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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以哲學角度看寂寞，1961 年 Moustakes 認為寂寞為一種人生必然的經驗，人

類原先就是孤單的來到這世上，亦將會孤單的一個人離去，寂寞將是這人生過程

中一個必經的體驗，人類將得學習與寂寞共處的方式 (引述 Peplau 與 Perlman，

1982)。但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的角度，寂寞是一種病症，其將影響人們的健康，

甚至對整體社會造成損害。本研究將持後者角度來看待寂寞感，並對其發展的歷

史做一探討。 

 為了能清楚解釋寂寞感，必須先瞭解過去寂寞感與其它類似情緒間的差別，

以利定義並分類寂寞，更近一步則可制定出關於衡量寂寞之向度標準；另外，學

者們除了探討是何種行為模式導致了人們產生寂寞的感受，亦有學者研究寂寞者

用來克服寂寞感所採取的行為模式，而這些行為模式當中，包括透過金錢的花費

或是逛大賣場等消費行為來降低自身的寂寞感，本章最後一節將對消費者因應寂

寞感所產生的消費行為詳加探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寂寞寂寞寂寞寂寞感感感感的的的的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若要更深入的瞭解寂寞感為何，則必須先瞭解寂寞感與其他情緒間的關聯與

差別 (McWhirter，1990)，國外學者的臨床觀察報告中，常會發現寂寞感與其他

情緒同時出現，如消沉 (depression)、憂慮 (anxiety)、敵意或悲觀 (hostility & 

passiveness)等，不過其中的因果關係 (causal relationship) 尚不明確，故在眾多研

究中僅能得到寂寞感與其他情緒的相關性 (correlation) (McWhirter，1990)。 

 一般人對寂寞感與孤單這兩個詞語的運用也非常混雜，1980 年研究寂寞的社

會心理學家們認為：想要瞭解「寂寞」就必須對所謂真正的「孤單」 (isolation) 做

一番瞭解。 



 ~ 5 ~ 

  就新編國語日報辭典 (林良，2000) 的解釋，寂寞指的是冷靜、無聊，而在

英文字典 (Harper Collins，2001，p.941) 中「Loneliness」的字義是「一種人們因

缺乏朋友或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而感到不快樂的狀態」，但在「Solitude」 (p.1483)

「Isolation」(p.831) 亦都可以找到其解釋包含缺乏朋友或支持的釋意，究竟何種

詞語可以正確描述個人所感受到的如此特別之情緒狀態，便值得研究學者深入明

辨。 

一一一一、、、、    寂寞感的定義寂寞感的定義寂寞感的定義寂寞感的定義 

社會學家由於其立論取向的不同，也使得寂寞的定義非常分岐，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整理出 1980 年代前各學者對於寂寞感的定義，而這些定義都圍繞

在寂寞是人們對社會匱乏 (social deficiency) 此狀態的一種情緒反應。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將這些定義歸納出三大取向：需求取向、認知取向

與社會增強取向。前兩種看法對後來的研究造成較大影響，需求取向的學者認為

人類有對親密關係 (intimacy) 的需求，寂寞的產生是因為對人際關係方面的需求

不滿足所造成，並認為個體無法察覺自己或他人是否處於寂寞的狀態 (Sullivan，

1982)；支持認知取向的學者關心的是個體對其社會關係的知覺與評價，而寂寞

感是當個體認知到自身的社會人際關係不滿足後所產生的一種結果。在之後學者

的研究中，大多數採取認知取向的觀點來看待寂寞感的產生 (McWhirter，1990；

Andersson，1998；Hughes et al.，2004)，而對社會關係的種類多半圍繞在 Weiss

所提出的個體所需要之六種人際關係。 

雖然不同的學者各有看法，不過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整理出寂寞感最主

要的特性：一、寂寞是由於個體社會關係的匱乏，二、寂寞是一種主觀的感受，

不同於客觀的孤獨，人們可能覺得孤單卻不寂寞，或是即使在人群裡也感受到寂

寞的感覺。三、寂寞感是一種令人不愉快且讓人感到苦惱的感受。而 McWhi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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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亦整理過去學者所闡述的寂寞感特性：一一一一、寂寞感是一種痛苦且不愉快的

經驗，可能是被周遭厭惡、伴隨著悲傷、緊張和被邊緣化的感覺 (Rubendtein，

Shaver 與 Phillips，1979)。二、寂寞 (loneliness) 與孤單 (be alone) 並非同義字，

且不論社會關係的有無，寂寞都有可能發生。發生的可能原因是人際關係的量與

質不如期盼之狀態如朋友不夠多，或是沒有親密依附的對象 (Russell，Cutrona，

Rose，與 Yourko，1984)，Weiss (1973) 認為人際關係的匱乏更有可能造成寂寞

感，其主張人們克服寂寞的方法就是需要與人有情感上的親近和與其他人相處融

洽 (引述 Peplau 與 Perlman，1982)。三、寂寞有時間的特性 (Young，1982)，有

些人可能只是一時間感受到寂寞的感覺，有些人可能終其一身都處於寂寞的氛圍

中。 

  比較McWhirter (1990) 與 Peplau、Perlman (1982) 所整理出的寂寞感特性，

McWhirter (1990) 前兩點相似於 Peplau、Perlman (1982) 所整理的寂寞感特性，

但在第一點加以描述寂寞所帶來「負面情緒的種類」，第二點更明確的表明了所

謂的社會關係匱乏是肇因於不如預期的狀態，最後在第三點則特別提出了持續時

間的長短。而 McWhirter (1990) 認為 Rook (1984) 給予寂寞的定義最能含括這些

寂寞的特性，且能有助於寂寞感理論的發展與決定治療的方式： 

「寂寞感是一種持續在情感上痛苦的狀態，發生在人們感受到被他人疏遠、

誤解與拒絕，或是缺乏合適的朋友一同從事盼望的活動，或是情感上親近的機會

之時刻。」(Rook，1984) 

 在 Rook (1984) 對寂寞感的定義中，可知其認為寂寞是一種當個體感受實際

的人際關係不如心中所預期的狀態而產生的，其對人際關係的定義包含了需求取

向的觀念，將個體發生寂寞感的原因分為對親密依附對象的匱乏與缺少能提供特

定人際需求的社會關係，此亦涵蓋了認知取向的看法，視寂寞感產生的時機為個

體知覺到人際匱乏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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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擬採 Rook (1984) 對寂寞的定義方式，而在後續對寂寞的分類上則將

藉由Weiss (1974) 對特定社會需求的分類方式來討論個體寂寞感的類別，但在持

續時間的長短上，由於 Rook (1984) 乃立足於治療寂寞的角度來給予寂寞感定

義，並認為短暫的寂寞很快就會自動消失，在治療上其並不將短暫的寂寞納入考

量，惟有長期的深沉寂寞才會對個體的心理狀態造成影響；然而本研究乃探討當

寂寞感發生時對消費者其消費行為的影響，認為即使是不構成生理或心理疾病的

短暫性寂寞感仍十分值得探究。以下為本研究依據 Rook (1984) 的定義所擬訂的

寂寞感廣泛定義： 

「寂寞感是一種在情感上痛苦的狀態，不論持續時間的長短，發生在人們感

受到被他人疏遠、誤解、與拒絕，或是缺乏合適的朋友一同從事盼望的活動或是

情感上親近的機會之時刻。」 

  寂寞感雖然在定義上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在爭論中仍有一致性：即寂寞感

是由於個人人際關係量太稀少或質不滿足，所造成個人的、主觀的、獨特的負面

情緒狀態，且與其他相關變項仍有區別之處。 

二二二二、、、、    何謂孤單何謂孤單何謂孤單何謂孤單 

 Suedfeld (1982) 認為孤單專指疏離與缺乏親近的情感束縛，而不是指當下沒

有其他人在身邊。很多西方的學者強調這是人生必然的經驗，甚至是賦予一個人

沉澱自己的空間、認識到真正的自己、激發創作的動力，如同許多的藝術家總會

選擇遠離人群，面對最深層的自我，才能完成一部部的驚世鉅作，他們都認為唯

有在孤單的洗禮後，才能面對人生中最真實的一部分，其客觀狀態是孤獨的，但

其心靈可能是滿足與愉悅的。 

 此外 Suedfeld (1982) 更指出，不論是東、西方之宗教信仰，也都認為要經驗

過一段孤獨的時期，才能找到救贖自我的道路，他們視孤單為正面的一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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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追求孤單的目的都是要個體藉由這樣的方式來成長，而達到自我知覺更高的境

