（四） 理想化認同 

他們的父母很期待他們的誕生，也會儘量公平地對待他們。父母會希望雙



胞胎做一樣的事和擁有一樣的東西。大多數這類的雙胞胎會與父母及雙胞胎手

足維持良好的關係，只是他們會過度重視雙胞胎關係，而較乎略其他關係。 

 

（五） 競爭認同 

雙胞胎的父母可以清楚地區分他們，不會將他們打扮成相同的樣子，也不

會要求他們要念同樣的班級。而他們本身雖然覺得彼此之間親近的關係很有安

全感，但也會感覺到其個人化受到威脅。父母也會鼓勵他們之間的競爭和交不

同的朋友。雖然如此，父母還是會希望他們彼此之間有親近的關係。 

 

（六） 手足依附認同 

因為龍鳳胎的性別不同，父母很容易與他們分別建立情感上的關係。他們

有不同的玩具、朋友和對未來的想法，因此雙胞胎之間的認同也比較不會混淆。 

前面的雙胞胎個人化的部分提到，發展最為良好的雙胞胎類型為第五類「競

爭型認同」。Schave 與 Ciriello（1983）因此建議雙胞胎的父母在教養雙胞胎時，

應該鼓勵其分離與獨立。也要在教養上有較多的投入，以防雙胞胎因為彼此依

賴而難以分離。並且也要做到公平，否則可能容易造成許多的衝突，嚴重一點

還會形成分裂的認同，造成「好的」和「壞的」雙胞胎。另外，父母本身也應

能夠區分雙胞胎、允許競爭和鼓勵雙胞胎有親密的關係，如此教養之下的雙胞

胎，其個人化發展較好。 



另外，關於父母教養行為對雙胞胎個人化的影響除 Schave 與 Ciriello

（1983）的研究外，幾乎沒有其他相關研究，且 Schave 與 Ciriello只是大略地

將其稱為父母教養行為，很難將父親及母親的影響抽離出來，從中瞭解父親及

母親分別的影響狀況。因此本研究假設父親或母親的教養行為可能會對成年雙

胞胎的個人化有影響。 

 

 

 

 

 

 

 

 

 

 

 

 

 

 

 

 

 

 

 

 

 

 

 

 

 

 

 



