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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大學生生命意義的關係，因此本章

將以國內外文獻為依據，先對生命意義感的相關理論與研究進行探討，之後再分

別討論生活壓力與社會支持的理論，及其與生命意義的關係。 

第一節  生命意義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哲學家對於意義的辯證一直未曾停歇，不論爭論結果為何，但人類對於意義

的矛盾卻已引發極大的痛苦：人類似乎需要意義，然而人的活著、存有的本身卻

是沒有意義、目標、價值或理想（易之新譯，1980/2003）。從諮商輔導的角度來

看待人類在存在上的困境時，關注的焦點則會是在如何協助個體去察覺、探索自

己存在的意義與責任，進而建立生命意義，最終使個體能夠處於心理健康之平衡

狀態。而在建立個體生命意義的同時，嘗試著去理解影響個體追尋意義、獲得意

義感的因素，也是必要且重要的。 

本節將對生命意義進行相關文獻之探討，包含生命意義的定義與來源，生命

意義的重要性與測量方式，以及影響生命意義的因素等，以期對生命意義這個抽

象模糊的概念有較為清晰的瞭解。 

壹、生命意義之理論基礎 

一、生命意義之定義 

    當人們在說著他們的生命是有、無意義的時候，到底什麼才是他們口中的「意

義」，究竟何謂生命意義？ 

    提出意義治療法的 Frankl 認為意義問題是每個人應該都存在的疑問，而生

命的意義是變動的，可能因為時間、不同的人而有所差異。Frankl 本身並未對意

義或生命意義下過定義，但是 Frankl 認為我們常問的生命意義應該是一個人存

在的某一時刻中，其特定的生命意義為何（Frankl, 1959）。 

    雖然 Frankl 並未正面說明生命意義為何，但後人依據存在主義與意義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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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理論，以及進行相關的研究後，進一步對生命意義做了較清楚的闡述。

Crumbauch 於 1973 年將生命意義界定為「一種能給予個體存在有方向感與價值

感的目標；藉由實現此目標的過程，個體可獲得『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的認同

感」（引自游恆山，1987）。 

Yalom 則在 1980 年將生命意義分為兩個層次，分別為宇宙意義及個人意義，

他認為詢問生命的意義是什麼此提問，真正在問的應該是宇宙的意義（cosmic 

meaning），宇宙的意義是指某種靈性或神奇的宇宙，所安排的一種人類無法理

解、超越人類的規律；但當個體詢問我的生命意義是什麼時，其所指的意義是為

人世間的意義（terrestrial meaning），此種意義包含了目的，也就是說生命是具有

某種待實現的目的或功能，某種適合自己的首要目標或許多目標。 

一般來說，生命的意義會被定義為一種生活有目標的感覺，或是代表一個人

是投資時間與精力在獲得重要、珍貴的目標（Ryff & Singer, 1998）。除了目標

之外，亦有些研究者認為生命有意義的經驗是發生在當個體感覺到他的生命是和

諧、一致的（coherent）（Reker & Wong, 1988）。而在這些定義裡，Reker 與

Wong（1988）認為所謂的生命意義包括了認知、動機、與情感三種不同的內涵，

這三者是彼此相互關連，同時也常見於人們的生命意義感中。之後 Kay 與 Kerry

（1996）的研究中同樣發現當人們在形容其生命意義時，通常有上述的認知、動

機與情感等不同層面存在，因此也再次確認了其生命意義的結構。 

    綜合上述各家對生命意義之解釋，可以發現目標與價值感是生命意義所不可

或缺之元素，同時在內涵上可區分為認知、動機、情緒等三部分。對本研究而言，

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所指將是個體在其現階段所擁有的獨特意義與目標，以及對生

命意義或目標的感受知覺程度，而非超越個體所能理解的自然、神或宇宙之終極

意義。此外，因考量語言的習慣用法，以及內容的流暢度，「生命意義」、「生命

意義感」或「意義感」等名詞，在本研究將視為同義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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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命意義的追尋 

    個體的生命意義與其追尋的動機是密不可分的關係，所謂的意義追尋是指個

體有強烈的動機去發現其生命的意義，而個體可透過思考或實際的行動來支持、

滿足這樣的渴望，當人們瞭解自己、世界、自己與外在世界互動獨特的方式，以

及看到自己做了些什麼來時實現生命時，往往因此得以經驗到生命是有意義的

（引自 Steger et al., 2008a）。由此可知人們是被認為有動機去獲得與追尋其生命

意義的，因此 Steger 等人（2008a）也將意義的追尋視為一種優勢、堅韌性

（intensity），亦是一種活動，是來自於個體的渴望，並且個體試圖努力去建構或

理解個人的生命意義與目標。 

    對於意義感的追尋，某些理論是將之視為在心理健康上的正向訊息，當然也

有些學者是持相反的觀點。以 Frankl（1959）而言，其觀點即屬於前者，他認為

意義的追尋乃是生為人所會有的基本動機，也就是所謂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追求快樂、超越他人的優越感常被視為人生的重要目標，這兩者的背

後更真實的目標其實是人們對意義的追求，這個意義是獨特的，唯有當意義獲得

實踐時，人們求意義的意志才可能被滿足。因此意義的追尋是天生的、屬於生活

裡健康的部分，意義的追尋讓人們可以去發現新的可能性與挑戰，並刺激人們產

生自我瞭解的渴望，去組織個人過去的經驗。相反地，也有些論述將追尋意義視

為是個體失功能時的一種症狀，舉例來說 Baumeister（1991）和 Klinger（1998）

皆認為意義追尋只有發生在個體的需求受挫時。另外則有第三種觀點是同時結合

上述兩種可能性，認為追尋意義同時是來自健康與不健康的動機（Reker, 2000）。 

除了各家學者對個體追尋意義動機的不同觀點之外，意義追尋的動機還會受

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進而與生命意義感間的關係產生差異，透過 Steger 等人

（2008b）的跨文化研究，可知日本大學生在意義追尋的動機上顯著高於美國大

學生，同時其生命意義感與意義追尋動機是為正相關，但在美國大學生的部分卻

恰好呈現出相反的結果，亦即對美國大學生而言，他們的意義追尋動機是來自於

生命意義感的匱乏，然而在集體主義重視關係與和諧的文化下，個體比較傾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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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價，竭盡所能去達到更高的標準，而不若西方的個人主義重視建立、維持自

我的正向感受。同時過去研究也顯示亞裔的美國人是較樂於朝向有價值的未來目

標去努力，而歐洲裔的美國人在從事此類與未來有關的活動時，則不若亞裔美國

人來得開心。因此對集體文化下的日本大學生來說，追尋生命意義接近於未來目

標，且在自我要求之下，結果即是生命意義感越高的學生，也擁有較高的追尋意

義動機，我們也可以說具有越高追求意義動機者，也能獲得較高程度的生命意義

感。 

而回到同屬東方文化的台灣，我們的大學生的意義追尋動機是否也普遍偏

高，與生命意義感的關係是否同樣為正相關，此部分將在本研究中進行討論。以

下將繼續探討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來源，幫助我們對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有更全

面性的認識，同時也讓我們思考哪些因素可能與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有關。 

 

三、生命意義之來源  

  Baumeister 在 1991 年整理過去的研究，認為人們追求有意義的生活是為了

心理上對實現目標、價值觀、自我效能感與自我價值感的需求而來，然而在追求

生命意義的過程中，人們從事哪些活動或經驗到哪些感受能夠獲得意義感呢？ 

Frankl 認為若欲擺脫存在的空虛，以及無意義感的狀態，可以透過探索、實

現三種不同的價值，作為尋找個人生命意義之途徑，這三種價值分別是「創造的

價值」（creative value），此類價值是由我們所給予生命的東西，也就是從我們的

創造物中獲得意義；第二種則為「經驗的價值」（experiential value），Frankl 認為

個體能夠藉由體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來獲得經驗的價值，此外，Frankl 特別提出

愛的意義，強調「愛」是經驗價值中所特別能夠去實現的一個領域；最後則為「態

度的價值」（attitudinal value），藉由對我們不可改變的命運所採取的態度來獲得

意義，這樣便是實踐了態度的價值。上述三種價值皆可視為個體產生生命意義之

來源（Frankl, 1955,1959; 易之新譯，1980/2003；游恆山，1987；劉翔平，2001）。 

除了Frankl的理論之外，對意義感來源的實徵性研究亦有不少，Ebersole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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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年開始，針對生命意義的內涵進行一系列的研究，他邀請受試者去先寫下個

人生命的核心意義，並且給予實際的例子，整體來說，人們回答的內容大致可分

為以下幾種：人際關係、服務、能夠根據自己的信念去生活、獲得物質、成長、

健康、生活工作，以及各種愉悅的感受，如：幸福、滿足，甚至只是純粹感覺每

天的生活是有意義的（Ebersole, 1998）。其中大學生的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的

