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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本

章就研究結果詳加討論，並依據主要研究發現歸納為結論，再根據結論提出本

研究之建議，提供父母教養雙胞胎及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討論 

本研究提出八項假設，有四項假設獲得支持。此外，本研究也進行雙胞胎

個人化、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及依附關係的現況及人口變項的差異分析，由於

未列入假設，不在此列出，但後續將進行討論。茲將假設考驗的主要結果列出，

如表 62，再分別進行討論。 

表 62假設考驗的結果 

研究假設 是否獲得支持 主要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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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父親或母親「拒絕」行為

在雙胞胎「整體個人化」

的表現均沒有顯著效

果，然而父親「拒絕」行

為對「獨立」表現則有顯

著負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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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母親「情感支持」行為在

雙胞胎「整體個人化」的

表現有顯著效果，且在個

人化兩個指標「獨立」及

「分化」表現均有正向的

顯著效果。父親「情感支

持」行為則是在「整體個

人化」沒有顯著差異，但

在個人的「分化」指標有

顯著正向的效果。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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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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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整體個人化及個人化

的兩個指標皆無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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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整體個人化及個人化

的兩個指標皆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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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整體個人化及個人化

的兩個指標皆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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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整體個人化及個人化

的兩個指標皆無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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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父親「情感支持」行為、

母親「情感支持」行為、

「趨近尋求」依附關係、

「安全天堂」依附關係，

能正向預測「分化」及「個

人化總分」。進一步分

析，父親「情感支持」行

為是主要的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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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父親「拒絕」行為、父親

「一致性」行為、母親「拒

絕」行為、母親「一致性」

行為、「分離抗拒」依附

關係可有效負向預測「獨

立」。進一步分析，「父親

拒絕」行為是主要的預測

變項，其次為母親「拒絕」

行為。 

 

本研究依據各研究結果，分別進行如下的討論：（一）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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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資料分析；（二）成年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及依附關係之初步資料分析；（三）

父母教養行為和雙胞胎個人化的關係；（四）依附關係與雙胞胎個人化的關係；

（五）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與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 

 

壹、 成年雙胞胎個人化之初步資料分析 

一、 成年雙胞胎之個人化現況 

有鍳於國內目前對於雙胞胎之探討相當匱乏，本研究以 George Simmel 

（Levine, 1971）的理論為基礎，參考 Kampmeier與 Simon（2001）的個人化量

表，並根據雙胞胎文獻（Stewart, 2000）編製雙胞胎個人化量表。整理問卷後，

茲將有助於雙胞胎父母、雙胞胎本身、社會大眾及研究者更加瞭解雙胞胎個人

化的訊息，在此做一簡要說明。 

本研究的量表以 Likert-type四點量表計分，每一道題項的分數皆介於 1到 4

之間，若總量表平均分數高於 2.5分，則表示其平均偏高。初步資料分析後發現，

本研究之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的總量表平均數為 3.171，標準差為 0.399，而個人

化的兩項指標「獨立」及「分化」的平均數依序為 3.140及 3.202，標準差依序

為 0.472及 0.517，可知參與的全體成年雙胞胎在個人化量表的得分偏高，平均

數大於 2.5分。且在參與的 76位雙胞胎中，僅有 2位在 2.5分以下，表示參與

的雙胞胎大多有高程度的個人化表現。若分別看個人化的二項指標，「獨立」及

「分化」的得分平均數也偏高，其中「獨立」低於 2.5分的僅有 6人，「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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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 2.5分的僅有 4人，顯示雙胞胎參與者在「獨立」及「分化」兩指標也偏高。 

 

二、 人口變項在個人化的初步分析 

本研究初步分析了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的人口變項：性別、年齡、雙胞胎

本身的社經地位、父母社經地位、胎性、在雙胞胎中的排行、家中手足總數。

根據初步資料分析結果發現，人口變項的單因子多變量（獨立、分化）及單變

量（個人化）分析幾乎都沒有達到顯著，僅雙胞胎的年齡及雙胞胎本身的社經

地位對「獨立」有顯著的影響。顯示人口變項對分析的結果造成影響不大，因

此在後續的分析不對樣本再做切割。 

以下先分析有顯著的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是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一個