界。 

 整理 Suedfeld (1982) 的看法可知，孤單指的是心理上知覺到周遭沒有友伴、

獨自一人的感受，有可能發生在身處人群當中，也可能是客觀物理狀態中無人相

伴的情況，且在某些狀況下其對個體是屬於一種正面的情緒。 

三三三三、、、、    寂寞寂寞寂寞寂寞與孤單的異同與孤單的異同與孤單的異同與孤單的異同 

 孤單與寂寞兩詞常遭混用，當眾人都聲稱自己感到寂寞時，究竟有誰是真的

身陷於寂寞風暴當中？事實上，有些人是孤單的，有些人是寂寞的，也有些孤單

的人真正地感受到寂寞， Suedfeld (1982) 強調這兩種情緒是有交集 

(overlapping)，但卻非是重疊 (redundant) 的情況，唯有孤獨者心中有困擾時，寂

寞才會成為問題。 

Rubin (1979) 記錄了 1979 年 5月時，在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y

所舉辦了一場關於「寂寞」的研討會中，對於孤單與寂寞的分界，有一點不斷的

被重覆提出：「寂寞是令人痛苦的，但孤單卻有可能讓人愉悅且感到值得的。」 

Suedfeld 也強調孤單的療效，他認為現在人們不堪負荷過多的刺激與人際接

觸，此造成肉體與情感上的緊張。他也提到「解藥」就是孤單、寧靜與片刻休息，

寂寞會使人受傷，但孤單卻擁有其療效。而當前的文化或社會價值觀卻看待孤單

為一種可怕的事，逼迫人們一定要建立豐富的人際關係；而年長者或許是學習到

孤單的美好，所以比較不感寂寞 (Rubin，1979)。 

Weiss 同意上述的說法，認為避免寂寞的方式之一就是瞭解到重要的人在自

己需要的時候，是是能夠支持著自己，而這遠比他們是否真的客觀地長伴身旁來

的重要的多 (Rubi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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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為何孤獨與孤單常和寂寞感同時出現或是遭到誤用，乃是因為對一般人

而言，孤單一人時常會比和他人在一起時寂寞 (Hughes, et al.，2004)。由於寂寞

與孤單兩者有高度的相關性，所以這兩種情緒狀態常被眾人所混淆，譬如常常一

人獨處就會有較高的機會與風險感受到寂寞的滋味，但必須澄清的是這兩種情緒

是不相同的狀態，Suedfeld (1982) 認為孤單並非寂寞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

誠如前述：孤單的人未必寂寞，而寂寞的人卻也未必是孤單的。亦正如 Salder 與

Thomas (1980) 所描述的：「要描述孤單的人，你要用眼睛來觀察；但若要瞭解

寂寞的人，你必須用心來體會。」 

 依前述學者對此兩者的研究看來，寂寞與孤單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更強調其

主觀感受中的負向情緒。而常與寂寞感同時出現的情緒狀態如無聊、孤單等，雖

常伴隨著寂寞的出現，但仍有其區別之處，是故學者們將寂寞視為一特有的臨床

病症，乃為一種主觀、獨特且負面的情緒狀態。 

四四四四、、、、    寂寞與負向寂寞與負向寂寞與負向寂寞與負向情緒情緒情緒情緒 

由前述對過去學者寂寞的定義可知，寂寞感乃屬於是一種個人的情緒感受，

且屬於負面的情緒狀態。而在過去學者對於情緒的相關研究中，Fiske 與 Taylor 

(1991) 指出情緒通常是短暫、強烈以及直接收到外在的刺激所致 (引述 Nabi，

1999)，而 Frijda (1986) 認為不同的情緒會產生不同的行為傾向，使的人們能夠

適當地面對環境的變化。Izard (1977) 整理過去學者對於情緒的研究，指出學者

們多將情緒分為正向 (positive) 情緒、負向 (negative) 情緒兩類，這樣的分類雖

較為模糊且仍有爭議，但 Izard (1977) 亦指出這樣的分類方式一般來說多是正確

且有其效用的。而類似的分類方式也常見於後續學者的研究當中，如 Roseman 

(1990) 認為情緒有正向的情緒，如快樂、希望、喜愛等，也有負向的情緒，如生

氣、害怕、悲傷，而 Roseman (1990) 認為正負向的情緒的發生原因來自於人們

會評估與本身動機是否一致後的情感性感受，當動機一致時 (motive-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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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產生正向情緒，當與動機不一致時 (motive-inconsistent) 則會產生負向情緒。 

除了情緒可以粗略的劃分為正向、負向情緒之外，接著也有學者探究這兩類

型的情緒狀態是否會同時出現，如 Williams 與 Aaker (2002) 彙整過去研究混合

式情緒的文獻，指出主要有兩種關於正向、負向情緒的看法：一、將正、負向情

緒視為單軸上的雙極點，在這樣的看法之下，人們感受到混合式情緒的能力是十

分有限的；二、將情緒分為正向情緒、負向情緒雙軸的概念，而人們出現混合式

情緒狀態的頻率非常高。 

Taylor (1991) 彙整與情緒相關的研究後指出，當人們處在負向的情感狀態

時，會比處在中立或是正向的情感狀態，傾向採取較激烈且快速的情緒化行為反

應。此外，負面情緒會刺激個人產生因應行動 (Taylor，1991)，而正面情緒卻使

個人較安於現狀 (Bless, et al.，1996)。故本研究合理推論當消費者擁有寂寞感受

時，將傾向採取因應行為來改變當下的負面情緒，而採取何種行為，以及情緒改

變的狀況及維持時間將為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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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研究的歷史研究的歷史研究的歷史研究的歷史 

 自有人類以來，寂寞就如影隨形，雖有學者認為寂寞是現今社會下才有的

產物，不過早在 1979 年 Mijuskovic便說到：人們不論在何時何地總是身處在強

烈寂寞感的痛苦中。而對於寂寞的瞭解，隨著時代的不斷演進更益顯重要。(引

述 Peplau 與 Perlman，1982) 

關於寂寞感的研究歷史，本研究將其約略分為下列幾個階段：在 60 年代前

主要以臨床的觀察報告來辨認寂寞感與其他相關情緒的差異；到了 60 年代開始

著重在以實證的方式來探究個體的寂寞感；70 年代時期，學者們則深入探討寂寞

感的類別，並開始研擬寂寞感的衡量工具，而寂寞感的研究一直到 80 年代時出

現了所謂的寂寞感量表後才開始蓬勃發展，其並應用在個體的治療之上；90 年代

後，學者開始研究現代人的寂寞感如何表現在消費行為上。本節關於寂寞感歷史

之分界即依此劃分，並分別探究各時期中研究寂寞感領域內具有影響力的學者與

著作，以期對寂寞感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一一一一、、、、    1960年前年前年前年前：：：：辨識辨識辨識辨識「「「「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指出在 1960 年前，關於寂寞感的研究領域僅有 12