生命裡感到最有意義的事情依序是關係、服務、成長、信念、快樂、獲取、表現

與求知（De Vogler & Ebersole, 1980; Ebersole & De Vogler ,1981）。 

而1996年Kay與Kerry對紐西蘭的38名中年人進行訪談，根據受訪者所提個人

對生命意義的經驗中，主要可將生命意義的來源分為六個向度，與Ebersole系列

研究結果相呼應的，也是最常被受訪者提出來的是「與他人的關係」，其次依序

則是創造力、個人的發展、信仰與靈性、社會與政治，其中較特別的是在之前的

研究中較少提及「個人與自然的關係」，然而在此研究中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20

名）皆提到與自然環境帶給個人生命的意義，此現象或許文化的差異得納入考

量，但也回應到Frankl的經驗價值，確實有其重要之處。 

回歸國內對意義感的研究，研究對象包含了國中生、高中生、教師、癌症病

人，雖無大學生之族群，且累積的研究篇數不若國外豐富，但仍可作為理解國人

意義感來源之線索。較早的對意義感來源的研究，為宋秋蓉（1992）邀請484位

高中職、國中生填寫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事件，之後根據學生的回答予以分類，結

果發現青少年之生命意義來源主要依序為：求知、學業、活動、關係、及服務。

間隔近十年後，何縕琪、江慧鈺（2004）再一次以同樣的分類對國中生進行意義

感來源分析，結果發現結果大不相同，關係、健康、逸樂是為國中生主要的生命

意義來源，同時他們選擇成長、外表、獲取（財富、時間）的比例增加，而選擇

求知、活動與服務的程度降低，似乎也反映出現代青少年的部分特性。 

其他研究對象如國內教師的生命意義來源，由高至低排列分別是健康、關

係、快樂、成長和求知，其中高生命意義感的教師之生命意義內涵則略有不同，

依序為：目標、責任、自我價值、成長、快樂、服務、愛（何郁玲，1999）。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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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德、程小蘋（2002）透過深度訪談的方式，試圖瞭解癌症病人的生命意義，除

了兩位認為生命是沒有意義，以及尚在追尋個人終極意義外，統整十四名癌症病

人對生命意義的看法後，大致上可歸納為「付出」、「自我的擴展與實現」、「宗

教追尋」等三類。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發現不論研究對象為何，大體上幾乎對生命意義的看法

皆含括了以下三類概念，首先是「與外在世界的連結」，包括與他人的關係、提

供服務或是利他行為等、「個人內在的狀態」，如生理、心理的健康、愉悅快樂的

感受；「獲得」，舉凡有形的物質與金錢，乃至於無形的信仰、創造力、成就或求

知等。而 Bar-Tur、Savaya 和 Prager（2001）歸納過去對意義感來源的研究結果，

其認為除了上述幾項外，比較特別是還提及「從困境中獲得解脫」為意義感來源

之一，同時也認為在人的一生中，生活事件、社會互動、社會環境、歷史時間等，

是影響個體意義感來源與生活目的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欲將「生活壓力」、「社

會支持」納為對生命意義研究的相關變項，以期瞭解彼此的關連性。 

貳、生命意義之相關研究 

一、生命意義對個體之影響 

每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意義皆有不同，當然每一個人的意義感來源自然

也大相逕庭，然而無庸置疑地生命意義確實會對個體各個層面產生影響，許多提

出健康模式的學者就將生命的意義與目的視為評估健康的重要指標，認為個體的

生命的意義與目的乃是影響個體健康的因素之一（Savolaine & Granello, 2002）。 

一般而言，個體的生命意義程度的高低，一方面與正向的心理健康特質有

關，反之則和心理病理、負向情緒與行為有所關連，以下分就兩種不同層面的心

理健康，回顧過去意義感與心理健康之相關研究，以茲說明生命意義對個體之重

要性。 

（一）生命意義與心理困擾、負向行為之相關研究 

過去有許多研究針對生命意義感與心理健康做過相關研究，但多數研究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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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理健康大多以心理病理的角度來看待，透過測量個體的憂鬱、焦慮等症狀來

說明心理健康情形，Moomal（1999）、Schulenberg（2004）皆針對大學生進行

生命意義與心理健康的相關研究，在 Moomal 的研究結果發現意義感與心理病理

有高度的關連性，類似的結果在 Shuelenberg 的研究裡則再次獲得驗證，憂鬱、

焦慮、物質濫用等症狀和生命意義間是有顯著的相關存在。而國內近年來數篇關

於生命意義的相關研究，對象皆以學生為主，範圍從中學生到護專學生皆有，其

研究結果也一致地顯示當學生生命意義感越高，則其憂鬱情緒或傾向的程度越低

（邱哲宜，2004；李桂仙，2006；黃同展，2007；廖靜婕，2005；蕭佳莉，2005；

羅素蘭，2006）。 

生命意義感除了影響個體的負向情緒外，亦會與藥物濫用、自殺意念或行為

等外顯行為有關。國內陳黃秀蓮（2005）即發現生命意義對大學生的自殺意念具

有預測能力，而 Melanie 和 Ronald（2003）發現生命意義在個體因應風格與自殺

表現間所扮演的緩衝功能，較高的生命意義感能夠來保護個體避免受到對自殺意

念、自殺企圖及未來進行自殺的負向情緒因應；至於藥物濫用方面，藉由 Neely 

（1988）與 Nicholson、Higgins、Turner、James、Stickle 和 Pruit（1994）兩篇研

究可得知藥物濫用者的生命意義與目的相對於非藥物濫用者顯著地較低。 

 

   （二）生命意義與正向心理特質、能力之相關研究 

       生命意義除了對負向情緒、行為的影響外，另一方面亦對心理健康的有著許

多不同的正向影響，包含因應能力、提升自我價值感、獲得價值感與效能感、促

進人際社交互動等。 

過去研究顯示生命意義感相對於負向心理健康，其和正向的心理健康的關連

是較高的，且人們追求有意義的生活是為了心理上對實現目標、獲得價值感與自

我價值感的需求而來，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當個體具有意義感時，上述的心理需求

也將隨之獲得滿足（Zika & Chamberlain, 1992; Baumeister & Vohs, 2005）。 

生命意義除了與正向心理健康有關連外，Hutchinson（2005）發現青少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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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感越高時，較有機會選擇有效的因應策略。而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生命

意義相關研究中，則發現生命意義感越高，則自我效能感隨之提升（DeWitz, 

2004），相對地，也較少出現人際關係與社會適應方面的問題（Schulenberg, 

2004），這個結果也驗證了 Savolaine 和 Granello（2002）統整類似研究所得之

結論：生命意義感能夠促進個體的社會參與程度及社會興趣。 

    生命意義還有另一功能在於增加個體對其經驗賦予意義的能力，這項功能協

助個體在面臨負面的生活事件時，得以減少對事件予以過度負向的回應

（Suyemoto & MacDonald, 1996）。例如意義感能夠抵銷個體在建立新習慣時所伴

隨而來的負向情緒，並且能夠因意識到此習慣的重要性與意義，個體終能夠藉除

成癮行為並持續維持新的良好習慣（Prochaska, DiClemente & Norcross, 1992; 

Savolaine & Granello, 2002）。  

由過去生命意義感的相關理論與研究可知，當個體的生命意義感越高，則心

理的健康程度亦隨之提昇。雖然我們不能單憑相關研究的結果，就斷下生命意義

與心理健康之因果關係，但重要的是這些研究結果提醒生命意義對個體的重要

性，在影響個體心理健康的各個面向中，生命意義乃是不可忽略的因素之一。 

 

二、影響生命意義之因素 

  影響個體生命意義的因素有很多，回顧過去文獻可以發現，在背景變項方面

常被討論的有性別、年齡、年級、宗教信仰、婚姻狀況等。本研究考量大學生的

族群之特性，主要以性別、年級、宗教信仰等背景變項進行討論，至於本研究另

外兩個重要的情境因素：生活壓力、社會支持，這兩者和生命意義的關係，則留

待第二、三節探討。 

  （一）性別 

        過去關於生命意義之相關研究中，不同性別的生命意義是否有差異的這 

    個問題尚未產生定論。何英奇（1987）對國內 873 名大學生進行生命意義感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女生生命欠缺目的與意義的情形比大學男生來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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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結果在 1990 年何英奇針對大學生，採生命態度剖面圖量表進行之研

究中亦可發現：男性相較於女性確實有較為清楚的「生命目的」，然而在李

桂仙（2006）針對高職的學生所做之研究，卻發現女性在生命意義各層面的

得分較男性為高；另一方面，亦有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性別並不影響個體的

生命意義，例如何郁玲（1999）、吳淑華（2006）、宋秋蓉（1992）、陳黃

秀蓮（2005）及 Debats（1999）的研究就指出生命意義並不會因為性別而有

所不同。 

 

（二）年齡、年級 

     年齡方面，何郁玲（1999）以中小學教師為對象，結果顯示隨著年齡的

增加，生命意義感越正向；然而在年級方面，在吳淑華（2006）、宋秋蓉 

（1992）、陳黃秀蓮（2005）與 Debats（1999）的研究結果皆指出年級並非

影響生命意義之因素。在考量大學生各個年級的年齡差距並不大，輔以過去

研究結果多顯示不同年級的生命意義未有差異，故本研究僅將年級資料作為

人口資料說明，不用來進行差異與迴歸分析。 

 