重要因素：30歲以上之雙胞胎「獨立」的程度與 20歲以下的雙胞胎有顯著差異，

即 30歲以上之雙胞胎的「獨立」程度高於與 20歲以下的雙胞胎。Burlingham

（1946）指出，一般人對於成為雙胞胎的渴望會使得雙胞胎樂於彼此相像，但

相較於年幼的雙胞胎，成年的雙胞胎對於一般人已失去吸引力，且成年後若言

行仍然相像，會帶給大眾怪異的印象，因此雙胞胎成年後會漸漸地走向個人化，

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最高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比最高教育程度為大學的成

年雙胞胎，在個人化的表現程度較高。過去的研究並沒有相關的文獻，因此研

究者判斷可能是因在研究所必須獨立學習與做研究，使得雙胞胎在「獨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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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較高。 

接著討論沒有顯著的部分。在性別方面，男性及女性個人化的程度沒有顯

著差異。魏珮文（2003）在其個人化研究中指出，男性與女性個人化的過程雖

有差異，但同樣都會經歷個人化。在父母的社經地位方面，過去的研究者指出

在西方社會中，高社經地位的父母較鼓勵雙胞胎個人化，而低社經地位的父母

則喜歡雙胞胎相像，因為比較好照顧（Stewart, 2000）。但在本研究中，不同社

經地位的父親及母親對雙胞胎的個人化並沒有顯著的效果。研究者判斷可能的

原因是東西方不同，或是因為本研究之雙胞胎樣本變異性太小所致。 

在胎性的部分，Burlingham（1946）的研究結果指出，母親的態度會受到

胎性的影響，當雙胞胎漸漸長大，母親會期望長像類似的同卵雙胞胎仍然很相

似，對異卵雙胞胎則會接受他們不像的事實，使得同異卵雙胞胎的個人化有差

異。但本研究中，同異卵雙胞胎的個人化沒有顯著差異。造成這樣結果的可能

性有二種，一是本研究除十八位雙胞胎個體在臺北市雙胞胎協會的協助之下有

做確定胎性的檢測外，其餘 58位參與者是採用自陳的方式回答胎性，可能會有

誤差存在。二是本研究中的參與者，其個人化的程度明顯偏高，較無變異性，

因此胎性對個人化沒有顯著效果。 

另外，研究者也考驗在雙胞胎中排行老大或是老么的雙胞胎在個人化表現

的差異。以一般人的情況來說，老大通常比較獨立，比較有責任心，而老么比

較依賴（蔡佳靜，2002）。但在本研究中，雙胞胎的出生序沒有顯著差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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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胞胎的情況與單胞胎不同。在手足總數的部分，不同手足總數也對個人化

沒有影響，可能是研究者在編寫題目時，在超過五人以上時，只要求參與者勾

選 5人以上，而沒有要求其報告實際的數字，無法增加變異性。 

 

貳、 父母教養行為及依附關係之初步資料分析 

一、 成年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之現況 

本研究之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均包含「拒絕」、「情感支持」、「一致性」

等三項指標，研究者以各分量表的平均數高低，將參與者分為三類（見表 27）。

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量表均以「情感支持」的人最多，「一致性」居次，最少的

是「拒絕」，僅佔總人數的 2％以下。 

由此可知，本研究中雙胞胎的父親及母親，在其國中時期多是使用「情感

支持」教養行為，其次是「一致性」教養行為，最少的是「拒絕」的教養行為。

由文獻來看，「拒絕」行為最不利雙胞胎個人化的發展，因此屬於接受最多「拒

絕」教養行為的雙胞胎人數最少，對個人化而言是好現象（Schave & Ciriello, 

1983）。然而，本研究的樣本稀少，實際上整體雙胞胎的父親及母親教養類別的

分佈是否與本研究一致，有待進一步確認。 

 

二、 人口變項在父母教養行為之初步分析 

由於個人化才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變項，在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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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僅針對性別做初步分析。從 t考驗的的分析結果得知，男性及女性雙胞胎，

其父親及母親所使用的教養行為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因為在本研究中，不管

是男性或女性的雙胞胎，其父母的教養行為都很明顯地傾向使用較多的「情感

支持」行為，使得男女間的差異不大。 

 

