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說明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及名詞釋

義，以下分節敘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 2005 年的研究，

憂鬱已經與癌症、愛滋並列成為 21 世紀影響人類健康三大重要因子（游

森期，余民寧，2006），並指出，西元 2020 年以前，「憂鬱症」將是「心

血管疾病」之外造成人類失能的第二大原因。全世界有 13﹪〜20﹪的成

人會產生與憂鬱有關的症狀。歐美國家的重鬱症終身盛行率在 4﹪〜17

﹪間（蕭淑貞、李選、徐畢卿、徐曼瑩、蔡欣玲、周桂如，2003），女

性罹病率則為男性兩倍（楊聰財等編譯，2003）。胡海國等人在 1988 年

調查台灣地區 18 歲以上成年人罹患憂鬱症情況發現，重鬱症在都市、

城鎮、鄉村地區終身盛行率分別為 0.88﹪、1.68﹪和 0.97﹪；輕鬱症則

為 0.92﹪、1.51﹪和 0.94﹪（引自于文正，1990）。台灣盛行率雖偏低，

但卻有逐年升高的趨勢，而由於國人向來不喜歡向他人吐露自己的感情

或困擾，且抱持家醜不可外揚心態，而隱瞞病情，因此，真正罹病率應

遠高於此。 

台灣社會的文憑主義，使得追求高學歷成為多數人的目標。而隨著

大學錄取率的增高，人人幾乎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是否教育程度提



昇，心理的困擾就會減少呢？依據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

大學生有憂鬱的情形（王春展，2004；吳元蓉，2005；吳家楹，2005），

對正值人生黃金歲月的大學生而言，這樣的現象是否意味著其適應出現

了問題？生理的問題容易發現，而心理的問題往往隱而不顯，等到因憂

鬱而使人衰弱、影響日常功能、甚至威脅生命出現自殺行為時，卻是積

弊已深，所以探討憂鬱的成因與防治實刻不容緩。 

    不同的學派對憂鬱症的成因提出不同的看法，生物醫學強調基因、

心理動力強調童年失落的經驗以及社交孤立和失落、行為學派強調與人

互動能力不足、認知學派強調負面信念。這些生物的、心理的，以及環

境的肇因組合起來，造成了憂鬱症，而其中人際與社會對憂鬱症尤其具

有重要影響力（彼得森著，杜仲傑等譯，2003）。本研究的動機即在尋

求影響憂鬱的這些重要因子，由人際與社會面切入，以便爾後能採取適

當的介入，協助大學生適應與成長。 

在憂鬱形成的因子中，人際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尤其大學生正

進入 Erikson（1963）所提人生發展的友愛親密對孤獨疏離時期，此時

在人際親密關係上的順遂與否，牽動其情緒，並進而影響其適應。而提

到人際親密，則影響人際親密的依附特質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個人自

幼形成的依附傾向，直至成人均影響著個體與他人的互動。依附理論近

來受到相當重視，它提供了一種架構，讓我們了解個人的健康及自我發

展（Lopez & Brennan, 2000），並進一步了解在心理治療中個案人際問題

的原因（Mallinckrodt, 2000, 2001）。幼年的安全依附，可以促進個人發

展出樂觀適應的因應技巧，而不安全依附則會干擾這些關鍵能力的發

展。與照顧者關係是安全依附的兒童，有助其發展與維持關鍵的社交能

力，此種社交能力又能幫助其建立親密關係（Mallinckrodt, 2000）。而不

安全依附的兒童成年後易傾向焦慮與逃避，以及人際能力上有缺陷，因



而導致某些特殊人際問題，並在團體中易對他人有錯誤的認知

（Mallinckrodt & Chen, 2004)。而像這類的人際問題的個體也知覺到較

低的社會支持（Mallinckrodt, 2000）。 

依附雖形成於幼年，然人生全程中個體與他人的互動皆深受其依附

傾向的影響。Rice 和 Whaley（1994）指出欲了解依附關係對發展與適

應的重要性，大學生是最佳的研究對象，因大學生多數第一次離家，並

面臨許多發展議題與適應的挑戰，例如發展親密關係、心理分離、學習

獨立、生涯決定、建立學習態度與技巧、管理情緒等，此時依附關係更

扮演重要角色（蔡秀玲、吳麗娟，1998）。而蔡秀玲、吳麗娟（1998）

的研究也發現依附關係可以有效預測大學生的適應。所以，想要協助大

學生適應，得由人際關係切入，而想要了解其人際互動，則得先探究其

依附傾向。 

    至於依附傾向該如何探究呢？早期的學者多採取類型的觀點，由於

類型觀點的不夠精確，近來的研究則建議以向度來衡量，而焦慮和逃避

是普遍用來衡量依附的兩個向度，Brennan、Clark 和 Shaver (1998)的「親

密關係體驗量表」（ECR）即為其中代表。由於 ECR 具有最佳心理計量

特性，故本研究欲藉之測量大學生的依附傾向。惟 ECR 主要在測愛情

關係，所以，本研究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在親密關係中

安全依附的人在此兩向度分數都低，而不安全依附則是某向度分數高或

兩向度分數均高。而不安全依附的人，則有較高的心理困擾和知覺到較

低的社會支持（Mallinckrodt & Wei, 2005）。 

探討依附傾向可讓我們了解大學生的依附特質，然最終目的還在協

助不同傾向的學生有更好的適應，所以，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不同傾向

的學生各欠缺何種能力，以便提出建議採取適當的介入。Mallinckrodt 

(2000, 2001)認為缺少安全依附的成人也會缺乏適當的社會技巧，例如，



提供友誼、解決人際衝突、溝通需求、調整情緒、有信心能建立新關係

及自我揭露等。由於這些社交能力涵蓋的範圍甚廣，而根據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的研究發現，高焦慮依附的大一新生因缺乏社交自我效

