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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是富有感情的動物，在一生當中，不斷受到親情、友情

與愛情的滋潤而逐漸成長。愛情是人生中最奇妙複雜的人際關係及

個人心理現象（曾昭旭，1996；卓紋君，2000）；換言之，愛情生

活一旦開始，就會牽動個人認知、情緒與行為的變化，也是個人內

在與關係間交互作用的動力因素（卓紋君，2000），因此愛情是在

強調個人特質與私情世界中，最重要且最特殊的一種感情（林松

齡，1997：183；林淑貞，2001：108；劉維公，2001：307）。 

 

無論在原著文化或文明社會裡，青春期均被視為個人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時期﹔青少年被視為連接兒童期與成人期的橋

樑，是人生探討與改造的過渡期，更是學習能力最強的時期（朱敬

先1992，蘇建文等1998）。而根據社會心理學家Erikson的心理互

動社會觀，建立個人的認同是這個階段的發展任務，渴望滿足自我

需求及肯定；在此時期，青少年若對自我角色認同順利，日後將能

在社會中扮演適當角色以適應社會；反之，將造成個人自我角色混

淆，引發挫折與學習困擾，進而出現偏差行為如：沮喪、自殺、性

行為、飆車、抽菸、喝酒、藥物濫用、未婚少女懷孕、愛滋病感染

及性侵害事件等（引自李孟智，1998；Mecabe,1987）。 

      

青春期是人一生身心發展與改變最大的階段之一，不論在生

理、認知、性別角色、自我等方面都有新的變化；而家庭、同儕、

學校、社會與文化對青少年也有不同的反應及新的期許。隨著社會

風氣的開放，加上大眾傳播媒體渲染、西方文化的衝擊、升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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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等因素，青少年的愛情態度及觀念，已經發生重大的改變。青

少年談戀愛的年齡有逐漸下降的趨勢，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在13、14

歲就有與異性交往的經驗，晏涵文（1998：170）指出，在1979年

時，有12%的青少年第一次約會年齡在15歲以下，到了1998年已增

加至22 %；換言之，在現今社會中，異性交往已是高中職校園中非

常普遍的社交活動，愛情也慢慢成為青少年在求學過程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份了。 

 

青少年時期是建立友誼與愛情的重要時期（楊國樞、張春興，

1984），不斷渴望被愛和愛人，也驗證了「人不痴情枉少年」的真

意（陳皎眉，1986：168；王慶福，2000：178；Hazen & Shaver, 

1990:271）。青少年時期感情最豐富、最脆弱，對個人影響也最深

遠，所以，探討青少年的異性交往，及協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感情

觀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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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學術界或社會大眾都承認青少年時期是人生發展的一個重要

階段；許多專家學者也不斷呼籲青少年家長，對青少年學生要多多

給予關懷，瞭解他們的想法；由於高中職學生個人生理、心理發展

日趨成熟，正處於兩性角色互動學習的階段，再加上社會風氣開放

的影響，高中生談戀愛已是非常普遍的事實，校園中、街道上，處

處可見兩小無猜的小情侶，與異性交往也逐漸變成高中職學生的階

段性任務；其次，高中職學生因感情問題不睦衍生的偏差行為事件

也有增加的趨勢，Ｘ、Ｙ世代的感情世界也因此特別受到重視與探

討；一般而言，高中生談戀愛是不被父母、學校師長允許，而且還

要承受社會上異樣眼光（莊懷義、劉焜輝、曾瑞真和張鐸嚴，

1992：510；龔超，1993：87；蔡進雄，21998：132），但是高中

職學生談戀愛卻是非常普遍又不容否認的事實。  

 

去年(2006)「成功高中高一男生砍殺北一女前女友」、「建

國中學畢業生網路散播分手女友親密照」等校園事件引發社會高度

關注，每每校園中發生學生偏差行為事件時，追根究底，常發現其

原因很多都是感情因素而起，近年來，青少年因感情問題衍生的意

外事件有增加的趨勢，即使是成年人，都不易妥善處理感情問題，

更遑論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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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悲劇一再上演，我們要做的是提供青少年多元化的兩性

資訊及協助管道，使青少年擁有正確思考判斷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並學習為自己的決定與行為負責；於是，如何輔導青少年健康且正

確地面對愛情問題，便成為當下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了。 

  

研究者擔任軍訓教官多年，經常處理學生偏差行為事件，如離

家、無故未到校、肢體衝突、自我傷害等等，在追根究底之後，發

現行為動機很多都是因感情事件而起，更深刻體認愛情生活是青春

期高中職學生的生活重心及關注的焦點，再加上目前國內對於青少

年愛情關係方面的研究仍屬啟蒙階段，因此引發了研究者強烈的研

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以台北市高中職學

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及「分手因應」

之情形。因此，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主要有四項，茲分別敘述如

下： 

1、瞭解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之「愛情態度」現況。 

2、瞭解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之「憂鬱情緒」現況。 

    3、瞭解台北市高中職學生之「分手因應」現況。 

4、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給家長、學校及政府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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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為使研究範圍更清晰明確，並方便有關變項的分析與討論，茲

將本研究涉及的重要名詞，分別界定如後： 

 

一、高中職學生： 

本研究所指高中職學生，即95學年度就讀台北市之公私

立高中職學生。依台北市教育局統計室「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

統計資料」顯示（95.12.4），台北市現有公立高中職50所、私立

高中職17所，共計67所，共計有學生255,664位。將台北市高中職

67所學校學生，分為「公立高中男生」、「公立高中女生」、

「公立高職男生」、「公立高職女生」、「私立高中男生」、

「私立高中女生」、「私立高職男生」、「私立高職女生」之八

類，各選取一所學校，分別抽樣高一至高三各45人施測，共計

1080人。 

 

二、愛情態度： 

愛情態度是指個人對愛情關係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

致性的傾向。本研究所採用的愛情態度，是Lee（1976）提出的

「愛情六種類型」：情慾之愛（eros）、遊戲之愛（eros）、友

誼之愛（storge）、瘋狂之愛（mania）、現實之愛（pragma）、

奉獻之愛（ag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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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憂鬱情緒 