第三節 依附關係與雙胞胎的個人化 

壹、 依附理論的重要概念 

最早是 1930年代的一群精神分析師開始研究早年經驗中的母親。在 1951

年時，Bowlby發表了一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專題論文：心理

照顧與心理健康（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指出童年時功能不良的母

親會影響子女人格的發展，讓人們注意到如果讓小孩子與所熟悉的和所愛的人

分離會造成的問題。後來，Bowlby藉由觀察小孩，提出了依附理論。他指出，

「依附行為是指一個人維持與其認為較能對抗世界的個體的趨近。當他害怕、

疲累或是生病時這種行為會更明顯，藉由被安慰和照顧得以緩和（頁 26-27）」。

而Mary Ainsworth在 1950年代晚期所做的一些實證研究更是促進了依附理論的

成形（Bowlby, 1988）。 

Bowlby認為依附行為的重要性不亞於進食和性行為。他將依附關係視為演

化的產物，依附關係的建立可增加嬰兒生存的機率，使幼小的嬰兒有食物吃。

而分離會引起焦慮，因為分離有可能意味著危險的增加，威脅到個體的生存。

因此他認為有些人將成人的依附行為視為病態是錯誤的，此一錯誤觀念可能來

自於精神分析理論（1985; 1982; 1988）。健康的依附行為才會導致健康依附關係

的發展，個體在未成熟的時期（嬰兒、兒童及青少年期）與依附對象相處的經

驗將會影響其一生情感關聯的型態（Bowlby, 1985）。 

依附的對象，並不限定於父母，其他如同胞手足及祖父母也有可能成為依



附的對象，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依附的對象可能擴及情人或朋友。成長之後，

最主要的依附對象為情人，會被置於依附階級的頂端，高於其他依附對象，但

只有母親例外，還是有可能居於青年的依附階級的頂層。但與單胞胎比起來，

雙胞胎個體更容易在成年後依附其手足，此一現象在單胞胎是很少見的

（Tancredy & Fraley, 2006）。 

Bowlby（1985; van Ijzendoorn & Tavecchio, 1991）指出，依附行為與其他的

本能行為一樣，都受行為系統中介，所以可以從控制系統的角度看依附行為：

依附行為的自我平衡系統會透過回饋機制彈性地修正目標，即當個體其評估依

附對象的可得性與目標差距過大，便會更改目標的設定。而依附行為的目標是

維持與依附對象的趨近與溝通。 

當幼兒依附行為得到適當的回應，將會發展出安全依附關係，其具體的表

現是只會偶爾看看聽聽來確認依附對象的存在。若未得到適當的回應，將會出

現不安全依附關係，幼兒感到害怕及焦慮，進而產生逃避、矛盾及生氣，並出

現跟隨、黏著、大叫或哭泣行為（劉佳閔，1994；Ainsworth, 1979; Bowlby, 1985）。

不安全的依附關係將會引起疏離的現象，也就是嬰兒在與母親分離一段時間後

重聚時，對待母親的態度如同陌生人。然後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強烈的依

附行為才會重現（Bowlby, 1988）。 

Bowlby（1988）認為，依附關係（attachment）與依附行為（attachment 

behaviour）是不同的。依附關係是一種穩定的情感聯結，只會隨時間慢慢改變，



而不受立即的情境影響。當兩個人有依附關係時，其中的一個人會強烈地傾向

與另一個人保持趨近，尤其是在特定的情況下（例，疲勞、生病），最常見的依

附關係是嬰兒依附母親。但依附行為就不同了，它是一種外顯的行為，會隨情

境改變，Bowlby（1985）將依附行為定義為：個人任何維持或達到趨近其喜愛

個體的行為。例如，小嬰兒通常會依附母親，但是當母親不在時，會改為依附

另一個較喜歡的人，甚至較喜歡的人都不可得時，也會屈就於依附陌生人。當

已建立了依附關係的小孩子與母親分開時，剛開始的依附行為是很明顯的，他

會想要尋求趨近母親，隨著時間的過去，依附行為會漸漸減少。但是，依附的

關係仍然存在，因為母親歸回時，小孩又很快地出現對母親表現出依附行為，

對陌生人的依附行為則減少。 

研究者研究成年的雙胞胎之間穩定的依附關係。本研究的依附關係指雙胞

胎個體維持與其雙胞胎手足趨近的程度。 

 

貳、 依附的發展與分類 

一、 依附的發展階段 

Bowlby（1982）將依附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有限區別性的社會反應階段

（orientation and signals with limited discrimination of figure）；具區別性的社會反

應階段（orientation and signals directed towards one (or more) discriminated 

figure）；主動尋求親近具區別性的對象接觸的階段（maintenance of proximity to a 



discriminated figure by means of locomotion as well as signals）；目標整合的合夥關

係階段（formation of goal-corrected partnership）。  

Ainsworth、Blehar、Waters與Wall（1978）綜合過去對依附發展階段的理

論，提出依附發展的四個階段：最初的前依附階段（The initial preattachment 

phase）；依附成形階段 （The phase of attachment-in-the-making）；明確的依附階

段（The phase of clear-cut attachment）；目標修正伙伴階段（the phase of a 

goal-corrected partnership）。 

 