（三）宗教信仰 

   由過去國內外諸多研究結果可知，宗教信仰各面向與身心健康間是為正

向關係（Pargament, 2002），而 Steger 與 Frazier（2005）進一步探討生命意

義感在兩者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結果發現生命意義為宗教信仰與生活滿意

度、自尊與樂觀間的中介變項，亦即宗教信仰能夠提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

進而增進心理健康之程度。 

多數的相關研究皆發現個體有無宗教信仰，對其生命意義感受程度是會

產生影響的，有宗教信仰者比無信仰之學生，具有較高的生命意義感（尹美

琪，1988；何郁玲，1999；毛紀如，2003；陳黃秀蓮，2005）；然而仍有少

數幾篇研究結果發現宗教信仰並未對生命意義感產生影響，如吳淑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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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中生生命意義的研究結果，雖有宗教信仰之學生在「生活目標」上會較

無宗教信仰者為高，但整體來說，青少年有無宗教信仰其生命意義並無差

異，此結果與宋秋蓉（1992）的研究有相同的結論，吳淑華推論之所以與過

去研究不同，可能原因來自其研究對象年紀較輕，對宗教的感受度有限，因

此無法看出宗教信仰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 

三、生命意義之測量 

    自 Frankl 提出意義治療法至今，已有為數不少的研究者根據其理論編製相

關量表來測量生命意義這個抽象的概念，其中較早提出，且廣泛應用於研究的首

推Crumbaugh與Maholick（1964）根據Frankl的概念所編的生活目的量表（Purpose 

in Life Test，簡稱 PIL），用以測量個體對生活所感受到生命意義與目的之程度。

同時在1977年Crumbaugh另外編製了心靈目標追尋測驗（Seeking of Noetic Goals 

Test，簡稱 SONG），旨在測量個體追尋生命意義與目的之動機程度，該測驗的

編製是為使生活目的量表（PIL）更臻完整。 

除了生活目的量表外，其他常見的測量生命意義的量表還包括了 Battista 和

Almond 1973 年發展的生命關懷指數（Life Regard Index，簡稱 LRI），測量個人

發現其生命目標的能力及其生命目標的程度（引自何英奇，1990）；以及 Reker

和 Peacock 1981 年所建立的生命態度剖面圖（the Life Attitude Profile，簡稱

LAP），此量表為多向度的測驗，共包含七個因素，包括生命目的、存在空虛、

生命控制、死亡接納、求意義的意志、目標追尋與未來意義實現等（引自何英奇，

1990）；之後在 1992 年 Reker 進行修訂，更名為生命態度剖面圖修訂量表（Life 

Attitude Profile-Revised，簡稱 LAP-R），修訂量表包括目的、一致性、選擇與責

任、死亡接受、存在虛空、目標追尋等六個向度（引自 Reker, 2000）。 

    至於國內則有何英奇（1990）根據 Frankl 的理論，並參考國外的相關測驗，

編製出「生命態度剖面圖」量表，此量表共有六個向度：求意義的意志、存在盈

實（無挫折）、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難接納、死亡接納，提供國內進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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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 意義治療之理論與實際應用研究。較近期所發展之相關量表包括吳秀

碧、賀孝銘、羅崇誠（2002）所編製的「大學生生命意義觀量表」，包含生存的

意義、生活的意義、存在的意義及死亡的意義等四個因素結構；謝曼盈（2003）

以沙特（Jean-Paul Sartre）、弗朗克（Viktor Frankl）、梅（Rollo May）與羅傑

斯（Carl Rogers）四位存在與人本主義學者對生命態度的看法，歸納出生命的概

念構圖，並編製出包含理想、自主、愛與關懷、存在感、死亡態度、生命經驗之

「生命態度量表」。 

    整體而言，上述各種量表確實皆有測量到生命意義這個概念，然而在實際應

用上，卻有些問題存在著。如：題目本身卻常出現與其他概念混淆的問題，如

PIL、LRI 與生命態度剖面圖量表都曾出現類似的題目，像是「關於自殺，我曾

慎重考慮過，並認為是一種解脫之道。」、「我滿意現在的生活」或「在我的生

命中，我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失落感」，這些題目都會和意義以外的結構產生相

關，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中，的確也看到 PIL 和和負向情緒、正向情緒、生活滿意

度有極高的相關（Steger et al., 2006），其他意義的測驗也有類似的情形產生，這

樣的情形對欲測量生命意義而言，會是一個極大的干擾與影響。除此之外，相關

實徵研究的測量結果還顯示出另一問題，也就是這些意義測驗的結構和理論本身

並不相符，常用的意義量表如 PIL、LRI 其因素結構在不同的研究中就會有不同

的結構產生，這可能與測驗本身測量多個內容向度有關（Steger et al., 2006）。 

    最後，根據 Frankl 的理論認為追尋意義是人與生俱來的原始動機，以及之

前關於意義追尋的文獻回顧，可以知道意義的追尋對個體具有極大的影響力，即

便如此，這個概念卻在相關量表的發展過程中被忽略。而 Crumbaugh（1987）所

編製的 SONG，這個唯一明確被設計來測量追尋動機的量表，卻又遭到嚴厲的批

評，被認為是屬於實驗階段的量表，裡頭有些題目不完全適合測量意義追尋，也

欠缺適當的常模資料，而信效度亦有改進的空間（Moreland, 1985），同時在國外

這個量表也幾乎未被使用。 

在研究者欲探討大學生生命意義與追尋動機的研究目的之下，由 Steger 等人



 

 19 
 

 

在 2006 年所新編之生命意義量表（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簡稱 MLQ）

較能符合研究所需，此量表對生命意義的定義是個體主觀認為自己存在的意義為

何及對其存在重要性的知覺。這個定義呈現了意義感的重要概念，且讓填答問卷

的人能夠依照自己對意義感的標準去回答。此量表包含兩個分量表，分別為意義

追尋（Search for Meaning, MLQ-S）及存在意義（Presence of Meaning, MLQ-P）。

同時，MLQ 為具備有良好的信效度之量表，在信度的部分，MLQ-P 的內部一致

性 α係數介於 .82 - .90 之間，一個月後的再測信度為 .70，而 MLQ-S 的 α值

為 .83 - .87 ，重測信度為 .73；在效度方面，MLQ-P 雖與生活滿意、樂觀及自

尊為正相關，但相關係數僅為 .35 - .41 的低度相關，不僅具有良好的區辨效度，

且相較於其他同類測驗如 PIL、LRI，MLQ 具有更好的區辨效度。 

整體來說，MLQ 有別於其他同類型量表之原因在於：題目不與其他概念混

淆、具有穩定的因素結構、較為良好的區辨效度，以及新增意義追尋之分量表，

最後輔以題數簡短之優點，故本研究將採 MLQ 作為測量生命意義感與追尋程度

之工具，瞭解目前國內大學生生命意義感、意義追尋之現況，以及和其他相關因

素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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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活壓力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由上一節關於生命意義感的討論，讓我們了解生命意義之相關理論與研究，

其中也看到生活壓力乃是影響個體生命意義感與追尋動機之因素之一，因此在此

節文獻探討中，將深入探討生活壓力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探討生活壓力的定義與意涵，包括壓力之理論，

以及生活壓力之定義與測量方式；第二部分則針對大學生生活壓力之相關研究進

行討論，藉以了解大學生生活壓力來源，以及影響之因素，接著將進一步探討生

活壓力與生命意義兩者之間的關係。 

 

壹、生活壓力的定義與內涵 

  以下將回顧壓力之理論，同時進一步探討生活壓力的定義與內涵，以及生活

壓力之測量方式。 

一、壓力之概念與相關理論 

十七世紀，著名的物理學兼生物學家Robert Hooke，因為進行工程上的分

析，得到三個基本的概念：「負載（load）」、「壓力（stress）」與「因受力而

變形（strain）」。這個分析對二十世紀的壓力模式有重大的影響，而不論後續

學者如何使用這些名詞，基本上壓力的分析皆包含了外在事件或壓力源的刺激，

以及個體對壓力的反應（Lazarus, 1999）。 

至於壓力的相關理論，截至目前為止已有眾多學者提出各種不同的理論與定

義，Lazarus和Folkman（1984）綜合了各家說法，將壓力的定義方式歸納為三種

不同的取向，分別是將壓力視為一種刺激，強調造成壓力的壓力源，是為「刺激

取向」（stimulus approach）；其次則是「反應取向」（response approach），相

較於刺激取向，壓力在此取向則是被定義為對壓力刺激的負向反應；最後一個則

是「互動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重視個體與環境的關係，個體需要在外

界環境的要求與個人心理的資源間取得平衡，如果環境的要求遠超過個體所能負

荷，則關係失衡，壓力亦隨之而生。Lazarus 1966年以互動觀點對「壓力」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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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較為完整的定義：「壓力是一種刺激的因子，會使得系統出現一種不平衡的

狀態，也會為系統帶來張力與改變。而心理壓力則是經過認知的評估後，而預期

在未來會面臨傷害的一種威脅（頁17）。 

    整體而言，由於互動取向結合了刺激、反應取向兩大壓力觀點，強調個體主

觀知覺的重要性與因應能力，故本研究欲採此觀點看待大學生之壓力，認為同樣

的壓力源不一定會產生相同的壓力反應，會因個體的主觀感受與其他變項影響而

有個別差異，其他變項包括社會支持等此類屬於個體因應壓力之資源。藉由探討

大學生的壓力及因應資源，以拓展影響大學生生命意義之研究範疇。 

 