三、 成年雙胞胎依附關係之現況 

本研究中的雙胞胎個體在依附關係的得分偏高，在三個指標中，屬於安全

依附特質的「趨近尋求」及「安全天堂」，得分均高於 2.5分（M = 3.11、 M = 

3.22），而屬於不安全依附特質的「分離抗拒」雖略低於安全依附特質，但仍高

於 2.5分（M = 2.94）（見表 31）。 

本研究之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包含「趨近尋求」、「分離抗拒」、「安全天堂」

等三項指標，研究者以各分量表的平均數高低，將參與者分為三類（見表 30）。

其中以「安全天堂」的人最多，佔總人數的 41％；其次是「趨近尋求」，佔總人

數的 13％；最少的是「分離抗拒」，佔總人數的 7％。而「安全天堂」及「趨近

尋求」屬於安全依附關係，因此可以說，本研究的大多數參與者屬於安全依附

關係的最多。 

研究者欲進一步確定雙胞胎參與者的依附關係是屬於安全或不安全的，因

此分別對「趨近尋求」及「分離抗拒」；「安全天堂」及「分離抗拒」的分量表

平均數進行 t考驗。結果發現，兩者皆有顯著的差異顯著，即「趨近尋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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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顯著高於「分離抗拒」（t = 3.240、 p = .000）；「安全天堂」的平均數

得分顯著高於「分離抗拒」（t = 4.504、 p = .000）。因此研究者判斷，本研究的

參與者大多傾向安全依附，加上在個人化的部分提到，此次參與者的個人化得

分皆偏高，因此推論參與之成年雙胞胎屬於達到關係轉移（Adelman & Siemon, 

1986）的雙胞胎，他們能夠從雙胞胎之間的情感依附中分離出自我，也能保持

親密感，是個人化發展的理想狀態。 

根據上述依附關係分析的結果也可得知，本研究雙胞胎參與者依附其雙胞

胎手足的程度很高，顯示雙胞胎與一般人不同。一般人的依附對象多會在青少

年時期時由父母（包括祖父母）轉到同儕（包括朋友和情人）而非手足（Harzan 

and Zeifman, 1994; Trinke and Bartholomew, 1997)。然而本研究卻發現雙胞胎與

一般人不同，成年後的雙胞胎手足之間的依附關係得分很高，顯示他們仍會將

雙胞胎手足作為依附的對象，這與 Tancredy與 Fraley（2006）的研究結果相似，

在其研究雙胞胎依附關係的研究中，發現雙胞胎比一般人更容易以手足作為依

附的對象，只是 Tancredy與 Fraley沒有將手足區分為雙胞胎手足及一般手足，

而本研究已針對這一點在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中做修正，特別指出手足是指「雙

胞胎手足」。因此，本研究發現雙胞胎對於其手足仍有依附行為是單指雙胞胎手

足，而非一般手足。 

 

四、 人口變項在雙胞胎依附關係之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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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個人化才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變項，在雙胞胎依附關係的部分，僅

針對性別做初步分析。從 t考驗的的分析結果得知，女性成年雙胞胎在「趨近

尋求」、「安全天堂」分量表及「量表總分」得分均顯著高於男性成年雙胞胎，

在「分離抗拒」則是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男性及女性成年雙胞胎在安全

依附關係有差異，在不安全依附關係則沒有差異。魏珮文（2003）以質化的方

法研究一般人青春期晚期的個人化，根據研究結果指出男性與女性在個人化的

過程中，對關係的重視程度不同，即女性比男性更重視與家人之間的連結。而

本研究是以雙胞胎為研究參與者。同樣發現雙胞胎男性及女性，依附關係的程

度有顯著的不同。 

 

參、 父母教養行為與雙胞胎個人化之關係 

本研究之父親與母親教養行為包括均「拒絕」、「情感支持」及「一致性」

等三個因素。從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不同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