二、 依附的分類 

Bowlby將依附關係分為三類：安全依附；焦慮抗拒依附（anxious resistant 

attachment）；焦慮迴避依附（anxious avoidant attachment）。Ainsworth將嬰兒在

陌生情境實驗的反應分為三類：安全依附型（security attachment）、不安全依附

－逃避型（avoidant attachment）與不安全依附－矛盾型（ambivalent attachment）。

Main及 Solomon在這三種類型之外，又提出了第四種依附類型：混亂型

（disorganized）（引自劉佳閔，1994）。 

Bartholomew與 Horowitx（1991）提出二向度四依附風格的理論。二向度

分別為自我模式以及他人模式，其中自我及他人模式均可分為正向及負向，自

我模式的正負向表示一個人覺得自己值得被愛、被支持。他人模式的正負向表

示他人是否可以被信賴以及能接觸到或拒絕。因此形成了四個向度，分別為：



安全型（secure）；沉溺型（preoccupied）；害怕型（fearful-avoidant）；拒絕型

（dismissive-avoidant）。安全型是覺得自己值得被愛以及覺得他人能接受自己；

沉溺型是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但是覺得他人能接受自己；害怕型是覺得自己

不值得被愛，也覺得他人拒絕自己。第四個向度是拒絕型，他們雖然覺得自己

值得被愛，但卻不期望他人接受自己。 

Ainsworth根據嬰兒在陌生情境的反應，將依附行為分為四種：趨近尋求

（proximity seeking）；接觸維持（contact maintaining）；迴避（avoidance）；抗拒

（resistance）。Hazan與 Zeifman（1994）列出依附關係的四種特徵，雖然名稱

與 Ainsworth的名稱不同，但研究者回顧文獻後發現，兩者將近，且原本 Hazan

與 Zeifman所提出的向度即是從 Ainsworth、Blehar、Waters與Wall（1978）及

Bowlby（1988）歸納而成的。Hazan與 Zeifman（1994）的分類為：尋求趨近

（proximity seeking）、 分離抗拒（separation protest）、安全天堂（safe haven）

和 安全堡壘（a secure base）。趨近尋求表雙胞胎個體會趨近、接觸其雙胞胎

手足；分離抗拒表示拒絕分離，且當與依附對象分離時，會感到沮喪；安全天

堂表雙胞胎個體尋求其雙胞胎手足的支持、安慰與保證；安全堡壘指雙胞胎個

體將依附的對象當作與沒有依附關係的人互動的基地。Tancredy和 Fraley（2006）

發現這四個特徵很適合用來研究雙胞胎的依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 Hazan與

Zeifman的向度，來研究雙胞胎個體依附其雙胞胎手足的程度。 

 



參、 雙胞胎的依附關係 

單胞胎通常會經過與母親認同及分離的過程，但雙胞胎不但要和母親分

離，也要跟雙胞胎手足分離（Stewart, 2003）。Adelman和 Siemon （1986）也

同樣指出雙胞胎要達到關係轉移（relational shift）是很困難的。關係轉移意味

著雙胞胎能夠從情感依附中分離，卻仍能保持親密感，知道他們仍然關心彼此。

但這卻是對其心理建康來說最佳的關係。 

目前雙胞胎依附關係的研究不多。Tancredy與 Fraley（2006）比較雙胞胎

與單胞胎的依附關係，結果發現雙胞胎比非雙胞胎更容易以手足作為依附對

象，但他們研究中的「手足」並沒有區分是「雙胞胎手足」或「非雙胞胎手足」。

Hock、Coady與 Cordero（引自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比較 14

對雙胞胎及 17位單胞胎後發現，在陌生情境中，雙胞胎表現出較多的抗拒（p 

< .01）及迴避行為（p < .05）。他們認為可能是雙胞胎的母親較無心力回應雙胞

胎嬰兒發出的訊號，這可能使雙胞胎放棄以母親為依附對象，轉而依附其雙胞

胎手足。雙胞胎個體不在一開始就依附雙胞胎手足，而是在母親無力給予雙份

的母愛時才轉向其雙胞胎手足，其原因可以從 Schaffer與 Emerson針對嬰兒所

做的研究推論。他們指出，影響嬰兒對母親的依附的最大因素是母親對哭泣的

回應與是否與嬰兒社會互動，而剛出生的雙胞胎並沒有能力對其雙胞胎手足做

出以上回應（引自 Bowlby, 1982）。 

本研究並鎖定成年雙胞胎的依附關係。Bowlby和 Ainsworth研究的焦點是



孩子與主要照顧者的關係，但 Bowlby（1982）也指出，依附行為不只出現於嬰

幼兒期，也會出現在成人期，雖然它的確會隨年紀漸減，但不會完全消失。人

們會感到它減少，是由於經驗的累積使得遇到陌生環境的機會變少，以及成熟

的個體較能接受其他替代的接觸管道（例如，信、電話或照片）。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才有研究者將興趣轉向依附關係在成人的作用（Hazan & Shaver, 1987）。

而研究者即希望瞭解成年雙胞胎依附關係的現況及其對個人化的影響。 

 

肆、 依附關係的測量 

過去研究單胞胎的依附關係，較知名的有 Hazan和 Shaver的成人依附風格

（Adult Attachment Types）、Bartholomew 與 Horowitx的關係問卷（Th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Ainsworth的陌生情境測驗（The Strange Situation 

Test）。雙胞胎的依附關係測量則有 Tancredy和 Fraley的依附特性與功能量表

（Attachment Features and Functions Measure）。 

一、 單胞胎依附的測量 

（一） Hazan和 Shaver的成人依附風格 

Hazan和 Shaver（1987）是第一個將依附理論應用在成人的研究者，他們

研究情侶間的依附關係。Hazan與Shaver以Bowlby提出的三種依附關係類型（安

全依附；焦慮抗拒依附；焦慮迴避依附）為基礎，根據研究參與者與其伴侶的

資料，將參與者歸類到 Bowlby的三類型的其中一類。此為質化的分類分法，較



為費時費力，且該量表的對象為情侶，故本研究不採用。 

 