憂鬱情緒是一種以悲傷、不活動和自我貶低為特徵的情緒狀

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1987）；是綜合憂愁、悲傷、頹廢、消沉

等多種不愉快情緒的心理狀態，是一種複雜的感覺（張春興，

1989）。指情緒上的悲傷或個人在人生上遭遇到困難對自己、對他

人、對周圍環境，甚至對未來所產生的負面、消極的意見；主要是

情感上的異常，影響到身體與心靈狀態。  

 

四、分手因應 

      本研究所指分手因應是指在感情世界中，當對方先提出分手

時，所採取因應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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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節旨在瞭解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

手因應等相關因素。今就下列兩方面來探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 

 

一、研究地區方面 

研究者欲瞭解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

因應等面向的差異情形。研究地區僅限於台北市地區，無法納入全

台灣其他縣市地區，故結果無法推論台北市地區以外的高中職學

生。 

 

二、研究主題的限制 

在愛情世界中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因素很多，彼此錯綜複

雜，環環相扣，研究者欲瞭解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

手因應等三個面向的相關性及影響程度，其餘相關變項則無法納

入，為了使研究主題具體化，選擇愛情態度、憂鬱情緒、分手因應

等三個面向進行研究，希望能藉著這項研究透徹的釐清研究問題，

希望未來的研究者，能夠繼續在這個研究主題上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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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與分

手因應之相關研究」相關文獻，以做為研究架構基礎。本章內容分

為三節：第一節為愛情理論研究，第二節為高中職學生憂鬱情緒探

討，第三節為高中職學生分手因應探討 

 

第一節   愛情理論研究 

     

一、愛情的定義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愛情究竟是什麼？

自古以來，人們常身陷其中、無法自拔，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每個人對愛情的感受體驗都不同，卻沒有人可以具體說明愛

情到底是什麼。 

 

根據韋氏字典（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對愛情的定義

是：1.有強烈的情感2.溫和的依附感3.基於性的渴望4.願歸屬對方

5.彼此之間沒有距離（黃芳田譯，民90；Beall $ Sternberg，

1995）。Tennov（1979）則認為愛情是熱情（limerance），在情

緒上強烈渴望依賴對方，全部心思只有對方。 

     

社會學家Goode(1959)將愛情界定為:「兩個成年異性之間強

烈的感情傾注，至少包括性的慾望與溫柔體貼的成分在內」。

Huesmann(1980)提出戀愛之樹的追尋，指出愛情是男女二人之

間，具深度的互動行為，彼此相互影響，並藉由彼此的交換，令

雙方獲得滿意的酬賞。(林顯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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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愛情的始祖魯賓（Z.Rubin,1970）將愛情定義為一個人對

某一特定他人所持有的一種態度(love is an attitude)，是強烈地喜

歡某一特定對象，這種態度表現出對該特定對象的思考﹑感情與

行為。(Rubin, 1970) 

 

德國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1963）在其「愛的藝術」

一書中有不同的見解。他在書中提到「愛情是一種創造的、建設性

的形式，它可以創造一種自己與他人的聯繫方式，這種聯繫表示情

侶必須互相瞭解、尊敬、關心，並具有希望對方成長，在生涯順利

發展的意義」，他認為愛有四項特質： 

1 奉獻（Labor）：一個人心甘情願地為對方奉獻心力或付出一切，

而不計較付出多少。 

2 責任（Responsibility）：一個人願意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

在行動之前，會不斷考慮其後果。在對方有困難

時，會把對方的問題視為自己的困難，並竭盡所

能幫助對方解決問題。  

3 尊敬（Respect）：能重視對方權益，尊重對方的獨立人格，不把

兩人相處當手段，抑制自己利用他人的衝動，避

免有害人利己的行為產生。 

4 瞭解（Understanding）：情侶要互相瞭解對方處境，並試著推

己及人，才能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產生寬恕之

心。 

      佛洛姆提出的愛情觀，提供我們兩性相處之道。在愛情世界

中，一個人既要保持本身人格的獨立性，又想與他人有親密的聯

繫，解決其中的矛盾、衝突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奉獻、責任、尊

敬、瞭解等特質的愛，產生建設性的相處之道，以求取兩人相處

的快樂與和諧。（引自柯淑敏，2001,p22;林顯宗,2006,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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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顯宗(1998)認為青少年戀愛具有以下六種功能：(1)娛樂功

能，(2)獲得同儕團體認同的地位，(3)學習社會化的過程，(4) 具

「鏡中之我」的效果，(5)學習選擇配偶的能力，(6)有助適應未來的

婚姻生活。吳靜吉(1981)則認為愛情不僅是情感上的相互尊重、喜

歡、奉獻，也包括性的潛在渴望或實質關係。親密的愛，必須具備

「互惠、責任感以及承諾感」三個條件。 

 

二、愛情四階段 

     美國社會學家 Reiss and Shaver（1988）提出的愛情車輪理

論（Wheel theory of love）將愛情視為一種過程，指出愛情關係

建立過程中雙方的互動狀態，並將之區分為四個階段，他認為愛情

的過程就像車輪一樣，順時鐘進行解釋為愛情發生的過程，逆時鐘

則被視為失戀的過程。其四個階段分別為： 

1. 和諧階段（rapport）:感覺對方誠懇可靠，彼此相互了解且易於

溝通，始於雙方發展背景的一致性。 

2. 自我表露階段（self-revelation）:彼此共享私密，會向對方表

達自己真正的想法及感覺。 

3. 互相依賴階段（mutual depency）:把對方視為自己精神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伴侶，並且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和對方相處。 

4. 人格需求滿足階段（personality need fulfillment）:期待獲

得被愛、被瞭解及滿足對方愛的需求、信任自我實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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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愛情車輪理論圖 Reiss and Shaver（1988，153） 

 

在愛情車輪理論中，Reiss and Shaver 認為愛情順利則

向前進，不順則向後退，每一個階段都是環環相扣的，經由

「持續轉動」的輪子，兩人互動關係就愈益親密、舒適和諧。 

 

三、愛情理論研究 

     有關愛情理論的研究，是近幾十年來的事，開始研究愛情的

是魯賓（Z.Rubin,1970），其後，陸續有加拿大社會學家 John  

Alan  Lee（1976）等學者陸續提出不同的愛情理論，現簡單將各

理論介紹於後： 

 