份的相關報告出版，此期間的研究均為臨床醫生藉由接觸病人而生的臨床觀察報

告，此時期知名的理論派學者有 Sullivan 與 Fromm-Reichmann，也有不少學者研

究特定群體中的寂寞感。其而這段時間的研究主要貢獻在於區分寂寞感與其他相

關的情緒狀態，如孤單。不過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認為此時期缺乏理論的建

構與實證的研究，其原因最主要有兩個因素：其一，因為該主題具有高度敏感性：

不論是受試者，或是研究者本身，皆因社會對於寂寞的負面印象，因此在面對此

一問題時，常望之卻步，因此而阻礙了對寂寞研究的推展；其二，研究典範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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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由於當時學界仍著重在實證研究的方式，但「寂寞」卻屬於個人的主觀情緒，

無法加以控制變項進行實驗，因而為學界所忽視。 

二二二二、、、、    196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開始以實證方式研究寂寞感開始以實證方式研究寂寞感開始以實證方式研究寂寞感開始以實證方式研究寂寞感 

在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關於寂寞的研究文獻整理中，發現 1960 年代此

期雖仍有為數不少的諮商案例觀察，但明顯可見的是實證研究與日俱增，如社會

心理學家開始觀察社會如何影響人際關係，及人際關係對寂寞的重要性。針對寂

寞感的專書和論文逐漸出版，例如：Reisman、Glazer 與 Denny (1961) 出版的「寂

寞的群眾」 (the Lonely Crowd) 及三篇博士論文出版。從此時期的研究報告可以

發現，學者們均強調需要一個能夠分辨不同個體間寂寞感差異性的寂寞感量表。 

三三三三、、、、    197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探究寂寞感的類別探究寂寞感的類別探究寂寞感的類別探究寂寞感的類別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認為 1970 年代Weiss (1973) 出版的「寂寞：情緒

性與社會性孤獨的經驗」 (Loneliness：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此書引起各界對研究寂寞感的關注，激發了日後更多學者研究寂寞感

的興趣，也指引了實證研究的方向。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指出 Weiss 對寂寞

的分類方式也引發了後來學者在對寂寞類別的研究上一個具體的參考，如 Russell, 

et al. (1984)、DiTommaso 與 Spinner (1997) 等學者的研究。此期間最重要的是

Russell，Peplau 與 Ferguson (1978) 發展 UCLA 寂寞量表以做為測量個體寂寞感

的重要工具，此量表在 1980 年由 Russell、 Carolyn 與 Cutrona (1980) 修訂後成

為日後許多學者在研究寂寞感時所使用的衡量依據，也因 UCLA 寂寞量表的出

現，1980 年代關於寂寞感的量化研究便開始逐漸蓬勃發展。 

但在關於寂寞感的系統性方法方面，由於直到 1980 年左右，學者才將寂寞

感視為一特有的臨床問題，所以直到 1982 年前，都沒有任何有關治療寂寞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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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統性的方法 (Young，1982)。在 1982 年時，Perlman 與 Paplau集結眾多學者

的研究，寫成了「當代寂寞之理論、研究與治療」 (Loneliness：A Source book of 

Current Theory、Research and Therapy) 一書，為後來研究寂寞議題的學者所重

視，其內容匯集整理 1979 年在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y 所舉辦的「寂

寞」座談會中，各學者對寂寞的研究及相關的議題。Robin (1979) 記載這場座談

會的目的是為了提供社會大眾一個事前的警告系統，以預防及因應寂寞感的發

生，會中談及的主題包括寂寞感的定義、治療寂寞的有效方式與學者各自的研究

發現。 

四四四四、、、、    1980年代年代年代年代：：：：UCLA寂寞量表的出現使寂寞感研究盛行寂寞量表的出現使寂寞感研究盛行寂寞量表的出現使寂寞感研究盛行寂寞量表的出現使寂寞感研究盛行 

 1980 年後，寂寞感研究快速增加，其原因可能如 Peplau 與 Perlman 於 1982

年指出認為有以下幾個因素促進寂寞研究的盛行：1.寂寞的廣泛性及其對身心健

康的影響，逐漸為大眾所注意；2.對於人際關係的重視，逐漸成為社會潮流；3.

心理計量學的發展促成寂寞量表 (尤指 UCLA 寂寞量表) 的誕生；4.研究寂寞之

學者的相互交流、群體合作，並發展各種測量工具，開拓相關的研究領域。直到

1990 年，對於寂寞感的研究仍是主要在心理諮商領域的治療與研究上 

(Mcwhirter，1990)。Cutrona 與 Russell (1987) 認為 Weiss 在 1974 年提出的六種

社會人際需求的概念，形成了研究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 此議題的學者主要

參考的依據，而學者研究社會支持的目的，主要在於觀察社會關係的良窳如何影

響個體的健康，這其中也包含對個體寂寞的影響。當社會支持的觀念出現後，即

有學者將注意力放在如何運用社會支持的治療方式，來協助病患降低寂寞的感

受；更有學者探討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能否獲得社會支持，和其與其本身寂寞感的

關係，學者所探討的消費行為包括有：與銷售員的互動、往來的人潮、百貨商場

的氣氛…等等。 

 表 2.2.1 為整理過去對寂寞感的研究，詳列各時期寂寞感研究的重點、重大

貢獻學者及當時深具影響力的著作，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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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1  寂寞感之研究發展史 

年代 寂寞感之研究重點 重大貢獻學者與知名著作 備註 

1960前期 
區分寂寞感與其他情

緒狀態間的差別 

 以臨床觀察

報告為主 

1960~1972 

突顯瞭解個體間寂寞

感差異的重要性 

1961，Reisman et al.出版「The lonely 

Crowd」一書 

雖仍以臨床

觀察報告為

主，但逐漸出

現實證研究 

1973~1981 

人們的寂寞感逐漸受

到重視，學者提出各類

研究看法 

1. 1973，Weiss 出版「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一書 

2. 1978，Peplau et al.整理歸納寂寞

感的研究發展歷史 

3. 1978，Russell et al.發展 UCLA 寂

寞量表做為寂寞感的強弱衡量工

具 

4. 1979，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y舉辦關於寂寞的研討會 

5. 1980，Russell，Peplau 與 Ferguson

修訂 UCLA 寂寞量表 

Weiss的看法

與推論，成為

後來研究寂

寞感的學者

非常重視的

部分。 

1982~目前 

1. 將寂寞視為一臨

床病症 

2. 心理諮商之領域 

3. 發展與驗證測量

寂寞感的衡量標

準 

4. 開始討論社會支

持、社會技巧的匱

乏與寂寞感的關

聯性 

5. 探討消費者的消

費行為與社會之

間的互動關係，進

而影響寂寞感的

狀態 

1. 1982 ， Peplau et al. 出 版

Loneliness ： A Source book of 

Current Theory 、 Research and 

Therapy 一書 

2. 1984，Rook給予寂寞感的定義受

後來學者採納 

3. 1987，Cutrona 與 Russell 整理過

去關於社會支持與個體健康關係

的觀點 

研究仍是主

要在心理諮

商領域的治

療 與 研 究

上，亦延伸到

研究消費者

的消費行為

與寂寞感間

的關係 

本研究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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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eplau 與 Perlman (1982) 認為 1961 年 Reisman et al.出版的「寂寞的

群眾」於 1960 年代最具影響力，而以 Weiss 在 1970 年代時，對於寂寞所提出的

看法則影響後來許多學者研究寂寞的概念主軸。故本研究認為在 1970 年代以

Weiss的影響最為深遠；1980年代除了 Peplau與 Perlman (1982) 所整理出版的「當

代寂寞之理論、研究與治療」成為後來學者的參考依據外，兩位學者所提出的認

知看法也成為了對後來研究寂寞的系統觀點基礎，而在此時期，最重要的就是關

於寂寞感測量方法的產生，其對於後來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近年，學者對於

寂寞的研究則進一步延伸到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方面。 

過去學者在討論寂寞感發生的原因時，學者由各種方向去探討寂寞感的原因：

人格的影響、外在環境的影響和兩者間的互動。孩提時的經驗是人格形塑的主要

關鍵，因此研究此範疇的學者多著墨在孩提時曾遭遇何種人際關係，進而影響人

格的形成，如內外控、自我歸因的方式等，然後探究其對個體寂寞感受的影響，

可視為對寂寞預測因子或是中介變數的研究；而在外在環境的研究方面又可分為

兩類：人口統計變數與社會支持 (social support)，前者討論寂寞感在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等人口統計變數上何為顯著的因素，可做為寂寞的高危險群預測因子；