（二） Bartholomew與 Horowitx的關係問卷 

Bartholomew與 Horowitx（1991）修改 Bowlby及 Hazan和 Shaver（1987）

的理論，編製關係問卷（Th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將參與者區分為：安

全型（secure）；沉溺型（preoccupied）；害怕型（fearful-avoidant）；拒絕型

（dismissive-avoidant）。該量表不是以雙胞胎為對象，因此不採用。 

 

（三） Ainsworth的陌生情境測驗 

這是由 Ainsworth發展的經典測驗（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嬰兒們被放在一個實驗的房間裡，觀察他會離母親多遠去探索放在一邊

的新奇玩具。在母親未離場時，請一位陌生人進入該房間，並漸漸接近嬰兒。

然後母親離開幾分鐘後再回來，換陌生人離開現場。最後母親們再拿玩具引起

嬰兒們的興趣。施測者藉由觀察整個過程了解嬰兒與其母親的依附關係。該測

驗是以嬰兒為對象，不適用於本研究。 

 

二、 雙胞胎依附關係的測量 

Tancredy和 Fraley（2006）的依附特性與功能量表（Attachment Features and 

Functions Measure）將依附關係分為四個向度：尋求趨近（proximity seeking）、



分離抗拒（separation protest）、安全天堂（safe haven）和 安全堡壘（a secure 

base）。該量表的目的為瞭解雙胞胎依附的對象及其依附此一對象的程度。在

依附對象方面，雙胞胎可以選擇回答父親、母親、伴侶、手足、雙胞胎手足或

朋友。原量表（手足分量表）的各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都在.84以上，表示

內部一致性良好，值得參考。 

研究者欲瞭解雙胞胎之間依附的程度，因此以 Tancredy和 Fraley（2006）

的依附特性與功能量表為基礎發展量表。由於原量表沒有說明各題的所屬向

度，因此研究者在翻譯該量表後，依據各向度的定義判斷。由於第四個向度「安

全堡壘」並沒有明確的題目，因此研究者將其刪去。並由原來的七點量表改為

四點量表。研究者除了改變原來題目的用字，以符合國情外，也將類似的題目

刪去，並依據各向度的定義以及依附關係的文獻（Bowlby, 1982; 1988）增加題

目，最後總共有「趨近尋求」、「分離抗拒」及「安全天堂」等向度。「趨近尋求」

是雙胞胎希望夠常常和雙胞胎手足在一起，或是在達成某事或是感受到威脅

時，會主動地尋找對方。「分離抗拒」是當雙胞胎分離時，會比較容易感到沮

喪。「安全天堂」是雙胞胎在面對有需要的情境時，最想要雙胞胎手足的支持、

保護和安慰。 

 