（一）魯賓（Z.Rubin,1970） 

魯賓（Z.Rubin,1970）將愛情定義為對某一特定的他人所持有

的一種態度，從 1970 年開始進行有關愛情的研究，可說是研究愛

情的始祖，他假設愛情是一個可以被測量的概念，曾設計一種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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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以測量愛情，經過項目分析、信度、效度考驗之後建立了愛情

量表（love scale）和喜歡量表(liking scale)，此量表已普遍為

人們接受且廣泛使用；他發現愛情與喜歡有質的差別，愛情包含三

種成份︰1.親和和依賴需求，2.欲幫助對方的傾向 3.排他性與獨

佔性，而喜歡則是尊敬對方、希望給予對方好的評價，及兩人相似

的感覺。  

 

（二）Lee 愛情三原色理論（Color circle of loving）： 

加拿大社會學家 John Alan Lee（1976）以大量與「愛情」有

關的文學作品及文獻為研究基礎，並訪問大學生的感情經驗後，將

男女之間的愛情，歸納成六種類型，Lee 認為其中三種主要類型分

別 為情 慾之 愛 （ eros ）、 遊戲之 愛（ eros ）、友 誼 之 愛

（storge），這三種類型就如同顏色的三原色，可互相混合，又衍

生出三種次要類型：瘋狂之愛（mania）、現實之愛（pragma）、

奉獻之愛（agape），在本質上，這三種次要類型已不同於原來的

類型了。  

現將 Lee 的愛情類型敘述如下： 

 1 情慾之愛（eros）：這是一種建立在外在美、羅曼蒂克、激

情的愛情；也是最容易出現一見鍾情的愛情。 

  2 遊戲之愛（ludus）：以自我為中心，視愛情為一場獲得異性

青睞的遊戲，並不會投入真實的感情，常更換

對象，重視的是過程而非結果。  

  3 友誼之愛（storge）：是一種細水長流、穩定發展的愛；如青

梅竹馬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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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瘋狂之愛（mania）：是情慾之愛與遊戲之愛的結合，以佔

有、滿足個人需求為目的的愛情，其兩性關係

充滿緊張、衝突，常會造成雙方壓力與束縛。 

  5 現實之愛（pragma）：是友誼之愛與遊戲之愛的結合，以現實

利益為發展愛情的首要條件，以理性選擇對

象，會考慮對方的現實條件，以期增加自己的

酬賞且減少付出的成本的愛情。  

  6 奉獻之愛（agape）：是情慾之愛與友誼之愛的結合，是一種

犧牲、奉獻的愛情，凡事都以對方為中心不求

對方回報。 

    Lee 認為愛情類型就像色彩組合，可以組合成不同類型的愛，

任人盡情發揮享受其中。 

 

  

 

 

 

圖 2-2：Lee 的愛情類型圖（Lee，1988，251） 

 

 

遊戲之愛 

情慾之愛 

友誼之愛 

瘋狂之愛 

現實之愛 

奉獻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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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erscheid and Walster 愛情二類別論 

     Berscheid and Walster（1985）指出，愛情可以分為激情之

愛與友誼之愛兩種。激情之愛是非常羅曼蒂克及強烈的情緒感受，

對方是自己的生活重心，情緒變化大，性接觸頻繁，激情之愛令人

興奮，但無法維持長久；相反的，友誼之愛是基於長期間相處所累

積的感情，平靜和緩而不強烈，信任是其基礎，對伴侶會忠於他們

的承諾。（引自柯淑敏，民 90，p28） 

 

（四）愛情依附理論 

「依附」（attachment）是指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傾向（張春

興，1995）。人類對於親密的感受和知覺，在嬰兒時期和主要照顧

者（通常為母親）互動時就已發生，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開端。 

隨著依附理論的發展，依附關係已不侷限在嬰兒和母親之間；

Hazan 和 Shaver（引自曾文志，1996）將成人的浪漫愛視為一種依

附過程的概念（如表 2-1）；也就是他們發現相愛之人情感的連

結，和人們在嬰兒階段和雙親建立情感連結是相似的。（Hazan ＆

Shever，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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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Hazan 和 Shaver 的成人依附類型與其類型特性

依附類型 特     性 

安全依附 secure 

attachment 

1.容易和他人親近 

2.可以很自在的倚賴他人或讓別人依賴 

3.不擔心被他人遺棄 

4.有人太過於親近自己時，不會感到不安 

逃避依附 

avoidant 

attachment 

1 和他人太親近時會覺得不舒服 

2 不容易完全地信任他人或倚賴別人 

3 當他人過於親密時，會緊張焦慮 

4 若伴侣要求更親密時，會覺得很不自在。 

焦慮／矛盾 

依附 

anxious/ 

ambivalent 

attachment 

1.發現他人並不喜歡如同自己要的那麼親密 

2.經常擔心伴侣不再愛他或不繼續和他相處在一

起 

3.自己想和他人更親密時，有時會把對方嚇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Hazan ＆Shever（1987）；Bartholomew&Horowitz（1991）認

為嬰兒時期建立的依附關係，會形成一個持久穩定的人格特質，這項特

質在與異性建立親密關係時會自然流露出來；他們認為此時建立的人際

親密關係的型態對後來的愛情互動型態會有因果關係存在。   

 Hazan 和 Shaver（1987）將成人的愛情關係視為一種依附的過

程，即伴侶間建立愛情的過程，就如同嬰幼兒在幼年時期與雙親建立依

附 性 情 感 連 結 的 過 程 一 般 ， 他 們 根 據  Bowlby （ 1969 ， 引 自

Hazan&Shaver，1987）的依附理論和 Ainsworth 等人（1978，引自          

Hazan&Shaver，1987 ）的三種嬰幼兒傾向，提出愛情關係的三種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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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  