二、生活壓力之定義與內涵  

    壓力是個體遭遇外界事件而失去生活的平靜，不論是正向或負向事件，個體

皆須耗費精力去恢復原有的適應狀態，生活壓力的類型與測量方式主要可分為以

下兩種類型，第一種是重大生活事件（major life events），第二種則為日常困擾

（daily hassles）（李素卿譯，1994/2001）。 

    （一）重大生活事件： 

         重大生活事件同時包含了正向與負向事件，而所謂「正向的生活事件」

是指個人感受愉悅，且能夠有所發揮、自我肯定的事件，例如得獎、考試

通過等事件；「負向的生活事件」則是指個體主觀感受到不悅、不願發生

的生活事件。如男女朋友分手、父母離婚等事件。（邱鈺茹，2000） 

除了區分為正、負向生活事件外，依照生活事件的性質還可分為「獨

立性事件」（independent life events）與「衍生性事件」（dependent life 

events），兩者的差異在於事件是否能夠受到個體的掌握，如家人生重病、

天災人禍、經濟不景氣等非個人所能操控的事件，是為獨立性事件；而衍

生性事件則是指較可受個體控制或影響的的事件，例如與男女朋友分手、

成績退步、跟老師處不好等（邱鈺茹，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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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常困擾： 

             日常困擾（daily hassles）是由Lazarus與其同事所提出之概念，他們認

為日常困擾代表某些經驗或情形，同時這些經驗或情形經由個體評估後，

被認為對其安適狀態（well-being）產生威脅或具傷害性（Lazarus, 1984）。 

日常困擾大致可分為以下幾類：「環境事件」（environmental events），

像是不顧他人的抽菸者與不預期的訪客；「慢性的環境因素」（chronic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如惹人厭的鄰居；「持續產生的擔心」（ongoing 

worries or concerns），「對未來的擔憂及對工作不滿意」；「痛苦的情緒

反應」（distressed emotional reactions），例如感到寂寞或害怕被拒絕。諸

如此類看似微不足道的小事，仍是有可能使個體產生情緒困擾與壓力，如

果個體長時間都對這些日常瑣事感到困擾，則表示他們可能無法妥善地處

理每天的壓力。 

重大生活事件與日常困擾皆屬個體的壓力源，兩者之間關係密切，有壓力的

生活事件有部分是藉由它們所產生的日常困擾來影響個體，以離婚或喪偶而失去

另一半為例，面臨此失落者勢必得承受寂寞與另一半原先所負擔的任務，諸如此

類的日常困擾會在壓力事件後持續發生。然而，這兩者除了有交互關係外，最大

的差異在於重大生活事件通常是嚴重的壓力事件，且出現在某一時間點上，而非

日常困擾般出現頻率較高。 

    在本研究中所指之生活壓力意指個體遭遇到的「負向重大生活事件」與「日

常困擾」之總和。雖然正向事件同樣可能會對個體產生壓力，但影響人們生活壓

力較深，或與心理健康問題有較重大關聯者，「負向生活事件」與「非預期、不

希望發生的事」往往比正向生活事件有較大的影響力（Swearingen & Cohen, 

1985），因此在重大生活事件上僅以個體的負向生活事件作為測量指標。此外，

人們的回憶會受到時間的影響，回憶時間距離生活事件越長，生活壓力越容易被

低估，且根據Hurst的發現，測量六個月內的事件，較測量十二個月內的事件，

可信度較高，因此本研究將以個體在過去半年內所發生之事件為範圍（引自蔡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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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2002）。希望了解大學生的生活壓力，對其生命意義的影響為何，以及當大

學生面臨不同程度的生活壓力時，是否也影響其追尋生命意義的動機。 

三、生活壓力之測量   

    目前為止，關於個體生活壓力的測量上，已發展出為數不少量表，而依據本

研究對生活壓力的定義，以下僅探討重大生活事件與日常困擾兩種類型之生活壓

力量表。 

  在生活事件方面，生活事件的測量最早是由Holmes和Rahe所編製的「最近

生活經驗量表」（The Schedule of Recent Experience，簡稱SRE）開始，其中列

出43項生活事件，邀請受試者圈選最近發生在其生活中的事件，且以圈選的事件

多寡表示壓力的大小，之後又根據此量表編修成社會再適應量表（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簡稱SRRS）量表，然後給予每個事件一個數目以代

表事件的「生活改變值」（Life Chang Unit，簡稱LCU），如：伴侶死亡對生活

的改變程度為100LCUS，Holmes和Rahe認為將這些生活改變值加起來，就能知

道一個人在某段時間內所承受的壓力嚴重程度（Holmes & Rahe, 1967）。 

SRRS對於生活壓力的研究雖有貢獻，但仍有其限制存在，像是僅以僅以生

活事件來評估個體心理壓力的大小，如此是忽略了個人對生活事件主觀感受的個

別差異，同時此份量表尚缺少了許多重要的生活事件，如失去子女、陷入不愉快

的婚姻、遭遇到天災或人禍等，最後則是對象的問題，SRRS對於老年人或年齡

較小的受試者而言，所列出的問題並不能完全符合這些族群的情境（Lazarus, 

1999; 羅惠筠、陳秀珍譯，1990/1992）。 

    針對SRRS的問題，後續學者修正缺失後發展出同為測量重大生活事件的量

表，像是Sarason、Johnson和Siegel（1978）設計了「生活經驗調查表」（Life 

Experiences Survey，簡稱LES）、Johnson和McCutcheon（1980）則發展「生活

事件檢核表」（The Life Events Checklist，簡稱LEC），兩份量表皆被許多研究

所採納作為研究工具，在國內亦有翻譯、修訂之版本，其中在國內廣為使用的生

活事件檢核表，因使用對象為較大的兒童或青少年，與本研究對象不符，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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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量表」在前47題給一般人填答的題目之後，特別針對學生族群設計10題以

供填答，同時此量表的編製乃是以大學生做為樣本，具有良好之信效度，經王韋

婷（2008）翻譯、修訂此量表後，仍有不錯信度，故本研究將採此量表測量大學

生對重大負向生活事件之感受。 

  在日常困擾方面，最常被應用的莫過於Kanner、Coyne、Schaefer與Lazarus 

（1981）所發展的日常瑣事量表（Hassles Scale），同時也是較早被發展出來的

日常困擾量表，Kanner和其同事以工作、健康、家庭、朋友、環境為方向，請受

試者依據過去一個月發生事件的「嚴重度」與「頻率」進行評估。雖然此量表發

展最久，且廣為使用，但在題目與選項上仍有其缺點，像是題數過多、且題目欠

缺具體性、概念重複，而有些題目則是與適應的概念混淆，而非所謂的日常困擾。

除了題目本身的問題之外，其答題選項亦有缺陷，其選項設計是由「有些嚴重」

到「非常嚴重」，卻未考慮到個體也有可能完全不受到影響，因此在選項的設計

上略有瑕疵，而限制住了答題者的選擇性（Pett & Johnson, 2005）。 

    為修正上述量表之限制，陸續有學者編製新的日常困擾量表，其中亦有針對

大學生所設計的日常困擾量表，Kohn、Lafreniere和Gurevich（1990）所設計的大

學生最近生活經驗量表（Inventory of College Students’ Recent Life Experiences，

簡稱ICSRLE）即為一例，其他同樣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日常困擾量表尚包括：

Hassles Assessment Scale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HASS/Col）（Sarafino & Ewing, 

1999）、Brief College Student Hassles Scale（BCSHS）（Blankstein, Flett & Koledin, 

1991）、Revised University Student Hassles Scale（Pett & Johnson, 2005）。 

在上述的日常困擾量表中，目前國內已有翻譯與修訂者，包括呂碧鴻、陳秀

蓉（1998）翻譯、修改 Kanner 等人（1981）的「日常瑣事量表」，以及王韋婷

（2008）翻譯修訂 ICSRLE。這兩份翻譯量表皆以大學生為樣本進行修訂，研究

者以 Lazarus 對日常困擾的定義與分類為標準，發現呂碧鴻、陳秀蓉（1998）較

符合日常困擾之概念，同時也針對原量表之缺失進行修正，而 ICSRLE 雖有許多

符合大學生情境之題目，但在概念上則有與生活適應混淆之可能，此外其答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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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乃是要求大學生圈選遭遇日常困擾的程度，如：並非是生活的一部份、是生活

的一小部分等，雖然原作者是刻意做此設計，以降低個體在評估時受到人格特質

與日常困擾交互作用的影響，然而基於本研究對壓力的觀點，認為個體對日常困

擾的主觀感受是壓力評估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本研究將採用呂碧鴻、陳秀蓉

（1998）所修訂之「日常瑣事量表」，並修訂部分題目以求貼近大學生的生活脈

絡。 

貳、大學生生活壓力之相關研究 

    在大學生生活壓力的相關研究中，首先將探討大學生的生活壓力來源，希望

作為理解大學生族群的基石，並概括性地討論生活壓力對大學生的影響，最後說

明生活壓力和生命意義的關係。 

一、大學生之生活壓力來源 

     關於大學生生活壓力的來源，從一般俗稱大學必修的三學分：學業、愛情

與社團可窺一二。在學術研究上，國內較早期是由大學生的生活適應這個角度來

探討大學生的生活壓力，包括黃慧貞（1982）、楊極東（1985）、簡茂發（1986）

等人均曾對當時大學生的適應現況進行調查。根據簡茂發（1986）對 2180 名大

學生以孟氏行為困擾調查表所做之調查，大學生的一般適應問題依序排列為：大

學課程之適應、社交與休閒活動、課程與教學方法、與別人的關係；之後簡茂發

等人採同樣的工具，並以師院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結果與 1985 年並無太大的差