對雙胞胎個人化的程度有顯著效果，即母親「情感支持」的低分組在「獨立」、

「分化」二項指標的表現皆顯著低於高分組。而從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的

結果可發現，母親「情感支持」低分組在「個人化」的表現皆顯著低於高分組；

父親「情感支持」低分組則只在「分化」指標的表現顯著低於高分組；父親「拒

絕」低分組則只在「獨立」指標的表現顯著高於高分組。 

本研究結果顯示，父親及母親使用「情感支持」教養行為時，有助於雙胞



 10

胎的個人化發展，尤其是在「分化」的表現上。當父母親以愛來照顧雙胞胎時，

會使得雙胞胎與父母建立關係，而不會與其雙胞胎手足過度融合，影響個人化

的發展（Schave & Ciriello, 1983）。 

另外，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在「拒絕」教養行為上，父親與母親對

「獨立」的影響不同。父親「拒絕」行為對「獨立」表現的影響有效果，而母

親「拒絕」行為則沒有效果。但在迴歸上則父親與母親的「拒絕」行為對「獨

立」皆有預測效果。這可能是因為當父親及母親無法被依賴時，雙胞胎會轉而

依賴其雙胞胎手足。Schave與 Ciriello（1983）的書中有提到一個極端的個案，

便是因為戰爭的緣故，雙胞胎因失去父母的愛，而以彼此之間的愛取代，使他

們在戰後自我的界限薄弱，不只沒有自我，也離不開彼此。 

 

肆、 依附關係與個人化之關係 

本研究從單因子單變量變異數分析及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得知，

在依附關係的三個類別中，無論是屬於安全依附特質的趨近尋求及安全天堂，

或是屬於不安全依附特質的分離焦慮，皆對個人化量表總分及其兩個分量表「獨

立」及「分化」兩分量表無顯著效果。 

根據過去文獻（Adelman & Siemon; Miliora, 2003），雙胞胎依附關係可能與

個人化有關係，但在本研究卻沒有顯著效果，研究者判斷可能的原因有三：一、

樣本太小，所有參與者在依附關係的得分都非常高，因此導致變異性過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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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附關係對雙胞胎的個人化沒有顯著效果。二、雙胞胎依附關係對個人化的

影響可能發生在更年幼的時候，因為雙胞胎在 36個月大以後即開始與雙胞胎手

足建立關係（Tancredy & Fraley, 2006），所以可能研究小學時期或小學之前的雙

胞胎依附關係，效果會更為顯著。三、雙胞胎依附關係與個人化的影響之間可

能有其它重要的中介變項是研究者沒有探討的，例如，青少年時期的同儕關係。

Ainslie（1997）指出，當雙胞胎個體在青少年時期經歷到第二個「分離－個人

化」時，他們不僅要跟家庭分離，也要與雙胞胎手足分離，而與同儕建立關係。

雙胞胎關係與同儕關係可能會互相干擾影響，進而影響雙胞胎的個人化。由此

可知，同儕關係可能是重要的中介變項。 

 

伍、 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對雙胞胎個人化之預

測 

本研究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父母教養行為、依附關係可以有效聯合預

測成年雙胞胎的個人化。父親「情感支持」、母親「情感支持」、「趨近尋求」、「安

全天堂」等較正向的影響因素可有效聯合預測分化及個人化整體表現，其中只

有父親「情感支持」有顯著；而父親拒絕、父親一致性、母親拒絕、母親一致

性、分離抗拒等較為負向的影響因素可有效聯合預測獨立的表現，其中只有父

親及母親「拒絕」行為有顯著。此外，就單純迴歸來看，父親的「一致性」行

為對「分化」的預測效果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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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向影響因素方面，主要的預測變項為父親及母親的「情感支持」教養

行為、雙胞胎的「趨近尋求」依附關係及「安全天堂」依附關係，能有效地預

測分化及個人化。關於父母「情感支持」的部分，在 Schave與 Ciriello的雙胞

胎認同模式分類中，只有「競爭認同」雙胞胎認同的類型是父母使用「情感支

持」行為較多，且雙胞胎關係較好的。他們的父母雖然鼓勵雙胞胎彼此競爭和

交不同的朋友，但也會希望雙胞胎之間有好的感情。在這種情境下成長的雙胞

胎，不僅有較高的成就，雙胞胎之間有親密的關係，個人化程度也是在所有雙

胞胎認同裡最高的。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其父親及母親情感支持（M = 2.84, M 

= 3.02）、雙胞胎依附關係及個人化皆大於 2.5分，且學歷多為大學以上，因此

大多數的參與者可能都屬於「競爭認同」，不過由於本研究沒有詢問參與者的父

母是否鼓勵雙胞胎競爭，因此在推論上將有所保留。 

在負向影響因素方面，即父親及母親的「拒絕」行為、父親及母親的「一

致性」行為及「分離焦慮」依附關係較能有效地預測「獨立」。父母教養行為及

雙胞胎不安全依附關係等負向影響因素的得分越高，其「獨立」的程度越低。

也就是說，負向的影響因素越多，則雙胞胎越會依賴其雙胞胎手足為其做決定，

而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Schave及 Ciriello（1983）指出，對於擁有雙胞胎