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方面，則直接研究當個體面臨社會支持匱乏時，寂寞狀態的

變化情形；DiTommaso 與 Spinner (1997) 以多維度的寂寞感衡量方式驗證了

Weiss 於 1973 年提出的論點：寂寞感會因欠缺不同的社會關係來源，而有本質上

的差異，而後來許多研究社會支持學者主要都以 1974 年 Weiss 對社會關係的分

類分類的依據 (DiTommaso 與 Spinner，1997，Anderson，1998)。 

Rokach (2004) 回顧過去關於寂寞感之研究，仍不如其他心理領域發展完備

且快速，他認為原因可能如同 Weiss 在 1973 年所指出的：人們總是輕視他們過

去有關寂寞的經驗，也輕忽了寂寞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而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指出寂寞的人對自己有這樣的感受感到不自在且尷尬，而勇於表達自己是

寂寞的人，又往往被社會大眾認為是一種失敗的恥辱，Rokach (2004) 提到這樣

的看法一樣會加諸在研究者的身上，這或許就是造成相關研究有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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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寂寞感的分類及理論寂寞感的分類及理論寂寞感的分類及理論寂寞感的分類及理論 

  學者們發現人們寂寞的原因有其共通性，而其型態亦有可加以區門別類的依

據 (Russell, et al.，1984)，而此將納於本節前段詳述。過去的學者認為若能精確

掌握人們寂寞的原因與種類，將對寂寞感的治療方式有所助益 (Anderson， 

1998；McWhirter，1990)，本研究則認為此可有助於瞭解人們因應寂寞感而可能

產生的消費行為。過去學者亦對寂寞感如何形成提出各種看法，並各自建構的寂

寞成形之理論，本節將於後半段逐一探討並比較之間的異同。 

一一一一、、、、    寂寞的分類寂寞的分類寂寞的分類寂寞的分類 

Weiss (1982) 認為要完全瞭解寂寞感的方式之一，就是必須清楚有多少形式

(forms) 的寂寞感，Rook 與 Peplau (1982) 也認為人們是會感受到不同類型的寂

寞感。以下將依過去學者所用之＂社會關係匱乏的種類 (Weiss，1973提出，1982)

＂、＂寂寞感持續的時間  (Young， 1982) 與程度  (de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1982) ＂來區分寂寞感： 

(一一一一) 以社會關係匱乏的種類區分以社會關係匱乏的種類區分以社會關係匱乏的種類區分以社會關係匱乏的種類區分 

Anderson (1998)、Peplau 與 Perlman (1982) 都曾引述 Weiss 在 1974提出的

六種人際關係的需求，即當任一人際需求不足夠時，個體就會引發不同感受的匱

乏感，且沒有一種人際關係可以一次滿足所有的人際需求，其提出的六種人際需

求如下所列：一、依附的人際需求 (attachment)：與其他重要的個體之間有意義

的接觸，對方能提供安全感。二、社會融入的人際需求 (social integration)：因共

同興趣關係，所造成的社會融入機會，能提供歸屬感。三、養成訓練的機會 

(opportunity for nurturance)：養育他人的機會，特別是針對孩童，是一種被需要的

感受。四、價值的肯定 (reassurance of worth)：經由社會角色行為，獲得個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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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再肯定，提供被認可的感受。五、可靠的夥伴 (reliable alliance)：一種與親

戚間有如盟約的信賴感，能給予實質的支持。六、忠告的指導 (guidance)：在有

壓力的情況下，獲得值得信賴且係權威人士的輔導，能提供建議或資訊。而在這

Weiss 所提出的六種人際需求中，其認為寂寞感乃是個體缺乏依附的對象或是社

會融入的對象，都將導致寂寞感的產生，且其在外顯行為上有其不同，而解決的

方式就是依據寂寞產生的原因找出替代的對象，來滿足個人的依附需求或社會融

入的需求。Weiss 對寂寞的分類方式如下：  

1. 情緒性孤單的寂寞感 (loneliness of emotional isolation)： 

 是因為個體缺乏親近可依附的對象  (absence of an attachment 

figure)，個體容易呈現急躁性的憂慮，解決的唯一方式是擁有另一個可

以親密依附的對象或是重新擁有當初所失去的親密依附對象。 

2. 社會性孤單的寂寞感 (loneliness of social isolation)： 

 個體沒有完整的社交網絡可供個體滿足溝通的需求 (absence of an 

accessible social network)，個體易表現出感覺被刻意孤立、緊張與無聊，

解決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足夠的社會關係網絡。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認為 Weiss 在 1973 年，依據臨床經驗為根據所提

出的寂寞分類方式，在 1980 年前後受到當時學者的肯定與採納。其後的學者亦

以實證的方式驗證Weiss 的推論，如 Rubenstein 與 Shaver (1982) 藉由因素分析

的結果驗證了此分類方式；Russell, et al. (1984) 亦針對 Weiss 的寂寞分類再次做

了研究，顯示情緒性寂寞與社會性寂寞的確是不同的情緒狀態，研究結果基本上

還是支持 Weiss 在 1973 年所提出的分類方式，不過據其研究結果亦得到此兩種

情緒狀態並非完全不相干的類別，甚至還具有某些共同的核心經驗；DiTommaso

與 Spinner (1997) 再次驗證Weiss 的寂寞分類，並推得個體的寂寞感與 Weiss 的

六種人際需求所發展的社會支持理論的確有明顯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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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以寂寞感持續的時間以寂寞感持續的時間以寂寞感持續的時間以寂寞感持續的時間、、、、程度來區分程度來區分程度來區分程度來區分 

Young (1982) 將寂寞的類型以個體感受到寂寞的時間長短及發生的事件來

分類，以時間長短來區分寂寞感為長期性的寂寞 (chronic loneliness) 與暫時性的

寂寞 (transient loneliness)，長期性的寂寞指的是個體歷經連續兩年或更久的孤獨

時期，其對人際關係感到不滿足，主因為個體欠缺與他人互動的技巧；而暫時性

的寂寞是來自成長過程發生的一些可預期的改變，像是外出求學等，這樣的寂寞

很短暫，是很常發生的寂寞型態。而 Young (1982) 將事件所引發的寂寞稱為情

境式的寂寞 (situational loneliness)，這樣的寂寞感通常來自生活中的重大壓力事

件，例如配偶或友伴的過世、婚姻的結束等因素。Young (1982) 指出若個體在兩

年內仍無法走出傷痛，最後往往演變為長期性的寂寞。 

在 Young (1982) 的三種寂寞類型中，長期性寂寞的群體，其親密的人際關

係較情境式寂寞的群體來的少，且對於溝通有較大的恐懼，常常引發個體生理或

心理方面的疾病，故在醫學治療上以長期性寂寞的群體最受重視，常被當做預測

身心疾病的重要指標。Mcwhirter (1990) 亦認為長期性寂寞的元素是辨別、診斷

與治療寂寞的重要元素。 

而 de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 (1982) 依照個體寂寞感的程度，分為不

寂寞 (the nonlonely)、短暫的寂寞 (the periodically & temporarily lonely)、無助的

寂寞 (the hopeless lonely) 以及絕望的寂寞 (the resigened, hopelessly lonely)。不寂

寞的狀態意指偶爾會有孤獨的感覺，但是沒有寂寞感，且對自己的人際關係並不

會感到不滿意；短暫的寂寞則是偶爾會有短暫寂寞感受，這類型的寂寞群體雖缺

乏親密可依附的對象，但仍有適當的親密人際關係，其多藉由忙碌工作來忘卻這

一切，是寂寞群體中較積極的一群，而無助的寂寞者多為婚姻失敗的人們，且欠

缺親密的人際關係，也少有一般人際的接觸，內在常會有被遺棄與空虛的感受，

並常常就其人際關係表達強烈的不滿，也會向其他人抱怨自己很寂寞，對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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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無助。最後，絕望的寂寞者多為沒有工作的寡婦或是鰥夫，他們沒有親密的