1.安全依附風格（secure style）：與伴侶的關係良好、穩定，

能彼此信任、互相支持。  

2.逃避依附風格（avoidant style）：與會害怕且逃避與伴侶的

親密。 

3.「焦慮∕矛盾依附風格（anxious∕ambivalent style）」︰時

常具有情緒不穩、極端反應的現象，善於忌妒且希望跟伴侶的關

係是互惠的。  

  在 Hazan 和 Shaver（1987）的研究中發現，三種愛情依附風

格在成人中所佔比例（安全依附約佔 56％，逃避依附約佔 25％，

而焦慮∕矛盾依附約佔 19％），與嬰兒時期的比例相當接近，而

且成人的愛情依附風格，可以從他們對父母關係的主觀知覺加以

預測；因此他們認為成人的愛情依附風格，可能是從嬰幼兒時期

就開始發展的一種人際關係取向。  

                （五）史登柏格 Sternberg 愛情三角型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 

         Sternberg（1986）愛情三角理論（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是目前研究愛情最完整且較為人熟悉的

理論，他把愛情區分為三個向度及三個基本元素，並分析其

特性：1 情感向度：親密（Intimacy）2 動機向度：激情

（passion）及 3 認知向度：承諾(commitment)。   

1 親密：是指伴侶之間心靈相近、互相契合、互相歸屬的緊

密感覺，屬於愛情的情感成份；親密在行為上表現

有：（1）溝通內心感覺（2）增進幸福（3）分享

所擁有的財富、時間（4）表達心中感受（5）提供

精神、物質支援。一般而言，親密成份適用範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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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承諾為廣。 

2 激情：是指浪漫、外表吸引力的動力，強烈地渴望與伴侶

結合，促使產生浪漫關係，也就是與「性」相關

的動機，屬於愛情的動機成份；激情表現出的行

為有：（1）親吻（2）擁抱（3）凝視（4）撫摸

（5）作愛。 

3 承諾：分為短期和長期兩部份，短期部份是指「決定」去

愛上某一個確定的對象，長期的部份則是承諾維

持這樣的愛情，屬於愛情的認知成份。承諾表現

出的行為有：（1）發誓（2）忠貞（3）共渡難關

（4）訂婚（5）結婚。 

史登柏格認為這三向度及基本元素，可以形成一個三角

形，改變三角形的任一邊就會造成不同的愛情型態。三角形會

因其中元素的增減，而改變形狀與大小。三角形的面積代表愛

情的質與量，三角形越大，愛情就越豐富。在各種關係中，親

密元素是核心元素，其他基本元素則依特定關係及對象不同而

有所不同：例如，激情的程度在男女之情與親子之情所佔的比

例就相差甚遠；依此三向度的相對強弱程度，可排列組合成八

種不同的愛情類型： 

 

1.無愛（non love）︰三種成份皆無，泛泛之交多屬此 

類。 

2.喜歡（liking）︰只有親密元素，一般友誼所呈現的感 

受。  

3.迷戀（infatuated love）︰只有激情元素，如單相思、一

見鍾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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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洞之愛（empty love）︰只有承諾元素，過去東方國家

文化中指腹為婚的婚姻便是。  

5.浪漫之愛（romantic love）︰結合了親密與激情元素，類

似羅密歐與茱麗葉式的愛情。  

6.友誼之愛（companionate love）︰包括親密和承諾元素，

此種愛情缺乏激情存在，較無轟轟烈烈的感

受。  

7.癡愛（fatuous love）︰激情加上承諾元素，缺乏親密元

素的穩定性，這種愛情不會長久，來的快去的

也快，當激情消失，愛情就會消褪。  

8.完美之愛（consummate love）︰包括親密、激情與承諾三

種元素，是最完美的愛情，也是最難擁有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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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史登柏格八種愛情型態比較： 

情感向度 動機向度 認知向度                   元素          

 

愛情類型     成份 
親密元素 激情元素 承諾元素 

無愛 無 低 低 低 

喜歡 親密 低 低 低 

迷戀 激情 低 高 低 

空洞之愛 承諾 低 低 高 

浪漫之愛 親密+激情 高 高 低 

友誼之愛 親密+承諾 高 低 高 

癡愛 激情+承諾 低 高 高 

完美之愛 
親密+激情+ 

承諾 
高 高 高 

（資料來源：柯淑敏，民 90，p32） 

 

 

（六）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 

         Blau（1964）提出愛情的交換理論，認為愛情必須在伴侶雙方

酬賞交換平衡的情況下，才可能有良好的發展。根據交換理論的解

釋，愛情的發展過程是一種平衡的系統，男女雙方願意付出感情的

動機，在於對方能符合本身的期望，並帶來最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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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Backman 與 Secord(1974)也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

礎，提出友誼形成的過程分析(A process analysis of friendship 

formation)來解釋感情發展過程。而 1980 年代以後，也有學者以社

會交換理論的觀點來解釋愛情，如 Rusbult，他發現兩性關係中，以

獲得較多酬賞者、對關係投資較多者及較少機會選擇其他關係者，

對他們的情感關係都有較高的承諾。 

          以社會交換論的觀點來看愛情關係的發展，認為處於愛情關係

中的雙方互有得失，並且都以一種理性、公平的方式，衡量自己付

出與報酬的比例，再以此結果為基準，決定本身對關係的應對方

式：若報酬大於付出，個人會覺得幸福快樂，繼續增強感情的投

入；若付出大於報酬，個人則會開始思考彼此關係存在的必要性，

當有一方覺得雙方地位不公平時，就會選擇結束關係或離開了。 

    （七）投資理論： 

      Rusbult(1980 ， 1983) 認 為 男 女 親 密 關 係 中 的 承 諾

（ commitment ） ， 是 由 滿 意 度 （ satisfaction ） 、 替 代 性

（alternatives）、及投資量（investments）等因素共同決定。根據

投資模式的預測，當親密關係中的個體，對關係有較高的滿意度、替

代性較低、以及投資量較多或較重要的資源時，便會做出較強的承

諾，也就是比較不容易離開此關係。這個模式可用一個簡單方程式來

加以說明：   

滿意度－替代性＋投資量＝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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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滿意度：  