伍、 雙胞胎依附關係與個人化之關係 

根據Mahler的理論，人出生後與母親是很親密的，但大約三十六個月大以



後，嬰兒與母親會經歷「分離－個人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過程，漸

漸開始對外界感興趣（Mahler, Pine & Bergman, 1975），此時因為雙胞胎手足是

他最容易接觸到的個體，因此兩人之間會開始建立關係（Tancredy & Fraley, 

2006）。且由於與母親分離的壓力和焦慮非常大，孩子需要轉向Winnicott（1953）

所說的轉換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讓孩子有仍與母親融合的錯覺。一般人

的轉換性客體可能是娃娃，而雙胞胎的轉換性客體是其雙胞胎手足。以娃娃作

轉換性客體的一般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得比娃娃還大很多，且會因漸漸感受到父

母及同儕的壓力而不再使用娃娃。但雙胞胎並不會被要求離開其雙胞胎手足

（Anslie, 1997），這解釋了為什麼雙胞胎較難個人化，因為他們一直有與其雙胞

胎手足融合的感覺。到青少年期時，與一般人相同的，雙胞胎也會開始經歷 Blos

（1967）所觀察到的第二個「分離－個人化（the second sepatation-individuation）」

的過程。此時青少年一方面還對家裡有依賴，另一方面又想脫離家庭的控制，

與同儕發展出較親密的關係。Ainslie（1997）認為此一第二次從分離到個人化

的過程對雙胞胎而言更是困難，因為雙胞胎不只要與家庭分離，還要與雙胞胎

手足分離。雙胞胎也會和一般人一樣，想與同儕發展關係，只是雙胞胎們可能

會遇到一些因雙胞胎關係而造成的困難，例如，當有秘密或是好處時，會猶豫

要與雙胞胎手足還是密友分享。由此可知，雙胞胎在個人化上比一般人更加困

難，且青少年時期是很重要的關鍵期。 

雙胞胎之間的依附是兩面刀，在焦慮的情境下是支持，但對自我的發展是



阻力（Anslie, 1997）。Adelman和 Siemon  （1986）研究正面臨心理分離的成

年雙胞胎指出，對雙胞胎而言，要達到關係轉移（relational shift）是很困難的。

關係轉移指雙胞胎能夠從情感依附中分離，卻仍能保持親密感，知道彼此仍互

相關心。 

綜上所述，對雙胞胎而言，分離比一般人更加困難，若雙胞胎能在關心和

愛彼此的同時，又能從情感依附中分離，保持適當的心理距離，將有利於個人

化的發展。過去的研究依附關係多將其區分為安全及不安全等類型，研究者則

將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中的「趨近尋求」及「安全天堂」歸類為安全依附關係，

將「分離抗拒」歸類為不安全依附，期待瞭解它們對雙胞胎個人化的影響。 

 

 

 

 

 

 

 

 

 

 



第四節 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與雙胞胎的個人化 

人出生後最早接觸及形成依附關係的對象是母親，及至 36個月後開始經歷

第一次與母親之間「分離－個人化」的歷程，開始建立與母親之外的人際關係

（Mahler, Pine & Bergman, 1975），此時正是雙胞胎之間形成依附關係的時候

（Tancredy & Fraley, 2006）。到青少年時期的第二次「分離－個人化」的過程

後，更是漸漸脫離家庭的影響，成為獨立的個體（Blos, 1967）。 

在形成個人化的過程當中，如果父親及母親的教養方式是較傾向使用較多

「拒絕」行為，可能會導致雙胞胎個體轉向其雙胞胎手足，彌補不足的父母之

愛，形成強烈的雙胞胎依附關係，而無法個人化；相反地，若父親及母親以情

感支持的行為來對待雙胞胎，則雙胞胎較能與其父母建立良好的關係，而不會

過度依附其雙胞胎手足，個人化的情況較好（Schave & Ciriello, 1983）。 

此外，父親或母親使用「一致性」教養行為可能也會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

程度，「一致性」的教養方式，可能會使雙胞胎的感情較好，因雙胞胎無須爭

奪較好的物質供給或父母的喜愛（Burlingham, 1946），但也可能會使他們太過

強調相似而使個人化程度較低。 

雙胞胎的依附關係同樣也可能是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重要因素，其實雙胞

胎的依附關係並不一定會對個人化造成負面的影響，如果雙胞胎之間的依附關

係是適當而良好的，則其個人化發展會很好。若雙胞胎之間的關係很差或是依

附關係太過強烈，則其個人化表現會比較差（Schave & Ciriello, 1983）。 



綜上所述，父母教養行為與雙胞胎之間的依附關係可能會聯合對雙胞胎的

個人化造成影響。Schave 與 Ciriello（1983）將雙胞胎認同分為六種類型，其

中，個人化發展最好的認同類型是「競爭認同」的雙胞胎，他們擁有「情感支

持」的父母及以與雙胞胎手足有良好的關係。亦即，父親及母親使用較多的「情

感支持」教養行為與良好的雙胞胎關係有助於雙胞胎的個人化。相反地，若父

母親使用較多的「拒絕」及「一致性」行為，再加上雙胞胎之間過度地不安全

依附，則可能會阻礙個人化的發展。 

 

 

 

 

 

 

 

 

 

 

 

 



第五節 研究假設 

依據第一章之研究目的及本章之文獻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如下： 

壹、 父母教養行為與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經歷不同父親或母親教養行為之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表現

有差異，亦即： 

假設一：經歷不同程度的父親或母親「拒絕」教養行為之成年雙胞胎，其

個人化表現有差異。 

假設二：經歷不同程度的父親或母親「情感支持」教養行為之成年雙胞胎，

其個人化表現有差異。 

假設三：經歷不同程度的父親或母親「一致性」教養行為之成年雙胞胎，

其個人化表現有差異。 

 

貳、 依附關係與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不同依附關係之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表現有差異，亦即： 

假設四：具有不同程度「趨近尋求」依附關係之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表

現有差異。 

假設五：具有不同程度「分離抗拒」依附關係之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表

現有差異。 

假設六：具有不同程度「安全天堂」依附關係之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表



現有差異。 

 

參、 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與成年雙胞胎個人化表現之

關係 

假設七：父親「情感支持」教養行為、母親「情感支持」教養行為、「趨近

尋求」依附關係、「安全天堂」依附關係，可正向預測成年雙胞胎個人化的表現。 

假設八：父親「拒絕」教養行為、父親「一致性」教養行為、母親「拒絕」

教養行為、母親「一致性」教養行為、「分離抗拒」依附關係，可負向預測成年

雙胞胎個人化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