依附對象，其他一般的人際關係也很少，雖然擁有很強烈的寂寞感，但卻不常表

達出來，他們接受目前的處境，既不會有被遺棄的感受，也不向他人埋怨他們的

處境，絕望的寂寞者認為寂寞是無法避免的情況。 

在 de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 (1982) 分類中可知其寂寞的類型多屬於

Weiss (1973) 寂寞肇因中的「情緒性孤單的寂寞」，而在程度上做劃分的依據則

亦隱含了 Young (1982) 利用時間為劃分基礎的分類方式。 

由 Young (1982) 以及 de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 (1982) 的寂寞感分類

中可以發現個體寂寞感的兩大層次，一為人格特徵、能力所引發的寂寞感，另一

則是周遭環境的變化所導致的寂寞感，前者如 Young 所提出的「長期性寂寞」

以及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 提出的 「無助的寂寞」和「絕望的寂寞」，

這樣的寂寞者在人際關係的質與量匱乏，且有不願表達自己的感受、社會技巧不

足的特徵，是屬於個體人格特質所引發的一種寂寞層次，而後者肇因於環境變化

的寂寞感如 Young 所提出的「暫時性的寂寞」、「情境式寂寞」，個體乃是因

遭遇環境中的突然變化，使得在人際關係上的依附對象消失，所產生人際關係質

與量的匱乏，個體或許能在短時間內藉由依附對象的移轉來消弭寂寞感，或是如 

Young 指出的個體將由「情境式寂寞」變為「長期性的寂寞」。後來亦有許多學

者致力於區分由人格或是環境所引發的寂寞感，如 Furman 與 Buhrmester (1985) 

將人格所引發的寂寞感稱為特質性 (personality) 的寂寞感，而環境變化所導致的

寂寞感則稱為狀態性 (state) 的寂寞感，在衡量的基準上則以時間的長短來區

分，前者以「近幾年您感到寂寞的時候有多少」這樣的問卷設計方式，而後者僅

改變為詢問「過去幾天」的狀況，而 Furman 與 Buhrmester (1985) 指出狀態性的

寂寞者相較於特質性的寂寞者更善於表達，亦即狀態性的寂寞者會採取較積極的

行動來降低自我的寂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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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寂寞感的理論寂寞感的理論寂寞感的理論寂寞感的理論 

除了前述各學者依其取向的不同給予寂寞定義外，在寂寞的特性與發生的原

因也各依其諮商的結果、研究、理論或是對社會的觀察而各有看法，形成各自不

同的寂寞感理論，Perlman 與 Peplau (1982) 整理 1980 年前有關寂寞的研究報告，

指出主要有八種理論，如表 2.3.1 所示，各理論的支持學者在研究寂寞感的方式

有所不同，其對於寂寞產生的原因與看法也都不一。由表2.3.1的Peplau與Perlman

對於 1980 年代前寂寞理論之整理可知，大多數學者同意寂寞乃是一種非正面的

情緒狀態，然而個體的寂寞若是肇因於孩提的不良經驗，或是自身的人際技巧不

足，如心理動力論與現象學觀點的學者，便將這樣的寂寞感視為一種病態的情

緒，在寂寞的層次方面偏向於人格特質所造成的寂寞；而其他學者認為寂寞乃是

來自於環境的變化，認為寂寞乃是一種正常會發生的情緒狀態，即偏向認為寂寞

乃是受環境事件影響而產生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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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  寂寞感的八大理論 

 看法 

寂寞感特性 寂寞感產生的原因 正負面 正常/病態 個人/環境 過去/現在 心 理 動 力 論
(psychodynamic) 

諮商 非正面 病態 個人 
兒童時期的經驗 現 象 學 觀 點

(pheonmenological) 
諮商 非正面 病態 個人 現在 存 在 性 方 法

(existential-humanistic) 
諮商 正面 普通的 人類的環境 永恆 社 會 學 的 解 釋

(sociological) 
社會分析 非正面 常態 社會 

過去經驗與現在 互動看法(interactionist) 諮商 非正面 正常 個人與環境 現在 認知方法(cognitive) 研究 非正面 正常 個人與環境 現在 隱私方法(privacy) 理論 非正面 正常 個人與環境 現在 一般系統理論(systems) 理論 正面 正常 個人與環境 現在 資料來源：Peplau, and Perlman(1982) “Loneliness: The Sourcebook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rapy” p130. 

Perlman 與 Peplau (1982) 認為在 1980 年代研究寂寞感剛興起的時刻，其理

論架構應擁有兩個最主要的要素：1.完整性、2.是否能激發後續的研究，而以 1980

年代當時不同的寂寞感理論建立方法可知，學者們對寂寞感的研究尚未建立系統

化的理論。Perlman 與 Peplau (1982) 認為以心理動力論、Weiss (1973) 的互動看

法、認知方法這三種理論在當時最具完備性，亦在 1980 年代引起了不少的相關

研究。 

而本研究試就寂寞感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提出一系統性的看法，就如 Weiss 

認為寂寞為一種情境與人格因素交互作用後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心理動力論所謂

的孩童經驗的確會形塑個人的人格特質，而此人格特質將會影響人們與情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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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實際人際關係以及對人際關係的期望水準，而如同認知理論中指出寂寞感就

發生在消費者認知到實際的人際狀態與期望水準間有所差距的時候。此類的寂寞

感可將其視為一種偏向人格方面的「寂寞感」，而這樣的人格特質將會形塑消費

者平日生活的行為。在此一過程中，消費者的寂寞感如何影響消費者的消費動

機，而因寂寞所產生的消費動機又如何影響消費者的消費類型，即為本研究的研

究重點。圖 2.3.1 為本研究對於寂寞感的系統架構圖。 

 圖 2.3.1  消費者因應寂寞感之系統圖
期望的水準 

寂 寞 感 消 費 行 為 

實 際 水 準 

消 費 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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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引述 Weiss 在 1982 年研究如何衡量寂寞感時，其

曾提出對寂寞感的描述：「寂寞感並無明顯的症狀，所以過去研究此情緒的學者

多半藉由受訪者對其內在經驗感受的自述，然而寂寞感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一

種尷尬且難以啟齒的經驗，這使得對寂寞感的研究又更加的複雜化。」，由於其

為一種主觀的個人感受，且不易於觀察其症狀，無法設計實驗控制變項，所以在

強調實證實驗的 1960 年代，寂寞感的研究並不盛行。但由於衡量工具的出現，

使得關於寂寞的研究開始熱烈了起來，本節將對寂寞感的衡量做一粗略性的探

討。 

寂寞感的衡量方式隨著各式不同的理論出現 (McWhirter，1990)，本節將國

外學者在衡量寂寞感的幾種取向做一介紹與整理，在衡量的問卷設計方式上反映

著學者所採納的寂寞感分類方式，Russell, et al. (1980) 整理 1980 年前出現的寂

寞感量表，認為學者們測量寂寞感的方法主要可分為兩種：單維度方法 (the 

unidimensional approach) 和多維度方法 (mutildimensional approach)，另外，亦有

學者對於特質性與狀態性寂寞的區分進行研究。在本節中也會對引起研究寂寞熱

潮的 UCLA 寂寞感量表之發展做一整理與歸納，並探討國內所使用的寂寞感量

表。 

一一一一、、、、    單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單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單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單維度寂寞感的衡量 