      處於愛情關係中的個人，會以得到的報酬及付出的成本，評估相

互抵消後的結果；隨著關係發展，彼此相互依賴性會增加，也會開始

將伴侶的表現和整個關係的結果納入實際結果的計算；另外，也會根

據過去的親密關係及有關的經驗，形成一個對目前關係應有的預期水

準。最後會將實際結果與預期水準做比較，產生對此親密關係的「滿

意度」：當實際結果愈好，預期水準愈低，則滿意度愈高。  

 2 替代性：  

     替代性的意思是預判放棄此親密關係的可能結果，「可能結果」包

括發展另一段關係、周旋於不同的約會對象之間、或者選擇沒有任何

親密關係的單身狀態等。此外，內在傾向與價值觀也會影響替代性的

主觀感覺：例如個體覺得有自信、有價值、自尊心強、及有強烈的自

主性需求時，通常感覺自己的替代性較高時，會比較容易離開此親密

關係。  

3 投資量：  

         投資是指在親密關係中，所投入或形成的資源。投資在親密關係

中的資源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投入的資源，如時間的投入、情緒能

量的釋放、個人隱私的想法與幻想的揭露、以及為伴侶所作的犧牲等；

另一類則是間接投入的資源，如雙方彼此的朋友、兩人共同的回憶、以

及在此關係中所特有的活動或擁有物品等。  

        此外，在長期親密關係中所形成的認同感、長期相處所建立的

默契與想法的相似，以及彼此互補的一些記憶與訊息等，也是隨著關係

結束就會失去的投資。所投入的資源層面愈廣、重要性愈高、數量愈

多，則表示其投資量愈大；當投資量愈大時，對此關係的承諾也愈強。  

4 承諾：  

        在此模式中的「承諾」，是指會使個體設法維持這份關係、以

及感覺依附在此關係中的傾向。因此承諾的定義包含兩個部份：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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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與情感的依附。  

         當個體對親密關係做出承諾後，不僅代表他想維持這份關係的決

心，也會促使個體做出種種有利於維持關係的行為：例如與他人作一些

適應性的比較，並加以解釋；對於對個體具有吸引力而易破壞現有關係

的替代對象，儘量拒絕與其接觸或相處的機會；採取有效的手段，處理

有關忌妒與第三者介入的問題；心甘情願地作一些付出或犧牲；以及當

伴侶做了某些不合己意的事時，採取順應的方式而非以報復手段來解決

問題。  

    在以上愛情理論中﹐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的要算是Lee愛情三原

色 理論與Hendrick 與 Hendrick 根據Lee 六種愛情態度所編制的愛情

態度量表，其他理論則從中衍生而來。如Hendrick 與Hendrick的量表

中六種愛情態度類型的奉獻之愛(agape)就包括了Clark 和Mills (1979)

的共同式愛情 (communal love)和Kelly (1983)的利他之愛 (altruistic 

love)；Walster 和Walster(1978)和Kelly (1983)的激情式愛情(passionate 

love)則屬於Hendrick 與Hendrick  量表中六種愛情態度的情慾之愛

(eros)。而Walster 和Walster(1978)的友伴式愛情(companionate love)則

屬於Hendrick 與 Hendrick 量表中六種愛情態度的友伴之愛(storge)。 

                

Lee愛情三原色理論所包含的六種愛情態度類型（情慾之愛、遊戲

之愛、友伴之愛、現實之愛、狂愛及奉獻之愛）中，其界定相當明確；

同時又有董福強（2004）、吳昭儀（2003）、李怡玲（2001）、沈利君

（2001）、楊茜如（1999）、魏延華（1999）及林宜旻（1993）等七位

先進做過相同的研究，其研究脈絡值得研究者參考；加上李怡玲

（2001）以台北市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與本人研究對象高中職學生同

齡。因此，決定以Lee愛情色輪論的觀點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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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情相關研究探討 

近年來，由於社會風氣快速變遷、教育制度改革，再加上社會

心理學的蓬勃發展，使得愛情這個原本不受重視的「學分」，開始

受到注意，連教育當局的態度也從「嚴厲禁止」慢慢轉變成「輔

導」；因此，有關愛情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展開；就整體而言，

國內的研究大部分都是以國外的愛情理論為基礎，再以國人為研究

對象來驗證國外的理論是否適宜，較少有新的理論提出。 

 

(一)、李怡玲（2001）針對台北市高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研

究結果發現高中學生傾向於友伴之愛，較無遊戲之愛；男生的情慾

之愛、狂愛、與奉獻之愛，皆顯著高於女生；戀愛次數愈多者愈明

顯傾向於情慾之愛與遊戲之愛；而目前正在戀愛者，較傾向於情慾

之愛與奉獻之愛；而目前未戀愛者，較傾向於遊戲之愛；另外，研

究也發現，高中學生的愛情態度，並不會因父母婚姻狀況的不同而

有顯著的差異。 

 

(二)、吳思霈（2003）針對桃園地區國立高中二年級學生，以

自編的調查表為研究工具，獲得有效問卷532份，研究發現：男、女

學生異性交往經驗分別為：42.6%與47.8%。男學生之父母較能接受

兒子與異交往，女學生之父母則較反對女兒與異性交往。父母對子

女異性交往態度，會因為子女性別不同有顯著不同。高中生在對異

性交往、異性交往中性別角色及婚前性行為的議題上，也因為性別

不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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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福強（2004）先以台南縣某農工606位同學為研究對

象，以修訂的愛情態度量表，探討高職學生的愛情態度。同時，也

選取該校高二6位男生6位女生，針對六種不同愛情態度，進行半結

構式的訪談；藉以分析高職學生心目中的愛情。研究發現：高職女

生的愛情態度傾向於現實之愛。高職男生的愛情態度則傾向於情慾

之愛、遊戲之愛、友伴之愛、狂愛及奉獻之愛。在訪談部分，發現

學生對於愛情的定義，就是男女雙方覺得彼此互有感覺，願意為對

方無怨無悔的付出，且有私心獨占的現象。另外，他們認為夢中情

人，應具有「外表」與「內在」的兩種條件。 

 

(四)、秦穗玟（2004）以台北縣市公私立高中職399位高二學

生為對象，使用修改之「愛情關係衝突因應策略量表」、「性別角

色態度量表」、「愛情關係滿意度量表」，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男生比女生會使用理性衝突因應策略，雙親家庭比單親家庭孩子會

使用理性衝突因應策略。對於性別角色態度，女生則比男生趨於平

權，而高中生則比高職生趨於平權。男生比女生在愛情關係中容易

感到滿意，另外，愛情關係衝突的因應策略最能影響愛情關係滿意

度。 

 