感到不快樂的父母，所表現出的拒絕行為，會使雙胞胎過度地互相依賴，影響

個人化。而雙胞胎不良的過度依附關係同樣也會減低個人化的程度，因此本研

究的結果可以說與文獻大致上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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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快樂的的父母除了表現出拒絕行為外，多會為了照顧方便的緣故，

會把雙胞胎當作一個個體，是彼此的複製，期待他們有類似的言行（Schave及

Ciriello, 1983），因此研究者將父親及母親「一致性」與其他負向的影響因素，

聯合預測雙胞胎的「個人化」，雖然「一致性」單獨的預測效果不顯著，但比不

將「一致性」加入時更能有效地預測「獨立」。就簡單迴歸來說，父親的「一致

性」行為能顯著預測分化（β = .330， p <.05），即父親若使用較多的「一致性」

行為對待雙胞胎，則雙胞胎「分化」的程度較低。「一致性」對「分化」的預測

效果與Miliora（2003）的發現相符合，他從罹患精神疾病的雙胞胎個案發現，「一

致性」的教養行為可能會影響雙胞胎的「分化」。 

分節符號 (下一頁)



第二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父母教養行為、雙胞胎之間的依附關係與成年雙胞胎個人

化表現的關係，依據研究結果與相關討論，歸納出以下的結論： 

一、 在現況方面，本研究之成年雙胞胎在個人化及依附關係的的

得分偏高。在依附關係的類別是以屬於「安全天堂」及「趨近尋

求」等安全依附關係的雙胞胎人數最多，在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

量表則是以父母親使用較多「情感支持」的雙胞胎居多。 

二、 不同人口變項的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程度有差異。不同雙

胞胎的年齡、本身的社經地位在個人化的有顯著差異。性別、父

母的社經地位、胎性、雙胞胎排行、家中手足總數在個人化則沒

有顯著差異。 

三、 經歷不同父親及母親教養行為的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的程

度有差異，即父親及母親「情感支持」行為較多，整體「個人化」

及「分化」的程度較高；父親「拒絕」行為使用較多，「獨立」

的程度較低。 

四、 不同依附關係的成年雙胞胎其個人化的程度沒有差異。 

五、 父親「情感支持」行為、母親「情感支持」行為、「趨近尋

求」依附關係、「安全天堂」依附關係，對個人化的表現有正向

預測效果。其中以父親「情感支持」行為的預測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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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父親「拒絕」行為、父親「一致性」行為、母親「拒絕」行

為、母親「一致性」行為、「分離抗拒」依附關係對個人化的表

現有負向預測效果。其中以父親「拒絕」行為為主要預測變項，

其次是母親「拒絕」行為。 

以往關於雙胞胎的研究非常少，雙胞胎個人化的文獻更是匱乏，幾乎只有

Schave與 Ciriello（1983）以質化的訪談法，研究雙胞胎認同的類型及其個人化。

本研究嘗試以量化的方法，補足此一研究領域的不足。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

正向的父親及母親的教養行為以及安全的依附關係，會促進雙胞胎個人化的程

度，尤其是在「分化」的表現上。另外，負向的父親及母親的教養行為以及不

安全依附關係，將會影響雙胞胎「獨立」的程度。研究者並在教養行為量表中，

針對雙胞胎教養的特殊情形，增加「一致性」分量表，結果也發現「一致性」

的確能有效預測雙胞胎「分化」的程度。對於「一致性」的探討是過去研究者

比較少做的。整體來說，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如下：一、針對雙胞胎個人化的問

題做深入的探討，增加對雙胞胎的了解。二、編製三個量表：「雙胞胎個人化量

表」、「雙胞胎父母教養行為量表」及「雙胞胎依附關係量表」，可做為後續研究

的參考。 

研究者本身也是雙胞胎的一員，從小因為是雙胞胎而得到許多特別的關注

和照顧，與雙胞胎手足之間的感情也十分親近。及至年紀稍長之後，才注意到

自己並不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因此才對於雙胞胎個人化的問題感到十分有

興趣，很希望能從中瞭解自己。研究者探討的變項是與雙胞胎關係相當密切的

父母以及雙胞胎手足，企圖從這兩個角度切入，了解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因素。

期待研究結果能提供正掙扎於個人化的雙胞胎一些有用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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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論及研究限制，研究者提出若干建議，以供雙胞胎家長及