異，僅在排列順序上有所更動，師院學生一般困擾前五項依序為：課程與教學方

法、大學課程之適應、社交與休閒活動、與別人的關係、對自己的態度（簡茂發、

郭碧唫、葛道明、鮑洪生、魏麗敏，1995）。 

而楊極東（1985；2002）與黃春枝（1999）前後皆曾以楊極東自編的「大學

生學校生活適應問卷」分別對政治大學大與實踐大學的學生做過研究，整體來

看，不論是哪間學校、時間點所進行的調查，大學生一直皆有學習適應與未來出

路方面的困擾。上述結果直至近期仍是沒有改變，例如王春展、潘婉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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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叢集取樣抽取台灣地區13所公私立大學院校，對1270名學生進行生活壓力之測

量結果顯示，大學生的生活壓力以學業方面最高，而陳黃秀蓮（2005）與王琳雅

（2006）同樣對四技大學學生進行生活壓力調查，結果發現學業/課業同樣為首

要壓力來源。上述的研究再次驗證了劉玉華（2004）歸納國內外大學生的壓力源

之文獻，發現課業壓力通常被認為是大學生的主要壓力源。 

然而除了學業問題外，大學生的內在情緒困擾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在黃春

枝（1999）、楊極東（2002）兩人的研究裡，「鬱悶心煩」的出現程度提醒我們現

在大學生的煩惱或許不僅限於單純的學業、生涯壓力，這些外在壓力往往也引發

出更多情緒方面的困擾，就如同Ross、Niebling 和 Heckert（1999）研究調查發

現，大學生壓力來源有28%是來自於個人內在情緒，其他的19%、15%才是來自

於人際關係和學校課業。 

最後我們可在Kadison與DiGeronmo（2004）探討大學生健康危機一書中，

對大學生的壓力困擾有一全面性的瞭解，此書歸納出四個影響大學生心理健康的

面向，大體上已將大學生的壓力源含括在內，這四個向度分別為「普通的發展議

題」，如：自我認同的發展、人際關係、兩性關係、與室友的關係；「壓力和競

爭」，像是學業壓力、課外活動的壓力、父母的期待、文化種族對自我價值的影

響；「經濟壓力與社會恐懼」，包括大學學費壓力、畢業後的就業與升學問題、

如911事件之類的天災人禍；最後則一個是「無望感與無助感」，包含憂鬱、睡

眠問題、物質濫用、焦慮、飲食疾患、衝動行為，甚至是自殺。 

 

二、生活壓力對大學生之影響 

    由上述所提及關於壓力的反應取向可以知道，當個體遭遇壓力時，可能會分

別對其生理、心理與行為三方面產生影響。在生理方面，可能產生不同程度的生

理反應，像是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胃酸分泌過多等，長期累積下來則會引發各

種症狀與疾病（劉德鈴，2000）；至於心理方面，則因每個人對壓力的知覺或評

估而有所差異，但整體來說壓力可能對心理產生的影響，包括憂鬱、焦慮、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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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怒、退縮、冷漠等情緒，更甚者造成身心症的產生，或類似精神疾病的症狀；

最後在行為層面的影響，面對不同程度的壓力，個體所呈現的行為亦有不同：在

個人方面，輕度壓力會使個體產生進食、攻擊或性行為等生理性行為；中度壓力

則會使人記憶力變差、注意力無法集中、脾氣暴躁等行為；至於高度壓力，將會

導致壓抑、逃避、退化或攻擊等行為；在組織方面，壓力會產生績效降低、逃避

責任、對組織及同事漠不關心、曠職等情形（引自張郁芬，2001 ）。 

    而在大學生的壓力方面，過去亦累積不少相關的研究，幫助我們瞭解壓力帶

給對大學生的影響。無庸置疑地，大學生的生活壓力與整體身心健康為負向關

係，也就是當大學生承受越大的生活壓力時，則其身心健康也就越差（李金治，

2002；彭秀玲，1986；駱重鳴，1983），同時大學生的生活壓力越高時，則相對

的其適應情形會較差（Jarama Alvan, Belgrave & Zea, 1996；廖淑梅，2004）。除

此之外，由前述關於壓力的理論，我們知道個體被壓力所影響的程度，某個部分

還會因其所採取的因應策略而有所差異，以此觀點來看，當大學生生活壓力的高

低是否會影響其選擇何種因應策略呢？由王琳雅（2006）、李金治（2002）及蔡

文雅（2006）的研究可知，大學生的壓力與因應之間確實存有顯著的關係，此三

人的研究結果皆顯示出當個體壓力越大時，可能傾向選擇延宕逃避的負向因應方

式，而王琳雅的研究也進一步指出日常生活壓力得分越高者，其一般自我效能得

分較低。 

   除了因應策略與生活壓力間的關係外，關於大學生生活壓力的相關討論中，

還有很大一部份在探討壓力與憂鬱、自殺的關聯性，如：黃慧貞（1982）的研究

就發現大學生的生活壓力與憂鬱得分成正相關，而高憂鬱組在許多生活事件上的

遭遇比例均顯著高於低憂鬱組；類似的研究還包括吳家楹 （2005）、陳清泉（1990）

探討大學生的生活壓力與憂鬱傾向的關係，兩人的結果皆顯示結果顯示生活壓力

與憂鬱傾向有正相關存在，但我們在陳清泉的研究中可進一步發現大學生主觀負

向的生活壓力與憂鬱傾向的相關高過於客觀的生活壓力，然而有趣的是高憂鬱傾

向組與低憂鬱傾向組在整體生活事件的遭遇平均數並沒有差異，此結果明顯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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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黃慧貞的研究發現。至於與自殺的關係方面，則有劉安真（1992）與陳黃秀蓮

（2005）分別對普通大學及技職院校的學生進行相關研究，結果發現不論是哪一

個體系的大學生，生活壓力與自殺意念之間皆有顯著相關存在，有自殺意念的大

學生較無自殺意念者經歷較多的生活事件。 

    綜觀過去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當大學生遭遇較高程度的生活壓力時，

將對其健康的各種層面造成影響，特別是在個體的內在情緒困擾方面，也就是

Kadison 等人（2004）所提的「無望感與無助感」這個向度。然而過去多將焦點

放在個體的憂鬱、焦慮等負向情緒，較少關注到生命意義感這個重要的變項，但

實際上我們卻常常聽到人們在重大事件過後，述說著這些事件對其人生觀的影

響，如何改變了原先的想法與信念，這些其實都是壓力對個體生命意義影響的展

現。因此，以下將繼續探討生活壓力與生命意義之關係。 

二、生活壓力與生命意義之相關研究   

    壓力對個體的生命意義影響，不同於憂鬱或焦慮這些對個體而言必然為負向

的影響，根據Park等人（1997）的回顧發現，壓力或重大事件可能對個體的生命

意義感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簡而言之，當個體遭逢重大壓力時，一方面可能

拓展其生命意義之深度，但另一方面卻也有可能降低其生命意義感，對未來更不

具希望。 

    在過去許多研究裡都會看到在壓力生活事件之後對生活所帶來的負向改

變，個體有可能無法在失落事件中創造意義，感到自己是脆弱的、失去控制感的，

因而對其整體意義（global meaning）產生負向的影響，無法採用對發生的事件

賦予意義的因應方法（Park & Folkman, 1997）。國內毛紀如（2003）比較單親

家庭與完整家庭的國中生之生命意義感，其研究結果顯示在單親家庭中的國中

生，其生命意義感是比較低的；吳淑華（2006）對國中生進行生命意義感之相關

研究，發現生活壓力與青少年的生命意義感有顯著相關，也就是當個體生活壓力

越高時，則其生命意義感就會越低。而以美國拉丁裔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也有

同樣的結果產生，大學生的生活壓力和生命意義感具有負相關，但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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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大學生壓力越高時，反而在追尋意義的動機上也隨之提昇（Dunn, 2007）。  

    何以看似削弱個體生命意義的生活壓力，反而增加了大學生追尋意義的動機

呢？Frankl原先即主張意義的追尋乃是個體的基本心理動機，Baumeister（1991）

與Klinger（1998）皆認為意義追尋只有發生在個體的需求受挫時，因此當生活壓

力或重大事件的發生，使得個體欠缺意義感，反而會激發個體去主動追求的動

機，以發現其生命的目的與意義。張利中（2001）亦曾指出，當個人生命走到絕

境時，因為存在問題解決的必要性，以及人生目標無法達到，便會轉而尋求生命

的意義，而意義治療法的創始人Frankl也用其生命故事告訴我們這個道理，也因

此Frankl強調生命的意義其中一個來源即是「態度的價值」，當創造的價值與經

驗的價值因為苦難而無法實踐時，我們如能以尊嚴與勇氣的積極態度來面對，則

仍可獲得生命的意義（Frankl, 1955）。 

    除了個體在遭逢重大事件時，能夠激起追尋意義感的動機這個正向影響外，

我們尚可由Schaefer和Moos（1992）對生活危機與個人成長間的關係說明，幫助

我們了解何以個體遭遇到危機後，反而能夠增加其生命意義感，他們整理過去的

文獻發現，個體在危機之後會帶來下列三類正向的結果：（1）社會資源的增加：

包括找到知己、和家人朋友有更良好的關係、建立新的支持網絡；（2）增加個

人資源，包括個人認知上的改變，更相信自我、了解自己，擁有同理心，產生利

他行為，更為成熟度，以及改變個人的基本價值觀、人生的優先順序；（3）發

展出新的因應技巧，包含認知因應技巧，解決問題與尋找協助的能力，還有情緒

調整與控制的能力。由此可知，個人的成長經驗常是發生在遭遇到壓力，並且有

效地因應壓力之過程中，人們會在危機情況中激發出新的因應技巧，並且與家

人、朋友發展出更為靠近的關係。在這樣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個體會結合自己原

先的整體意義（global meaning），以及對某些特殊情況所賦予的意義，兩者的

結合會使其原先的整體意義產生改變，我們也可稱之為創造意義的歷程（Park & 

Folkman, 1997）。 

  這種重大生活危機之後，在哲學觀與信仰上的改變，或是說個體存在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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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Yalom & Lieberman, 1991）並不罕見，舉例來說，在Schwartzberg和