部分學者認為每一個人的寂寞感僅有程度上的不同，針對個體感受到的寂寞

感，其高低強弱的差別來加以衡量，而不探究個體的寂寞感原因為何，其基本假

設為寂寞感是具有共同現象 (common themes) 的 (Russell、Peplau，與 Ferguson，

1978)。在單維度的寂寞感衡量中，以 Russell、Peplau，與 Cutrona (1982) 依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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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假設所建立的的 UCLA 寂寞感量表修訂版最受學者所重視，而其他單向量的寂

寞感量表雖在信度方面表現均佳，但在效度方面由於缺乏有力的效標，如自我類

標、參考團體、他人對自身的評價等均有其問題存在，使得建構效度無法測量，

區別效度也因與其他變數具有高相關性，如自尊、焦慮、憂慮等，故不能清楚掌

握單就寂寞感之情緒表現，因而未被後來學者採用。Peplau 與 Perlman針對 1982

年前單向量寂寞感量表所做之比較與整理，如表 2.4.1： 表格 2.4.1  單向量寂寞感的測量 量表編製者 題數 作答方式 信度資料 效度資料 

Eddy (1961) 24 Q型 

折半信度=0.82 

二星期再測 r=0.52 

(兩星期間隔) 

無發表 

Sienwein (1964) 75 
四點量

表 

折半信度=0.95 

一星期再測 r=0.83, 

0.85 

(兩星期間隔) 

r=0.72 和

r=0.70 

自我標籤

問卷 

Bradley (1969) 38 

李克特

式 

六點量

表 

折半信度=0.95 

內部一致性 α=0.90 

兩星期再測 r=0.89 

八星期再測 r=0.83 

r=0.45~0.80 
自我標籤

問卷 

Ellison & 

Palouzian (1979) 
7 

四點量

表 

一星期再測 r=0.85 

內部一致性 α=0.67 
r=0.61 

自我標籤

問卷 

Young (1979) 18 

四種反

應 分項

(0~3) 

內部一致性 

Α=0.78~0.84 

短 暫 寂 寞

r=0.47~0.55 

長 期 寂 寞

r=0.50~0.66 

自我標籤

問卷 

Rubensteim & 

Shaver (1979) 
8 

每一題

有 不 同

的作答

方式 

內部一致性 

Α=0.88~0.89 
未發表 資料來源：Peplau, and Perlman(1982) “Loneliness: The Sourcebook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rapy” p83. 

二二二二、、、、    多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多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多維度寂寞感的衡量多維度寂寞感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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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維度(multi-faced phenomenon) 方法的學者認為寂寞感是具有各種不

同的型式，並可針對其不同的原因，給予寂寞者適當的協助。關於 1982 年前多

維度寂寞感量表的比較與整理，如表 2.4.2： 表格 2.4.2  多向度寂寞感的測量 

量表 題數 作答方式 維度面向 信度資料 效度資料 

Belcher (1973) 60 六點量表 

整體的寂寞感 

疏離感 

異常行為 

α=0.93 
自我標籤問

題：r=0.59 

Schmidt (1976) 60 
強迫選擇

題 

友誼、愛情 

家庭關係 

社區關係 

K.R20=0.90

和 0.92 
未發表 

de Jong-Gierveld 

(1978) 
38 六點量表 

適應行為 

防衛機構 

觀點取代 

α=0.14和0.87 

自我評定寂

寞(r=0.49) 

他人評定寂

寞(r=.40) 資料來源：Peplau, and Perlman(1982) “Loneliness: The Sourcebook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rapy” p88. 

多維度的寂寞感量表在不斷的發展下，支持學者認為此方法更能完整地呈現

寂寞感的多種經驗，他們除了強調寂寞感有一部分共同的經驗外，更注重寂寞感

是由於何種關係的匱乏所產生，且探討在不同的匱乏關係上會不會使得寂寞的本

質有所不同 (DiTommaso 與 Spinner，1997；Russell, et al.，1984)。此研究方法是

承襲 197 年 Weiss 對寂寞的分類方式：情緒性孤單的寂寞、社會性孤單的寂寞。

Weiss (1973) 即認為每個人對寂寞的感受在本質上是有所不同的，譬如其認為青

少年在蛻變為成人階段中所感受到的寂寞感與年長者的寂寞感便是不同類型的

寂寞感，兩種關係的匱乏會反應不同的寂寞感：1.友好關係，譬如友誼、工作夥

伴等這樣的社會關係，欠缺此類關係會引發社會性寂寞；2.親密依附的關係，如

養育關係、浪漫的兩人盟約，欠缺此種關係則會引發情緒性寂寞。(引述 Peplau

與 Perlman，1982) 

DiTommaso 與 Spinner (1997) 即依據Weiss 的理論發展了社會性與情緒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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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感量表 (Social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Scale for Adults，SELSA)，共有 37

題李克特式七點量表衡度受訪者的意見，除了能區別 Weiss提出的有關社會性與

情緒性寂寞的不同外，更能在情緒性寂寞中區分家庭之情緒性寂寞與浪漫之情緒

性寂寞，其效度與信度都獲得證實，但其應用仍不廣泛，推論是因為過於冗長的

問卷在大規模的應用上會受到限制 (Russell, et al.，1978；DiTommaso、Brannen，

與 Best，2004)。 

在 2004 年，DiTommso, et al.透過大學生、軍人之伴侶與心理病患的施測，

挑選 SELSA 原先 37題中的 15題成為 SELSA-S 的版本，獲得效度與信度的支持，

且在研究結果上顯示，能夠區分出社會性寂寞、家庭之情緒性寂寞與浪漫之情緒

性寂寞此三群。除了 DiTommso, et al. (1997) 的 SELSA 的寂寞感量表之外，也有

許多學者投入多維度寂寞感的衡量上，如 Russell, et al. (1984) 的情感 / 社交寂

寞感量表 (Emotional Versus Social Loneliness Scale )，不過這些學者在面對寂寞

的各種面向中，均未明白指出選定特定面向衡量的原因，這也成為其他學者批評

的原因之一。 

三三三三、、、、    特質特質特質特質 / 狀態狀態狀態狀態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寂寞感的衡量 

除了認為寂寞是有共同面向的單維衡量，抑或是認為寂寞有多種面向的多維

衡量外，另外還有時間性的問題：寂寞究竟是一種暫時的狀態，還是一種長久的

特質，或者兩者都是？如果視寂寞感像憤怒、失望一樣，是一種暫時的情緒，它

可以用狀態測量來反映，這種測量實際上就是衡定個體當下的感覺。但如果將寂

寞感視為害羞、外向一樣，那就偏向一種性格特質，在量表的設計上就會與狀態

的衡量有所不同，因而許多學者在量表的設計上正試圖區分狀態性與特質性寂寞

感的不同。 

四四四四、、、、    UCLA量表之發展與特性量表之發展與特性量表之發展與特性量表之發展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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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發展過程發展過程發展過程發展過程 

Russell, et al. (1978) 在一開始著手進行單維度寂寞感量表的設計時，其內容

是透過專家意見法，篩選先前心理學家描述寂寞感經驗，但冗長繁雜的問卷題

目，以及去除過於極端的敘述，例如：「死亡將是唯一的伴侶」等，最後留下 20

題敘述性的問句，並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的方式來詢問受訪者對這些描述，有所

感受的頻率。而 UCLA 寂寞感量表也歷經兩次的修訂，第一次是 Russell, et al. 