(五)、鄭喜月（2004）以台中縣、市1074位高中職學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高中職學生的戀愛經驗、異性交往現況、人際親密能力

以及性別角色間的關係，研究發現如下： 

1、有戀愛經驗的學生多於無戀愛經驗者，且男生的戀愛經驗多於女 

 生。 

2、男生在異性關係品質中的「滿意度」高於女生，女生的「獨立 

感」則高於男生；在異性交往的基本需求上，女生的「安全需 



台北市高中職學生愛情態度、憂鬱情緒與分手因應之相關研究 

 25 

求」、「尊重需求」明顯高於男生。 

 

3、有戀愛經驗的學生在異性關係品質中的「親密」、「獨立」

以及「滿意度」高於無戀愛經驗的學生；在異性交往的基本

需求上，有戀愛經驗學生的「生理需求」高於無戀愛經驗的

學生。 

     

(六)、黃清江（2004）以中部四所學校1100名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社會人口變項、成長經驗變項與異性交往態度與行為，以

及解決問題方式之關係，並瞭解高中生解決問題能力。研究結果指

出：1.性別及學校別對於高中生的異性交往態度有顯著的影響；2.

個人的成長經驗對於高中生異性交往的態度及對於交往問題的解決

方式有顯著影響。 

 

(七)、張靖爾（2005）探討青少年同儕關係與異性交往態度之

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台北市高職一二三年級學生，共 1181 位為

樣本，研究結果如下： 

  1 在「交往時機」面向，高職學生傾向同意在高中職階段結交異 

 性朋友。 

  2 在「約會開銷」面向，高職學生較傾向約會開銷應由男女平均 

分擔。 

  3 在「主動性」面向，高職學生傾向女性也可以採取主動積極的 

態度。 

  4 在「公開程度」面向，高職學生傾向願意公開自己結交異性朋 

友的事實。 

  5 在「婚前性行為」面向，高職學生對於婚前性行為的態度傾向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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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台北市高職學生在異性交往的態度傾向開放，但

在「婚前性行為」態度上則傾向於保守。 

  

第二節    高中職學生憂鬱情緒研究探討 

 

隨著科技發達及資訊的日新月異，社會變化快速且多元，使得

現代人的壓力也與日俱增，產生了許多新的心理及精神疾病。1998年

世界衞生組織（WTO）將癌症、愛滋病、憂鬱症等三種疾病並列為21

世紀人類三大疾病。專家估計全球目前約有一億五千萬人正為憂鬱症

所苦，可知憂鬱症已嚴重威脅全人類的生活。 

 

在台灣，由於社會高度的競爭壓力，在物質主義的競爭下，現代

人生活步調快速，面臨忙碌繁重的壓力，容易造成心理疾病，憂鬱症

在這個現代社會早就不再是罕見的疾病了。過去認為憂鬱症是成年人

才可能罹患的心理疾病，但根據董氏基金會調查統計，罹患憂鬱症的

年齡明顯有下降的趨勢，可見青少年情緒障礙的問題也有越來越嚴重

的趨勢。 

 

無論來自生理的變化，或面對內在心理需求的挫折，如成就需

求、認同需求、歸屬感的需求…等，或面臨來自人際關係挫折、學業

表現不佳、生活環境面臨重大改變如父母離異、父母雙亡、父母對子

女課業的期許、男女朋友失戀分手、遷居到新環境、甚至於未得到同

儕認同、成績不理想等壓力，均會造成青少年的鬱鬱寡歡、焦躁不

安、絕望、沮喪等低落性情緒或憂鬱心情及叛逆行為，甚至是自殺或

自我傷害的行為，儼然已經成為其逃避困境或作為情緒抒發、調適壓

力的另一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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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面對外在的社會壓力與自己身體心理快速發展，應學習如

何管理自己的情緒變化與調適，但是他們表達情緒與宣洩的方式，往

往出人意料，就像新手上路，因為不諳車子性能，無法精確掌握油門

與煞車的力道，還須依靠自己多加練習及旁人的耐心引導與接納。 

 

一、 高中職學生憂鬱現況 

     「憂鬱」（depression）是人類的基本情緒之一，「憂鬱傾向」是

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經驗失敗，或者失去親人的哀傷、悲觀、頹喪至絕望

之情緒，若經過調適仍無法恢復就可能陷入憂鬱，憂鬱傾向和個人的成

長關係密切（Beck, Heimberg, ＆ Bellack, 1987）。在青少年時期若有

情緒困擾，嚴重情況易產生憂鬱症、菸酒及藥物濫用、心理社會健康功

能降低（如人際關係及學業的困難）（ Offer, Kaiz, Howard, & 

Bnett,1998）。 

 

董氏基金會（2002）「大台北地區在學青少年對憂鬱與憂鬱症認

知現況調查」，針對大台北地區在學青少年調查，研究青少年主觀生活

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性，在受訪青少年中，具憂鬱症狀且須專業人員

進一步評估者占21.8% ; 亦即平均每五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有憂鬱情緒

傾向，已到需要專業輔導程度。令青少年憂鬱的壓力來源，依序是考

試、課業表現及金錢；另外，父母的婚姻狀況以離婚、母親過世、父親

過世，帶給青少年憂鬱傾向比率最高。林美李（2003）研究結果顯示台

北市高中生憂鬱程度相當嚴重，而且具憂鬱前驅徵兆、達到臨床疾病診

斷標準24 分者占25.7%，青少年呈現憂鬱傾向問題需要更多的關懷與輔

導。民國92、93年教育部調查亦發現，國內青少年重度憂鬱症盛行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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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8.66%，且女性的盛行率是男性的2.5倍！（教育部；2004）。 

 

 

二、高中職學生憂鬱程度相關研究 

青少年的憂鬱傾向相關研究發現，國內15 到19 歲族群憂鬱的流行

率正逐年增加中，且女生的憂鬱比例較男生高（林淑華，2001；林美

李，2003；邱一峰，1996；陳杏容，2001；陳柏齡，2000）；徐世杰

（2003）以1,484 名青少年研究發現憂鬱程度達臨床水準之比率為17%，

曾出現自殺意念之比率為10% ；林美李（2003）研究台北市高中生有

53.6%在CES-D 憂鬱量表得分超過16分，顯示國高中生憂鬱傾向相當普

遍。 

 

(一)、林美李 (2003) 以台北市公私立高中779位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台北市高中生憂鬱程度及相關因素。採問卷調查法，結果發現：1. 