Janoff-Bulman （1991）針對父母過世的大學生所做之研究，他們發現75%的學

生都表示他們的整體的信念與世界觀都產生了變化，且大部分都是正向的改變，

他會重新思考什麼才是他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對生命有更廣闊、更深層的理

解。而在陳珍德與程小蘋（2002）對癌症病人所做的訪談中，也可以發現癌症病

人即便在生命困境裡，也多依其個別處境，重新發現個人獨特之處，進而回歸到

精神層面的追尋，過更有意義的生活；劉香美（2005）以質性研究的敘事研究與

深度訪談方式，探索三名遭受921大地震成年人的生命故事，在其生命裡也看到

雖然苦難是生命必然的重要課題，但卻也總能從苦難中找到生存的理由，追尋生

命意義的動力，最終生命有無意義不是由他人所決定的，而是個人生命的給出。 

    由上述對個體壓力與生命意義關係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確定當個體遭遇重大

事件時，確實對生命意義的各個層面帶來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可以發現截至

目前為止，此類研究所指的壓力多以個體發生的重大生活事件為主，就如同

Lauterbach 和 Vrana 1991 年的研究結果所言，有 83%的大學生至少有發生過一件

重大的創傷事件，可能是重要他人的死亡、意外等（引自 Frazier & Schauben, 

1994）。 

    回歸到壓力的本質來看，上述生命意義感之相關研究中所討論的重大生活事

件可被視為初級壓力（primary stressors），而事件發生時的情境、個體的主觀感

受與因應方式皆會影響個體的反應與受影響的程度，但是長期下來，因重大生活

事件的發生擾亂了個體原先的生活秩序，改變其社會關係、生活習慣或型態，可

能對個體帶來更多的日常困擾（daily hassles），或可稱之為次級壓力（secondary 

stressors）（Lazarus et al., 1984; Pearlin, 1989）。Lazarus 等人（1984）認為相較

於重大生活事件而言，日常困擾對於身心症狀具有較佳的預測力，類似的看法還

包括 Burks 和 Martin（1985）針對 281 女大學生所進行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

住重大生活事件後，日常困擾能夠預測心理症狀。反之，重大生活事件無法有同

樣的效果產生。而在 Lu（1994a）對台灣大學生的調查，則發現生活事件能夠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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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大學生的焦慮情緒，日常困擾則能預測憂鬱情緒，由此可知，生活事件與日常

困擾的關係是互補、交互影響，而非完全獨立無關的競爭關係，除此之外，他的

研究也再次驗證 Lazarus 等人的觀點，日常困擾比生活事件對心理健康更具有預

測力。   

    由以上可知，日常困擾亦是生活壓力測量中重要的一環，特別是以 Lu

（1994b）的研究結果來看，對大學生來說，只有日常困擾對心理健康具有長期

追蹤的預測力，大學生的普通生活壓力及重大生活事件在八個月後已不具預測

力，但可惜的是目前生命意義感與壓力的相關研究中，日常困擾的重要性是被忽

略的。此外，由於本研究所測量的對象為一般大學校園內的學生，而非特殊族群，

如罹患重症、喪親或遭逢天災者，由 Ross 等人（1999）的研究結果可知一般大

學生的壓力有 81.1%是來自於日常困擾，明顯多過於壓力事件，因此更有必要將

日常困擾列為大學生生活壓力測量的指標之一，以了解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為

何。因此，本研究將同時測量大學生的重大生活事件與日常困擾，希望能夠進一

步探討不同形式的生活壓力對個體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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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支持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根據 Lewin（1951）的場地理論可知，人類的行為為乃是個體與外在環境交

互作用的函數，因此在探討個體的心理狀態之際，不能忽略個體與環境互動之情

形。同樣的道理，當本研究試圖對大學生的生命意義有更多的理解時，如能同時

測量個體所遭遇到的生活壓力，以及所獲得的社會支持，則得以對生命意義有更

全面性的認識。 

壹、社會支持之理論 

     以下將分別對說明社會支持之定義，以及整理過去學者所提出的社會支持

類型與來源，最後再討論社會支持的測量取向與工具。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 

    社會支持乃是一個被廣泛研究的主題，因此也有許多學者由不同的角度進行

論述，早期的學者主要包括Caplan、Cassel及Cobb等人，其中Caplan從系統的動

態觀點，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持續不斷的社會聚合（social aggregates）歷程，透

過不斷與他人、社會網絡或團體組織互動，進而獲得回饋、肯定的支持力量（引

自邱瓊慧，1988）；Cobb（1976）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種訊息，讓個體感受到自

己是被他人關照、被愛、被尊重，並且相信自己是社會網絡中的一份子，彼此存

有共同的責任。而Cassel和Cobb皆以個體對社會支持的知覺為出發點來定義何謂

社會支持，並將社會支持視為個體面對危機時的緩衝機制，而非直接增進適應的

直接效果（Sarason, Sarason & Pierce, 1990）。   

    自1970年代之後，關於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趨於多元，為了釐清社會支持這

個概念，Tardy（1985）回歸到理論及操作層面來定義社會支持，他整理了各個

社會支持的理論取向，以及各家學者的見解後，歸納出社會支持概念的五個面向： 

（一）方向性（Direction）： 

      社會支持是同時包含給予和獲得，雖然多數的研究聚焦在社會支持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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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也有少數的研究會同時測量社會支持的傳達。 

（二）支配性（Disposition）： 

      社會支持可分為可獲得的（available support）與實獲支持（enacted 

support），前者代表個體不管在質或量上可獲得到的社會支持，而後者是指實

際可利用的社會支持資源。 

（三）描述/評估（Description/ Evaluation）： 

      描述和評估分別是社會支持的另外兩種面向，所謂評估的面向旨在探討個

體對其社會支持的滿意度，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則強調描述社會支持的樣貌。  

（四）內容（Content）： 

      Tardy認為對社會支持內容的分類上，最為有名應為House在1981年所提出

來的四種社會支持：情緒性、工具性、訊息性與評價性。情緒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主要是為情緒支持，包含信任、同理與關心；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則是提供具體的協助，像是借錢或提供時間與技巧給他人；訊息性支

持（informational support）乃指幫助個體解決問題的建議提供；最後評價性支

持（appraisal support）則是他人給予的回饋。當然House的分類並非徹底詳盡

的納入所有的支持類型，也因此還有其他學者對社會支持的內容作了不同的分

類。  

（五）網絡（Network）： 

      網絡的概念被用來代替資源這個詞，原因在於兩者方向性的差異，網絡乃

是雙向的概念，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可能提供協助的成員，包括家人、親近

的朋友、鄰居、同事、社區或專業人員等。 

 

二、社會支持之類型與來源 

對社會支持有初步的了解後，社會支持的類型與來源也同樣是重要的兩個向

度（Thoits, 1982），因此以下將繼續討論這兩個部份。 



 

 34 
 

 

關於社會支持的類型，除了上述所提House所提社會支持的四種類型外，較

早期的Cobb（1976）依其對社會支持的定義，進而將社會支持分為：情緒支持

（emotional support）、自尊支持 （esteem support）以及社會網絡支持（network 

support）等三種類型，與House的分類相比，Cobb的分類明顯聚焦在情感取向的

支持，而缺少了具體、物質方面的社會支持。 

    雖然各派學者對社會支持的內容看法並不一致，但基本上皆不脫 Taylor、

Peplau 與 Sears（張滿玲譯，1997/2003）對社會支持提供方式的歸納結果，包含

下列三類：第一種為情緒關懷（emotional concern），透過喜歡、愛或是同理心的

方式來表達；第二種為工具性協助（instrumental aid），以行動來提供社會支持，

提供所需之物質或服務；第三種為訊息的提供（providing information），提供與

壓力情境有關的資訊，如果所提供的訊息與個體的自我評估有關時，則訊息便具

有支持性。 

    這些社會支持的內容某個程度上也在說明著社會支持的功能上，Thoits

（1982）認為社會支持具有三項功能：首先是在透過認知的改變，減輕壓力對個

體的威脅性；第二項功能在於提供個體情緒上的支持，像是如同情、了解、關懷、

鼓勵或歸屬感；最後則是在實質上的協助，包含行動的支持、經濟的支持。而國

內戴嘉南和鄭照順（1996）的看法與Thoits接近，社會支持的主要功能有（1）增

進情緒的穩定，亦即經由他人的關心與鼓勵，而產生正向積極、健康愉快的情緒；

（2）增加認知的廣度，透過他人提供有效的知識與經驗，克服困難與消除心理

壓力；（3）解決實際的困難，即透過獲得人力與物資而使生活困境得以改善。 

在社會支持來源的部份，根據Sarsson等人（1983）的看法，認為社會支持

有兩個基本的要素，其一是個體需要幫忙的時候，能夠知覺到自己有足夠多可給

予協助的人，其二則為對所獲得的支持有一定程度的滿足，因此社會支持是指個

體可信賴的人之存在或可利用性。 

由此觀點，有許多學者針對支持系統的來源做了各種分類，例如：將支持分

為「正式組織之專業協助」與「非正式之私人個別協助」兩類，以此分類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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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Caplan 1974 年將社會支持來源分為正式與非正式二種（引自高迪理，1991），