(1980) 將其修訂為 UCLA-2 寂寞感量表；第二次為 Rusell (1996) 編修成為

UCLA-3 寂寞感量表。Rusel,l et al. (1980) 指出 1978 年第一版的 UCLA 寂寞感量

表有兩個缺點：1.由於整份問卷皆採負向或直接道明”寂寞”二字的描述，可能會

引導寂寞個體順從題目的誘導來回答，產生系統性誤差 (systematic biases)，2.由

於第一版的 UCLA 寂寞感量表和其他相關的情緒變數有高度相關性，如緊張、焦

慮等，使得區別效度成為另一個議題，所以在第二版的 UCLA 寂寞感量表 

(Revised UCLA Loneliness Scale) 中，Russell, et al. (1980) 將問句描述的方式做了

調整，以十題正項、十題負向的方式呈現，也避免對”寂寞”的直接陳述，而其研

究結果也有了區別效度的支持。 

但 Russell (1996) 依據其他學者研究報告的心得，歸納出第二版的 UCLA 寂

寞感量表在普及使用時還是會遇到些許問題：1.問句的敘述包含雙重否定的描述

方式，一些年老的受訪者無法理解題意，譬如問卷中的「自己不是孤單的 (I do not 

feel alone)」，受訪者無法在頻次選項中做出直觀的回答，2.問句中有太過艱澀的

單字，這對某些學生群體也是一個障礙，如「我和周遭人的交往都假假的 (My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superficial)」，問題中的假假的、淺層的 (superficial) 讓部

分受訪者無法理解其意。Russell (1996) 除了修正上述的問題外，並將題目的語

意設計為適用於電話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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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1. 未出現「寂寞感」一詞 

在第二版、第三版的 UCLA 寂寞量表中，測題中均未出現「寂寞感」一詞，

在過去學者採用 UCLA 寂寞量表的研究當中，寂寞感在性別上不會產生差異，但

若採用其他包含有「寂寞」一詞的寂寞量表施測，則性別的不同在寂寞量表上的

得分就會有所分別。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如 Peplau 與 Perlman (1982) 指出寂寞的人

對自己有這樣的感受，會覺得不自在且尷尬，而勇於表達自己是寂寞的人，又往

往被社會大眾認為是一種失敗的恥辱。 

2. 偏向特質面寂寞感的衡量 

由表 2.4.3 可知 UCLA 寂寞感量表在二個月再測 (第一、二版)、一年再測 (第

三版) 的再測信度均在 0.7 以上，表示 UCLA 量表分數相當穩定，亦即為 UCLA

寂寞量表能夠反應出人格特質所產生的寂寞感類型，在研究上可避免因環境偶發

事件所產生的寂寞感類型，因此本研究並推論此量表的測量結果將不受人們短期

行為的影響，如消費或是與朋友聊天等。 表格 2.4.3  UCLA寂寞感量表之發展比較 

量表編製者 題數 作答方式 信度資料 

Russell, et al.(1978) 20 四點量表 兩個月再測 r=0.73 

內部一致性 α=0.96 

Russell, et al.(1980) 20 四點量表 兩個月再測 r=0.73 

內部一致性 α=0.94 

Russell (1996) 20 四點量表 一年再測 r=0.73 

內部一致性 α=0. 89~0.94 歸納整理 

3. 單維度的衡量卻亦能掌握多維度的面向 

McHirter (1990) 整理 1990 年前衡量寂寞感的研究報告，發現在 198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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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以 Russell et al. (1980) 校訂後的第二版 UCLA 寂寞感量表被運用的最為廣

泛，且在內部一致性與外部效度都獲得數據的驗證。UCLA 寂寞感量表原先的設

計是採單向量衡量為出發點，但在之後的學者藉由因素分析發現，其可以衡量寂

寞感多維度的特性，如 Austin (1983) 則找出了三個主要的因素：1.缺乏親近的友

誼、2.缺少能夠參與的社會團體或是社會網絡 3.缺乏對所處環境的歸屬感與附屬

感。 

若比較單維度的第三版 UCLA 寂寞量表與以多維度為出發點的 SELSA-S，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理論概念的分歧，且其衡量的方式也稍有不同，前者採四點

李克特式量表衡量個體發生寂寞感受的頻率，後者以七點李克特式量表來詢問個

體的同意程度，並針對寂寞種類做劃分，不過 DiTommso, et al. (2004) 依據兩者

的相關程度 (如表2.4.4) 認為第三版UCLA寂寞量表也是多維度寂寞感量表的一

種，且兩者在整體量表上有高度的相關性。 表格 2.4.4  SELSA-S與 UCLA-3的相關係數表 

 SELSA-S Subscale SELSA-S 

衡量方式 浪漫關係 家庭關係 社會關係 整體問卷 

UCLA-3 0.34* 0.50** 0.73** R
2
=0.34 註：研究群體數為 171~176人 資料來源：摘要自 DiTommaso, Enrico, Cyndi Brannen, & Lisa A. Best (2004). ”Measurement and 

Validity Characteristic of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Loneliness 

Scale for Adult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4(1), 110. 

1980 年後，國外研究寂寞感的學者多採用 Russell at el. (1980) 第二版 UCLA

寂寞感量表 (Russell，1996；Hughes, et al.，2004)，其源自單維度的設計，重視

的是寂寞感特質的高低強弱，後來學者也驗證出其亦可衡量寂寞感的多維度面向 

(Zakahi 與 Duran，1982；Austin，1983)，雖然以 Dan Russell (1978，1980，1984) 

身為單維度寂寞量表最主要的研究者，但其亦在 1984 年時因其研究結果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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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感確有類別之分，而 Weiss (1982) 也不斷提出衡量寂寞感需要注意其類別，

才能掌握個體寂寞本質之論點，不過，當時多維度寂寞感量表太過冗長是造成其

不盛行的主要因素 (DiTommso, et al.，2004)。目前在國內研究寂寞感的學者多是

採陳麗婉、吳靜吉 (1989) 根據 Russell et al. (1980) 的第二版 UCLA 寂寞感量表

修訂後，適用於台灣學生的寂寞量表進行施測，並在信效度結果都獲得支持。 

UCLA 寂寞感量表的施測除了可以掌握寂寞感之一般共同現象外，且可依據

該地民眾所處之生長背景與環境進行因素之歸納與分析，進行寂寞類別的劃分，

其結果將更貼近在地民眾之心理特性。至於前述多維度的寂寞量表，如 SELSA-S

等，由於其面向的取決並無一致性，且未必貼切台灣民眾的心理狀態，故本研究

乃藉由 UCLA 寂寞感量表的衡量來瞭解台灣地區消費者的寂寞特質強弱程度，並

進行消費行為模式的探究。 

綜合上述，過去學者雖依據不同的理論背景衍生出各類型的寂寞感量表，但

國內外的研究者多採用 UCLA 寂寞量表進行個體寂寞感的衡量。值的注意的是

UCLA 寂寞量表能夠衡量寂寞感的共通現象，是屬於單維度的寂寞感衡量工具，

且其能反應的是個體的寂寞感特質程度，這樣的結果將更符合本研究所欲瞭解人

格面的寂寞程度如何影響消費者的消費動機之架構，故本研究擬採用 UCLA 寂寞

感量表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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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寂寞感情緒情緒情緒情緒、、、、寂寞寂寞寂寞寂寞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行為行為行為行為 

本節探討過去學者針對人們面對寂寞感發生時，所產生的因應行為進行探

究。過去學者的研究均指出人們的確會有因應寂寞感的行為發生，且這樣的行為

亦有可能會透過上街消費的方式來完成 (Rubenstein 與 Shaver，1980)，而學者

Kim, et al. (2005) 更以大賣場的空間為研究標的，探究其空間所給予消費者的感

受、與服務人員的互動，結果指出前述因素有可能是寂寞消費者在賣場中所追求

的因素。本節第一部份將藉由Weiss 等人的研究說明，寂寞個體確實會藉由行為

上的反應來因應寂寞感，而第二部分將整理過去學者的研究來瞭解消費行為對寂

寞的消費者所產生的意義。 

一一一一、、、、    因應寂寞感的行為因應寂寞感的行為因應寂寞感的行為因應寂寞感的行為 

如 Russell, et al (1984) 引述 Weiss 的研究分類方式，以及其所提出不同類型

的寂寞者，除了呈現於外的情緒有所不同外，各自的因應作為也有差異，其認為

情緒性孤單的寂寞者除了容易感受到焦慮與孤單外，他們會傾向讚美那些被認為

受到他人需要的人們，而社會性孤單的寂寞者除了會有消沉、無聊、沒有目標、

被邊緣化的感覺外，呈現於外的行為是參加可以接納他們的群體。但就 Russell, et 

al. (1984) 驗證 Weiss 的寂寞分類推論後發現兩種寂寞類別在情緒上的反應雖與

Weiss 在 1973 年的推論不一致，但也指出了這兩種類別的寂寞者在面對寂寞的情

感經驗上的確是有所不同；不過，此兩群體因應寂寞感的作為在 Russell, et al.的

研究結果中指出雖不夠明顯，但仍有差異。茲將對於 Weiss (1973) 與 Russell, et al. 