53.6﹪高中生的憂鬱量表得分超過16分，2.男生和女生間憂鬱程度並無

差別，3.高三學生憂鬱平均分數高於高一學生，4.高中生的憂鬱程度和

其個人因素、壓力生活事件、無望感與自尊之間有相關性。 

 

(二)、趙芳玫(2003) 以台北縣公、私立高中職1254位學生為研究對

象（男生551人，女生703人），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台北縣高中職學

生焦慮與憂鬱之情緒傾向，並探討影響焦慮與憂鬱傾向之相關因素，結

果如下：1.高中職學生焦慮傾向與憂鬱傾向有顯著差異，且女生高於男

生。2.高中生與高職生的焦慮傾向沒有顯著差異；但憂鬱傾向有顯著差

異，而且是高職生大於高中生。3.性別、年級別在焦慮傾向與憂鬱傾向

之交互作用下都是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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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郭靜靜(2004)以台北市公私立高職1,319名日間部學生為對

象，採問卷調查法，探討青少年憂鬱傾向、生活壓力、冒險行為對其婚

前性行為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1、青少年憂鬱傾向高且需進一步評估及給予協助者占 16.1%，是全

體受試者的六分之一；在全體受試者中，有一成四（14.9%）的青少年曾

有「婚前性行為」之經驗，其中，男學生占 16.1%，女學生占 13.8%。 

    2、私立高職的學生之憂鬱傾向顯著高於公立高職的學生；女學生之

憂鬱傾向顯著高於男學生；高職三年級學生之憂鬱傾向較高職一年級學

生來得高。 

3、私立高職的學生「婚前性行為」之比率顯著高於公立高職學生。 

4、台北市高職學生之「婚前性行為」會因整體「生活壓力」、「冒

險行為」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然而，「婚前性行為」並不會因

「憂鬱傾向」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 楊朝旭(2004)以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等四縣市公私立

高中學生926人為研究對象，探討高中生知覺家庭氣氛、課業壓力、同儕

關係與其憂鬱傾向間的關係。研究發現： 

     1.高中生憂鬱程度在不同性別、學校類別及出生序上並無顯著差

異，僅在年級方面，出現高三學生的憂鬱程度明顯高於高一學生。 

     2.高中生的家庭氣氛、課業壓力及同儕關係與憂鬱傾向間具有中度

相關。 

     (五)、黃碧華(2005) 以台中縣兩所高中職1207位女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生活事件、人格特質對其憂鬱症狀之影響。研究發現：85.9%的

女學生屬於無或輕度憂鬱者，中度憂鬱者佔13.6%，重度憂鬱者佔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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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狀在年級上有差異性，三年級學生憂鬱症狀程度較一年級學生

高。自評學業表現越差者，憂鬱症狀程度越高。自評家中經濟狀況越差

者，憂鬱症狀也越高。而兩校在憂鬱症狀上亦有差異性。 

     (六)、吳佳蕙(2005)以臺灣地區公私立高中職一至三年級的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高中職學生不同背景（性別、年級、出生序、家庭社經

地位）A型行為特質、生活壓力及憂鬱傾向的關係。採問卷調查法，有效

樣 本 共 計 675 人 。 研 究 主 要 發 現 如 下 ： 

     1.高中職學生整體憂鬱傾向偏低，較常出現的憂鬱傾向為「我非常

在乎別人的反應」。 

2.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有關。 

3.高中職學生的憂鬱傾向不會因A型行為特質及生活壓力之交互影

響而有不同。 

4.高中職學生A型行為特質及生活壓力對憂鬱傾向具有預測力。 

     

(七)、陳玉芳(2005) 以台北市、高雄市及北、中、南、東四區的

2036位在學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瞭解不同背景之青少年在憂鬱概念、憂

鬱程度與求助態度等方面的差異情形，同時探討青少年憂鬱概念、憂鬱

程度與求助態度的關係。研究結果如下： 

1.不同性别、地區、年級之青少年參加憂鬱症課程之比例具有顯著差異 

 存在。 

2.不同性別、地區、年級、參加憂鬱症課程與否、家人有無憂鬱症等背 

景變項之青少年，其憂鬱概念具有顯著差異。 

3.不同地區、課業滿意度之青少年，其憂鬱程度則有顯著不同。 

4.不同性別、年級、受輔經驗之青少年，其求助態度則有顯著不同。 

5.青少年之憂鬱程度可有效預測求助態度，且憂鬱程度愈高，求助態度 

愈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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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黃虹菱 (2005)研究台灣本土憂鬱傾向高中生的核心信念內

涵，篩選十位具憂鬱傾向之高中生進行訪談，結果發現： 

1. 憂鬱傾向高中生之核心信念可分為「我不好」及「我不討人喜歡」兩

類。 

2. 憂鬱傾向高中生在不同的核心信念中有不同的情緒表現方式，在「我

不好」此類，以「生氣─難過─沮喪」的情緒表現方式佔大多數，且

「難過」、「沮喪」的情緒強度大多高於其他情緒。而「我不討人喜

歡」此類，則以「生氣─難過─失望」佔大多數，且「難過」的情緒

強度大多高於其他情緒。 

 

(九)、廖秀萍(2005) 以台中縣1207位中學女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雙

親教養態度、家庭功能與女學生憂鬱症狀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顯

示： 

 1.0.5%高中職女學生為重度憂鬱；13.6%為中度憂鬱；85.9%為無或輕 

度憂鬱。 

 2.高中職女學生的憂鬱症狀程度會因「學校、年級、學業表現、家庭

經濟」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學校排名後面、高年級、學業表現差、家

庭經濟差之高中職女學生憂鬱症狀程度，明顯高於學校排名前面、低年

級、學業表現佳、家庭經濟好者。 

 

(十)、胡雅婷(2006)探討高職女生自我分化、人際互動與憂鬱傾向

之關係。採分層抽樣法，以台北市某綜合高中二、三年級的女學生為研

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研究，有效樣本共計 244 名。結果發現： 

  1.高職女生偏向輕度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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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職女生之憂鬱傾向與年級別無差異存在。但是在憂鬱傾向概念