以及 Bennett 與 Morris 1983 年區分社會支持為初級支持系統、次級支持系統（引

自胡中宜，1997），其中正式與次級支持系統為相近的概念，同樣是指藉由組織

本身的特性與目標來提昇個體的福利，來源為醫療機構、社會福利機構、社會團

體、宗教機構中的專業人員、半專業員、輔導人員等，而非正式與初級支持系統

則是較無結構性，由家屬、朋友、認識的人透過接納、服務及情緒支持，幫助個

人維持生活的功能，屬於個別化需求的一種形式。 

由上述可之，社會支持的來源可以是廣義的社會網絡，也可以將範圍縮小至

個體的重要他人，透過不同層級的社會支持為個體提供各種支持。其中Cassel

（1976）特別強調初級團體的社會支持，包括家人、親戚、朋友等，認為這些社

會支持的來源對個體來說是最為重要的。 

  綜合各家學者的觀點，研究者認為社會支持係個體經由與重要他人，或是和

社會組織間的互動中，個體所感受到被他人關心、尊重、被愛的訊息，使個體得

以處理壓力、促進身心健康，進而獲得較佳的生活適應。 

 

三、社會支持的測量 

    隨著社會支持理論的發展，測量工具也亦趨多元，根據Sarason等人（1991）

的歸納整理，基本上測量社會支持的模式，可區分為以下三種： 

一、網絡模式（Network model） 

    網絡模式聚焦在個體在團體裡的社會網絡，以及與團體裡的人之間的相互聯

繫，相較於社會學或人類學家所稱的社會網絡，在社會支持的測量上更為關注那

些與個體有直接社會性連結的人，或是那些透過特定或重要的聯繫提供個體支持

的人。而對社會網絡的測量面向包括網絡的結構、關係、大小、強度、密度、耐

久性、接觸的頻率、可獲得的程度等，而其中密度（指網絡中的每個人是否互為

交換網中組成份子之程度）乃是此網絡取向較獨特的部份，原因在於在社會網絡

中的測量因子中，大多無法獲得和適應、健康間的關係，唯獨個體社會網絡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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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能夠和壓力感受產生關連，進而瞭解社會支持對個體所處的情境是有益或是有

害的。 

    整體來說，網絡模式的測量能夠測量社會關係的相互性，但在瞭解個體健康

與社會支持間的關係上，則比其他更經濟的社會支持測驗遜色許多，此外，此模

式的測量題目欠缺內部一致性之正確性問題，是故，此模式的測量法較少被研究

者所使用。 

 

二、社會支持之接收模式（Received support model） 

    此模式主要在於測量個體接收到哪些社會支持，以此概念所設計之量表如

Barrera, Sandler和Ramsey於1981年所發展的「社會支持行為量表」（The 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s，簡稱ISSB），此量表包含下列幾個因素：直接

建議、非直接的支持、正向社會互動與具體協助 （Barrera & Ainlay, 1983）。除

了ISSB之外， Interpersonal Social Support Evaluation List，簡稱ISEL(引自Robbins, 

Lese & Herrick, 1993），亦是廣為使用的社會支持量表，是為Cohen、

Mermelistein、Kamarck和Hobermany在1985年所編製的量表，共有四個分量表：

實質的支持、評價的支持、自尊的支持及隸屬的支持，分別代表四種社會支持的

功能。 

然而此種測量法的一個潛在問題來自於，接收社會支持之所以能夠和個體的

健康產生關係，不單只是來自於個體本身獲得的支持，還可能因為其他人知覺到

個體處在壓力情況，而認為他們需要幫助或支持，或是來自個體因遭遇壓力而主

動求助；同時社會支持與健康之間的關係還會受到個體的因應方式正確與否、事

件的無法抗拒性，以及個體對接受社會支持的態度，而可能出現正向或負向的截

然不同的關係。 

 

三、社會支持之知覺模式（Perceived support model） 

    上述兩種模式的測量皆未將個體的知覺納入考量，也就是說個體認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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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收到的社會支持，並不一定等同於他人所給予的社會支持，而對社會支持的

知覺相對於另外兩種模式來說，與個體的身心健康關連度最高。所謂社會支持的

知覺模式乃是在測量個體知覺到的社會支持，以及對支持結果的評估。 

Sarason, Levine, Basham及Sarason（1983）等人所編定的「社會支持問卷」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簡稱SSQ），即屬於測量個體知覺到的社會支持

之代表，此量表分為兩個部分，其一測量個體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數量，其二則

是對可獲得的社會支持之滿意程度。 

    由以上資料可知社會支持是多層面、多向度的概念，在定義、內容與來源也

同樣呈現其多元性，依著不同的研究重點，而採用不同取向的定義與測量方式，

研究者採取 Cobb（1976）對社會支持的觀點，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種能讓個體感

到被愛、被關心的訊息，因此不對個體的社會支持來源與內容進行分析，關注的

重點在於個體獲得社會支持之多寡，希望能夠瞭解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和其生命意

義感與意義追尋之關係。 

目前國內已有許多不同的社會支持量表可供使用，其中亦有以大學生為樣本

進行編修之量表，主要皆為研究生參考國外問卷後自行編製之量表，如：李金治

（2002）、吳家楹（2005）、惠風（1995）等，亦有翻譯修訂國外量表者，如：張

治遙（1989）編修社會支持量表（SSQ）。 

在考量研究者對社會支持之測量觀點，以及測驗工具的信效度，故本研究欲

採在國外已行之有年的「社會支持行為量表」（The 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s，簡稱 SSB）（Barrera et al., 1981），ISSB 屬於自陳量表，仰賴受試者

對其所接收到的社會支持進行評估，因此實際上我們可以說此類量表是測量「知

覺－接收支持」（perceived-received support）（Barrera, 1986），國內經陸洛（Lu, 

1994a）中文化修訂，並使用於大學生及大規模社區樣本中（N=581），與原文量

表同具良好之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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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社會支持之相關研究 

    在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方面，將探討社會支持對個體的壓力、身心健康之影

響，同時也依據過去的研究說明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內容和來源，同樣地，也將討

論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的關係，以理解社會支持如何對生命意義產生影響。 

一、大學生之社會支持 

對大學生來說，社會支持是學生最重要的保護因子之一，從過去的研究結果

可以發現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的適應情形扮演一個正向的角色，且對個體在面臨壓

力時，社會支持同樣也能對其身心健康提供有利的影響（Jarama Alvan et al., 

1996）。以下針對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相關研究進行說明，分為一般生活壓力、負

向心理健康與行為、正向心理健康及適應三方面進行說明：  

  （一）一般生活壓力 

     社會支持與壓力乃是過去相關研究中被廣為討論的向度，不論研究對  

象為國內的大學生，還是拉丁裔的美國大學生，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同意當

大學生擁有越多的社會支持，則相對的能夠降低學生的生活壓力程度（李

金治，2002；吳家楹，2005；Jarama, Belgrave & Zea, 1996）。值得一提的

是，在莊惠雯（2004）的研究中卻發現社會支持來源與自覺壓力間有顯著

正相關，這個結果與大多數的研究不同，研究者提出可能的說明原因，認

為過度的關心可能帶來的是反效果，並非所有的社會支持對青少年都能產

生正向功能，此結果也提醒我們在相關研究中除了社會支持的來源、類型

外，尚須考量到個體對知覺到的社會支持之滿意度。 

 

  （二）負向心理健康與行為 

    此類研究的另一範疇則聚焦在大學生的負向心理健康，如憂鬱情緒，

以及自殺與高風險行為。可想而知的是當大學生的社會支持越多，其憂鬱

呈程度也就越小（吳家楹，2005；莊惠雯，2004），由負向情緒所可能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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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嚴重行為，包括自殺、網路成癮、危險性行為與飲酒都與社會支持有

負相關，Whatley 和 Clopton（1992）的研究就發現當大學生擁有越多的社

會支持時，則其自殺意念也會隨之降低；而楊正誠（2003）指出社會支持

對大學生網路成癮具顯著的直接負向影響力；最後當欠缺家人與朋友的社

會支持，則分別會影響大學生在危險性行為與飲酒過量等負向生活事件的

發生（Zaleski, Levey-Thors & Schiaffino, 1998）。 

 