(1984) 的推論與研究報告整理如表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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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5.1  Weiss寂寞分類之推論及其驗證 

 情緒性寂寞 社會性寂寞 

學者 Weiss (1973) Russell, et al. (1984) Weiss (1973) Russell, et al. (1984) 

產生 

原因 

缺乏親密依附

的對象 
同左 

缺乏社會融入

的機會 

特定朋友所能給予

各種型式的社會關

係 

感受 

情緒 
焦慮 消沉 消沉 焦慮 

因應 

作為 

會傾向採取一

對一的方式來

結交可以滿足

親密依附需求

的對象 

採取行為與認知的

問題解決方式：會去

思考自己的寂寞，也

會以行動表現出來

以建立新的親密關

係。 

會傾向參與可

以接納他們的

群體 

認知的問題解決方

式：會去思考自己的

寂寞，但卻不採取行

動。 本研究歸納整理 

 其中，行為的問題解決方式指的是個體會採取行為來改變現況，而認知的問

題解決方式則是指個體會調整自己的看法來改變當下的情緒。雖兩者研究的結果

並不一致，但可知人們的確會因著寂寞情緒，因而採取行動去克服，甚至在不同

的寂寞類別上也會產生不同的因應行為。 

二二二二、、、、    寂寞消費寂寞消費寂寞消費寂寞消費 

在 Rubenstein 與 Shaver  (1980) 的研究中，兩位學者藉由詢問受訪者：「當

你感到寂寞時，你會…(怎麼做)？」，並將受訪者的回答歸結出四種類型 (參表

2.5.2)；消極的悲傷、積極的獨自活動、花錢活動、尋求社會性的接觸，其中與

消費有關的花錢活動僅指出寂寞消費者會透過花錢、逛街買東西來因應寂寞的感

受，但未指明寂寞消費者可能的消費類型，不過可知人們的確有因為寂寞而產生

消費行為的情形。Meer (1985) 則以其觀察社會現象的發展經驗，指出有愈來愈

多關於消除人們寂寞感的產業相繼產生，譬如說錄影帶出租業、養身 SPA、勵志

書籍、交友中心等，且以飛快速度成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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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5.2  Rubenstein與 Shaver (1982) 所得之四類型寂寞因應行為 

因素 
類型一 類型二 類型三 類型四 

消極的悲傷 積極的單獨活動 花錢活動 社會性的接觸 

內容 

哭泣 

睡覺 

坐下來想 

沒有事做 

猛吃 

吃鎮定劑 

看電視 

喝酒 

讀書研究或工作 

寫作 

聽音樂 

做體操 

散步 

耽於某種嗜好 

看電影 

閱讀 

彈奏樂器 

花錢 

逛街買東西 

打電話給朋友 

拜訪某個人 

資料來源：Rubenstein, Carin M. & Shaver, Phillip (1982). “The Experience of Loneliness,” In Peplau 

& Perlman Eds. Loneliness: A Sourcebook of Curren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rap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p.206-223. 

之後的學者開始研究對擁有寂寞感的消費者來說，消費的意義為何，如 Kim, 

et al. (2005) 研究指出年長的消費者在大型商場的餐廳消費時，對其而言是與朋

友間聊天、談心的時刻，如此類似社會互動的行為，以克服自身寂寞的感覺。而

Griffith (2003) 也指出所謂的消費行為 (shopping) 不單只是傳統的買賣交易，其

中更包含了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 的概念。Griffith (2003) 更進一步的解釋

消費對人們而言的意義，認為有很多消費者將上街購物視為社會活動的一種，來

克服寂寞的感受。此外，過去的許多研究 (Tauber，1972；Forman 與 Sriram，1991；

Evans、Christiansen 與 Gill，1996) 也指出消費者常常在上街購物的過程中，找

尋社會互動的機會，因而降低了社會互動不足的部分，由此可知消費的確對擁有

寂寞感的消費者扮演一定程度的社會支持來源。 

Finberg、Sheffler、Meoli 與 Rummel (1989) 就指出大型商場之所以能夠興

起，正是因為它滿足了人們對社會支持的需求。而 Kim, et al. (2005) 認為年老的

寂寞者到大型商場不僅僅是購買必需品，更有追尋情感上的滿足感，其將消費者

到大型商場的動機分為兩類：消費導向動機 (consumption-oriented motivation)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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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動機 (Experiential motivation)。兩者劃分依據在於前者為功能面的消費行

為，後者屬於情感面的消費行為。Kim et al. (2005) 認為年老的寂寞者在能夠放

鬆且舒適的大型商場，獲得的效用為與社會接觸的感受和一種歸屬的感覺。 

Paloutzian 與 Ellison (1979) 指出雖然克服寂寞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擁有更

多令個人滿意的友誼或是社會接觸，不過人們也常採取其他的替代方式，如工

作、閱讀、讓自己不斷的忙碌等 (引述 Peplau 與 Perlman，1982)。且依據 de 

Jone-Gierveld 與 Raddschelder (1982) 的研究中發現，的確有一部分的寂寞者會藉

由工作的忙碌來忘卻寂寞的感受，此類的行為可視為一種情感轉移的方式。 

有許多的研究都證明消費行為可以提供某種程度的社會支持，或是說有許多

消費者是為了與他人社交的關係而產生消費行為，又或是消費行為屬於一種情感

轉移的方式，但不論是社會互動或是社會支持的看法，其本質都在於藉由消費來

反應人際關係的維續或是替代。寂寞感的定義乃是個體知覺到實際人際關係狀態

與理想有所差距的一種主觀且負面的感受，且 Tauber (1972)認為消費行為可以滿

足社會動機與個人動機，當人們若感受到無聊、寂寞，或是消沉，會到街上找尋

娛樂的消遣或是與社會有所接觸。由此可知，人們在面臨寂寞感時，將會有上街

的驅力發生。 

雖然 Rubenstein 與 Shaver  (1982) 的研究中已指出寂寞個體可能的因應行

為，但其對其消費行為上卻無多加探討，而 Kim, et al. (2005) 雖指出寂寞感與可

能的消費類型，並區分為消費導向動機與體驗導向動機，但受限於僅以大型賣場

為研究標的，並無法將擁有寂寞感的消費者其消費動機一一涵括。而關於本研究

所欲探討的因寂寞產生的消費動機類型較少有學者探究，且這類寂寞消費動機所

指引的消費類別也未見相關文獻，再者，過去學者雖指出寂寞消費者在面對不同

負面情緒種類下的因應行為 (Rubenstein 與 Shaver ，1980)，但卻未指出寂寞消

費者在從事此類行為後的情緒狀態或強度是否發生改變，或是能夠有效持續改變

情緒得時間長短也未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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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內對於寂寞的研究尚停留在教育及心理範疇，與消費者行為相關的

探究付之闕如，故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擬先透過深入訪談的方式，以瞭解國內

消費者因應寂寞所產生消費動機類型以及可能的消費行為，並瞭解寂寞消費者在

情緒上變化的狀況，並再透過量化的研究方法印證深入訪談所得之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