中，「認知」分項上顯著差異，且二年級高於三年級。 

  

(十一)、李桂仙(2006) 以高雄市 2599 位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研

究高雄市高職學生生命意義感、憂鬱情緒與自殺傾向之現況；以問卷調

查法進行，結果顯示： 

1.公立學校高一女生常感受到憂鬱情緒，整體層面情緒狀況普遍穩 

定，惟「失去精力」是引起中、高程度憂鬱傾向的因素。 

2.高職學生生命意義感、憂鬱情緒與自殺傾向具有顯著正相關。 

3.不同憂鬱情緒的學生其生命意義感因交互作用有所不同，即憂鬱情

緒愈低，生命 意義感愈高。不同生命意義感的學生憂鬱情緒亦有所不

同，亦即生命意義感愈低，憂鬱情緒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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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中職學生分手因應探討 

      

一、高中職學生異性交往現況 

         由於社會風氣的快速開放，加上經濟型態的改變、西方文化的衝擊

影響、避孕常識普及等因素影響，男女性別差異已逐漸縮小（黃俊豪、

連廷嘉，2004：22-24、125）。再加上青少年愛情觀念及態度的改變，

傳統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已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

青少年在13、14歲就有與異性交往的經驗（余振民，1999：10）。晏涵

文（1998：170）也指出，在1979年時，有12%的青少年第一次約會年齡

在15歲以下，到了1998年已增加至22 %。鍾思嘉（2000：54）也指出：

若單純以年齡為界限，將「年紀太小」為禁止青少年談戀愛的理由，已

無法滿足時代的演變。換言之，青少年適不適合談戀愛，應該以其心智

發展、人際關係、社交能力，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任務，是否都能勝任愉

快而定。 

 

根據研究發現，太早開始約會的青少年及青少年後期仍然沒有約會

經驗的青少年，兩者在發展過程中都不盡理想，過早約會容易縮短個人

社會化的歷程，尤其是降低與同性同儕之間交往的機會，也容易對父母

或成人產生依賴感；其次，若約會經常被拒絕，則容易產生孤立性格，

進而排斥異性，甚至無法與他人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青少年談戀愛的年齡層有向下延伸的趨勢，雖然他們

的生理及心理提早發展，但是心理成熟度卻沒有相對提高，導致現在高

中職學生異性交往情況非常普遍，處理分手的能力卻明顯不足。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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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教導高中職學生懂得好聚好散，學習妥善處理感情問題的能力，讓

每一段愛情都有真正圓滿的結局，而不會為了分手而陷入自傷傷人的境

地。 

去年(2006)「成功高中高一男生砍殺北一女前女友」、「建國中學

畢業生網路散播分手女友親密照」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震驚與討論，每

每校園中發生學生偏差行為事件，追根究底，常發現其原因很多都是因

為分手壓力因應不當而造成調適困難的結果。對於許多人而言，感情的

失落是個嚴重的打擊，即使是成年人，都不易妥善處理感情問題，更遑

論青少年。 

 在感情世界裡，分手是情侶們最不願面臨的情況，但是卻不得不承

認它的存在。在遭遇分手時，個人面臨生活轉變，需要重新適應轉變後

的生活。愛情雖然是非常生活化的議題，有關分手或如何因應分手的壓

力的研究並不多，其中又以探討「分手的原因」或「影響分手的因素」

居多，較少著重分手經驗對於個人的影響或心路歷程探討（柯淑敏，

1996；陳月靜，2001），而且研究對象多數以大學生為主，因此研究者

認為高中職學生的分手因應是很重要的議題。與分手有關的文獻有柯淑

敏(82)；宋玟靜(83)；陳勤惠(88)；楊茜如(88)；黃君瑜(91)；邵懷平

(92)；林姿穎(92)；蘇佳玲(92)；許雅凱(93)；曾淑鳳(93)；徐珮瑜

(93)；羅子琦(94)；趙慧敏（2005）等十三篇，現針對符合本研究對象

之研究，加以探討。 

      (一)、許雅凱（2004）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以5位有被動分手

經驗的高職生為對象，探討高職生在分手後的失落反應、因應策略，及

對分手的體認。研究發現：愛情分手的失落反應分為情感、認知、行

為、生理感官知覺4部份；因應分手的策略調適困難之處有：後續的失落

感、分手後關係模糊、周遭親朋好友的反應；因應策略則有淡化復和的

期待、轉移本身注意力、抽離危機因子、人際關係支持系統、自我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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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等。在分手的體認方面則是對愛情觀及對自我的體認。 

 

 

(二)、趙慧敏（2005）以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青少年

面臨分手壓力時所產生的生理、心理、行為等不適應狀況及了解青少年

使用因應策略情況。採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抽取九所高中職學校，共

計有效問卷 193 份。研究結果發現： 

1 分手當時之心身健康以心理症狀最多。其次是生理症狀，最後是

行為症狀。分手後之個人因應以使用問題取向積極因應居多，其次是問

題取向消極因應、情緒取向積極因應、及情緒取向消極因應。 

     2 剛分手時，選擇情緒取向消極因應行為之青少年，心身健康狀況

較差，使用問題取向消極因應行為，對其心理健康與行為健康則具負面

影響，對分手嚴重度高之青少年而言，會阻礙其面對分手問題，而對心

理健康狀況之負面影響更大。而使用情緒取向積極因應行為，則對分手

後的行為健康有正向影響，也對心理調適及生理調適較有幫助。 

        

 整體而言，國內對愛情的研究主要在 1990 年以後，研究內容主要

分為兩大方向：「Lee 六種愛情類型」及「Sternberg 八種愛情關係」，

探討影響愛情類型、及愛情關係的變項等，相對的在處理憂鬱情緒、分

手因應等實際面，較少著墨。因此，研究者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採量

化方法來進行研究。所以，研究者參考了以上有關的研究報告，進行相

關文獻探討，遂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決定先以「愛情態度量表」、

「高中職學生憂鬱自我檢視表」、「高中職學生分手因應方式量表」等

量表，進行有關量化調查部份，以便完成這一份以量表製作的研究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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