  （三）正向心理健康及適應 

         社會支持缺乏對大學生帶來負向的影響，反之，當大學生的的社會支

持程度越高時，則對其生活適應、因應能力與幸福感都能有所助益。在不

同的研究裡，社會支持可能是直接或中介的效果，如：Lidy 與 Kahn（2006）

的研究結果顯示個體所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是人格特質與大學生適應的中介

變項，也就是說人格特質會影響個體對社會支持的知覺，進而對大學生的

適應產生不同的效果。而在大一學生面臨轉換階段之際，社會支持能夠增

進學生的生活適應情形（Friedlander, Reid, Shupak & Cribbie, 2007），而國

內李金治（2002）與曾文志（2007）的研究則分別指出獲得較多社會支持

的大學生，較常以積極、正向因應方式去面對生活壓力，同時社會支持也

具有提升幸福感的效果。 

  由上述說明可知社會支持對大學生身心健康的影響層面極廣，至於在大學生

的社會支持來源方面，不論國內外的研究皆包含了家人、同學或朋友，在國內的

相關研究裡「師長」亦被納入社會支持的來源，但根據李金治（2002）、吳家楹 

（2005）、莊惠雯（2004）三人的研究結果，大學生的社會支持來源依序為家人、

朋友或同學，而由師長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是明顯少於家人或朋友，同時師長所提

供的社會支持是以訊息性支持最多，有別於自家人與朋友所接收到的多屬情緒性

支持為主。 

  在大學生的背景變項與社會支持關係上，最常被討論的為性別在社會支持上



 

 40 
 

 

的差異，一般來說女生的社會支持程度較男生為高（李金治，2002；莊惠雯，

2004），而 Wohlgemuth 和 Betz（1991）探討大學生性別、壓力、社會支持對生

理健康的影響，結果顯示在女大學生的部份，壓力、社會支持及兩者間的交互關

係可對生理健康的解釋程度為 18%-29%之間，然而對男大學生卻無顯著的解釋

效果。 

 

二、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之關係 

由上述關於社會支持對個體身心健康影響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社會支持在

人們生命裡扮演了多麼重要角色，而這個社會支持的影響力不僅限於上述所提及

的憂鬱情緒、適應或壓力之上，根據 Debats（1999）對大約二十歲的年輕人所做

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關係」是最重要、最常出現的生命意義來源，而所謂的

關係包含對家人、朋友、愛情的關係，由此可知社會支持對個體的生命意義也扮

演了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在國內的何友暉所提關於華人的關係概念，他認為關係

取向最能表現出華人社會的心理，「關係」在華人生活是備受重視的，因為生命

是要透過與他人共存，才能有其意義，也才能顯示出生命的完整性（何友暉、陳

淑娟、趙志裕，1991）。 

    當個體社會網絡的成員提供支持時，不管是給予情緒、實質或訊息任何一種

支持的類型，對個體來說，更重要的是社會支持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讓個

體感受到自己是有尊嚴、有價值的，就如同 Cobb 對社會支持的觀點，社會支持

可以說是一種訊息，讓個體相信自己是社會網路的一份子，自己是被關心、被愛、

被尊重的。這樣與人互動的過程，以及感受到被愛與被接納，都是個體獲得意義

感的途徑之一（Fankl, 1959）。此外，隸屬感也可以讓個體的生活充滿秩序和目

標感，在這過程中，也幫助了個體獲得更深的生命意義感。 

    另外根據 McCall 和 Simmons 1966 年的看法，當個體對未來是有計劃、目標

去努力時，則能為個體帶來意義感，因為目標可以幫助個體去規劃自己的活動，

並且提供個體一個指引，讓個體知道可以如何運用其精力、該在何處努力以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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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負。除此之外，目標所帶來的希望感，也是一個很立即的正向回饋，同時也對

個體的意義感有所助益（引自 Krause, 2007）。而在個體追尋其目標的過程中，

除了內在的希望感這個助力外，尚需外在的支持使其無後顧之憂的向前進。正如

同 Sarsson 等人（1983）對社會支持的看法，當個體需要協助的時候，身邊是有

人能夠伸出援手的，也就是所謂可預期的社會支持，而個體知悉此種社會支持的

存在時，更能相信自己現在的付出、犧牲、努力不會白費，帶給個體對未來生活

的安全感，也增加了個體的生命意義感。 

    相對於上述的正向社會支持，當個體接收到非其所欲的負向互動時，同樣也

會對個體的生命意義感造成影響。Rook 和 Pietromonaco 就曾指出，大部分的人

在其一生中的正向互動經驗是多過於負向經驗的，而這個結果讓人們期待其社會

支持都是持續的正向互動（引自 Krause, 2007），因此，當負向的社會互動發生

時，會使個體感到震驚無比，同時也摧毀了原先因正向期待而擁有對生活的秩序

感、可掌握性，進而使其生命意義感產生威脅。也因此，在 Krause（2007）對老

年人所進行的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感的長期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當

老年人的可預期社會支持程度越高時，則長期下來老年人的生命意義感程度也隨

之提升；反之，負向的社會互動則會降低老年人生命的意義感。 

    回歸到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過去以大學生的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感所進行

的相關研究並不多，Dunn（2007）以美國的拉丁裔大學生為對象，使用生命意

義量表（MLQ）探討生命意義感、意義追尋與社會支持的關係，結果顯示當拉

丁裔大學生接收到家人的社會支持程度越高，則生命意義感程度越低；然而如接

收到重要他人的社會支持程度越高時，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程度則會較高。 

    而國內目前對此議題的探討，尚未有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反而在老人這

個族群已累積數篇研究可供參考。較早的黃國彥、鍾思嘉（1987）發現社會活動

參與愈多的老人生活上愈感到有意義；劉淑娟（1998）對罹患慢性病老人的研究

則發現已婚、與家人同住的老人，其生命態度顯著的較為正向；較近期的研究則

是直接測量老人的社會支持程度，以了解老人的社會支持程度與生命意義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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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結果皆獲得同樣的結果，也就是當老人的社會支持程度越高時，則生命意義

的感受程度也隨之越高（蔡坤良，2004；賴昆宏，2006），而黃子庭、林柳吟 （2004）

以社會支持、心理功能、教育程度、生活事件及性別等變項作為老人生命意義總

得分的預測因子，結果共可解釋 66.7%變異量，其中又以社會支持具有最大的解

釋力，可以解釋 46.5%變異量，再次說明社會支持對生命意義的重要性。 

    由上述可知，社會支持確實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具有極高的關聯性，只可惜

截至目前為止，對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研究多聚焦在與其生活適應或憂鬱、自殺之

關連，而欠缺在生命意義這個範疇上的討論，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社會支持與生命

意義感之關係，以瞭解大學生獲得的社會支持多寡與其生命意義感、追尋意義的

動機的關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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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之關係 

    在前兩節關於生活壓力及社會支持的文獻探討中可知，雖然生活壓力及社會

支持和生命意義目前並無太多實徵研究可瞭解其關係，但由相關理論可知生活壓

力、社會支持可能與生命意義具有關連，因此透過本實徵研究的結果，可對兩兩

之間的關係有一初步的了解；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也未進一步探討生活壓力、

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三者的相互關係。基於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為評估健康的指

標之一，且與正負向心理健康亦有高度的相關，故以下藉由整理生活壓力、社會

支持與心理健康關係的文獻，以拓展對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三者關係

之瞭解。 

    個體的社會支持和心理健康的關係是無庸置疑的，而社會支持之所以能夠有

助於個體的身心健康，主要是因為社會支持對個體因應或緩衝壓力具有效果，也

就是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可能是主要（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或緩衝效果

（buffering effect），主要效果模式認為不論個體是否處於壓力的情境之下，社會

支持皆能提升個體的身心健康；至於緩衝模式則是認為在個體處在威脅性或高壓

力的狀態之下，透過情緒與訊息性等社會支持影響個體對壓力的評估，進而消除

壓力可能帶來的傷害（Cohen & Wills, 1985）。 

    過去關於生活壓力和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幾乎都顯示兩者和心理健康有

關，而 Cohen 與 Wills（1985）在回顧了 1975-1983 年間關於社會支持的相關文

獻後，結論表示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兩者均能對社會支持與健康關

係的探討有所貢獻，但關於社會支持緩衝效果的研究結果則充滿分歧，僅有部分

研究結果發現其間存在的交互作用效果。 

Pengilly & Dowd（2000）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生活壓力與社會支

持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存在，亦即社會支持可緩和壓力對憂鬱的影響，但在類似

的研究中卻非如此，Wade & Kendler（2000）討論 17-54 歲的女性在生活壓力事

件之下，社會支持和憂鬱症狀間是否有交互作用存在，其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支持

僅有直接效果。除了單獨具有主要效果或交互作用外，在某些研究中這兩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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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心理健康的關係是同時並存的，例如：楊正誠（2003）探討大學生網路成

癮、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三者關係之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對大學生網路成癮、生

活適應具直接效果，同時社會支持也透過生活適應對大學生的網路成癮產生緩衝

效果。 

而回到生活壓力、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三者的關係，透過先前所累積的研究

結果，發現個體的生活壓力越低、社會支持越高，則生命意義感也會較高，但對

於社會支持於生活壓力、生命意義間所扮演的角色則仍待釐清，因此除了討論社

會支持與生命意義的關係外，在此次研究中亦進一步探討社會支持是否能調節大

學生的生活壓力，而對生命意義具顯著預測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