相關單位人員在教育及學術研究上的參考。本節共分為三個部分，一為對成年

雙胞胎的建議，二為對目前教養雙胞胎的建議，三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壹、 對成年雙胞胎的建議 

一、 了解自身個人化狀況 

個人化是雙胞胎重要的問題（Miliora, 2003）。過去很少有雙胞胎個人化量

表，建議成年雙胞胎們可以填寫研究者編製的「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瞭解自

己個人化的狀況。 

 

貳、 對父母教養雙胞胎的建議 

一、 對雙胞胎的教養避免負向的行為 

雙胞胎的誕生對家長而言是精神及經濟上的沉重負擔，易導致疲勞的父母

以拒絕行為對待雙胞胎。而本研究顯示，父親及母親的拒絕行為會使雙胞胎個

人化的程度降低，難以形成獨立的自我，因此建議雙胞胎家長應避免使用拒絕

行為。 

另外，有些雙胞胎的父母基於方便或是引起他人注目的心態，會讓雙胞胎

做類似的打扮、念同樣的班級和學校，對待雙胞胎的態度也把兩人視為同樣的

個體。但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父親一致性的教養行為對於個人化有負向的影響，

會減低雙胞胎的個人化的程度，因此，建議雙胞胎父母（尤其是父親）盡量讓

雙胞胎有自己的特色和風格，在對待雙胞胎時，把他們當成像單胞胎一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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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 

 

二、 多使用「情感支持」行為 

本研究發現父親及母親的情感支持教養行為對於個人化整體表現及分化有

顯著的正向效果。家長常提醒自己要對雙胞胎付出適當的情感支持，使雙胞胎

有充足的父愛及母愛，便不致於過度依賴其雙胞胎手足而影響個人化的發展，

尤其是在個人化形成的青少年期，如此一來，雙胞胎子女比較能發展出獨立的

自我。 

 

參、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以年滿 18歲以上之成年雙胞胎為對象，平均年齡 26歲，且大多

數參與者介於 20到 30歲之間，未來可增加年齡在 30歲以上的參與者，也可以

考慮進一步以國小、國中或高中生為對象，進一步探討其差異情形。另外本研

究 92％的參與者之最高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若增加教育程度的變異性，可能

會有更深入的發現。再者，本研究僅以立意取樣的方式蒐集樣本，若能以隨機

抽樣的方式進行，推論上可能會更為客觀。在蒐集樣本的部分，可與相關單位

或社區合作，增加樣本數量以及變異性。 

 

二、 在研究變項方面 

影響雙胞胎個人化的因素相當複雜，主要包括四部分：雙胞胎本身、雙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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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父母、雙胞胎手足、社會。本研究僅探討雙胞胎本身一些人口變項（如性

別、年齡、在雙胞胎的排行、雙胞胎父母的教養行為及社經地位、雙胞胎與其

手足的依附關係及排行）。對於社會的部分則沒有探討，其實根據文獻（張珏，

1995；Pransack & Spector, 2006; Stewart, 2000; Turkheimer & Waldron, 2000），

社會的接納度、社會的期望、同儕及師長對於雙胞胎的個人化可能也會有影響，

建議可納入未來的研究中，透過實證的方式建構更完整的雙胞胎個人化的相關

因素之模式。另外，在本研究中，雙胞胎的依附關係對個人化沒有差異，因此，

建議可以再從別的角度研究該變項，例如研究研究較年幼的雙胞胎。 

 

三、 在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發展三個量表，其中「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的因素和題目穩定性不

足，研究者推測可能是樣本數不足所造成，未來研究建議可增加樣本數，對該

研究工具做進一步的信效度驗證。另外，建議可增加「雙胞胎個人化量表」的

題數，使其因素更為穩定。 

 

四、 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僅以問卷蒐集雙胞胎參與者在特定時間點的個人化表現，未來研究

可兼用質化的訪談法，應可更深入地了解雙胞胎個人化的情況及其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