能，而高逃避的大一新生則因欠缺困擾的自我揭露能力，導致其寂寞與

之後的憂鬱。所以，本研究特挑出社交自我效能與困擾的自我揭露兩者

進行探討，企圖了解是否焦慮傾向強的大學生其社交自我效能不足，而

逃避傾向強的學生亦欠缺自我揭露其困擾的意願與能力，並由於這些能

力的不足，進而影響其適應。 

社交能力不足的人，其情緒的感受傾向負面，寂寞的感受較強。根

據研究者在大學輔導中心個案工作的經驗，大學生的困擾多半與人際有

關，由於與人互動不佳而感到落寞、孤立，若再加上親密關係出現問題，

將更難調適。而在 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的研究即發現，缺乏

社交自我效能或欠缺能力揭露自己困擾的大一新生，都會有較強的寂寞

感，而這樣的寂寞感又會影響其後來的憂鬱。這樣的現象是否也發生在

國內的大學生身上呢？因此，本研究想藉著模式一來探究，是否有戀愛

經驗的大學生的依附傾向影響其社交能力，進而影響其寂寞，繼而影響

其憂鬱。 

除了個人內在因素會影響憂鬱外，外在的環境因素也不可忽略。而

影響憂鬱的社會層面為何呢？外在支持少的人，是否因求助無門而易生

困擾？Billings、Cronkite 和 Moos 在 1983 年提出社會支持低者易憂鬱。

廖文慈在 1997 年發現社會支持為預測憂鬱的強力因子，可見社會支持

對個人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響力。而社會支持為何不足呢？一來可能是

環境中缺乏支持，二來則是個人不知如何求助。Goldsmith 和 Parks 在

1990 年即指出尋求社會支持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不足的人，

其所獲得的外在資源較少，例如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的研究發



現，社交自我效能不足或缺乏情緒察覺能力的大學生都知覺到較低的社

會支持。而逃避依附傾向強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是否由於社交能力

不足，無法獲得足夠的社會支持進而影響其憂鬱呢？這是本研究模式二

欲探討的。  

以上這些發現說明了由個人依附傾向到產生憂鬱，中間經由好幾個

變項中介，有些變項是情緒的呈現，例如寂寞；有些變項是能力的不足，

例如社交自我效能與困擾的自我揭露；有些變項則是外在的資源，例如

社會支持。個人的特質我們或許無法改變，但能力的增強與外在資源的

提供則是我們能有所作為的。本研究的動機即在探究這些中介變項的影

響力，希望能找到影響不同依附傾向大學生形成憂鬱的模式，俾建議提

供適當介入，例如提昇高焦慮依附者的社交自我效能、增強高逃避依附

者的揭露自己困擾的意願與能力、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以協助大學生

做更好的適應。由於涉及的變項眾多，為了探討整體性，以釐清不同依

附傾向藉由社交能力等中介變項影響憂鬱的機制，本研究因此以結構方

程模式進行驗證。 

為能與國外研究做比較，首先，將先驗證「成人依附、社交能力、

寂寞與憂鬱」之模式（模式一），以瞭解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

否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影響其寂寞，進而憂鬱；焦慮依附傾向強

的大學生，一來是否本身就寂寞，二來是否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

影響其寂寞，繼而憂鬱。 

其次，採用更積極的變項，將外在資源的社會支持取代負向情緒的

寂寞，驗證「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之模式（模式二），

以探究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否一來本身就覺得社會支持不足，

二來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的不足而覺得社會支持匱乏，繼而憂鬱；焦慮

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否一來本身就覺得社會支持不足，二來透過社



交自我效能的不足而覺得社會支持匱乏，繼而憂鬱。 

如果本研究所提出的兩個模型能獲得實際資料的驗證，便能了解不

同依附傾向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憂鬱形成的重要因素，從而提供輔導

諮商實務及未來相關研究的應用。 

此外，除了前述提及憂鬱與性別的關係外，其他的背景變項，如依

附與性別（許瑞蘭，2002；楊雅惠，2004），寂寞與性別（王以仁，1989；

Chelune, Sultan & Williams, 1980；Russell, Kao, & Cutrona, 1987；

Sundberg, 1988），社會支持與性別（Cutrona & Russell, 1987），依附與戀

愛（張儷馨，2005），依附與求助（Vogel & Wei, 2005），寂寞與年級（王

以仁，1989；Bragg, 1979；Cutrona, 1982），寂寞與宗教（王以仁，1989）

等也都曾被探討過。因此，本研究想一併探討背景變項在各研究變項上

的差異，以瞭解大學生的現狀，俾協助其有更佳的適應。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綜合上一節的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說明，可知本研究在探討有戀愛經

驗大學生的現狀與其依附傾向影響憂鬱的整體因素。而為探討整體因素

特提出兩個模型，模型中包括「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

能」、「困擾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等六個主要預測變項，並

以「憂鬱」為效標變項。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

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



及「憂鬱」上的差異情形。 

二、了解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的「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

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及「憂鬱」之間

的關聯，探討影響不同依附傾向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憂鬱的整體

模式，並嘗試建立兩個理論模式，瞭解此二模式是否與實際觀察資

料吻合。 

 

具體而言，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探討不同性別、不同年級、是否在戀愛中、有無參加社團、有無信

仰、有無晤談經驗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

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

及「憂鬱」上是否有差異？ 

二、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式一「成人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之關聯

模式」是否能夠獲得實際觀察資料的驗證，有效解釋所有研究變項

的關係？ 

三、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式二「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之

關聯模式」是否能夠獲得實際觀察資料的驗證，有效解釋所有研究

變項的關係？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成人依附（adult attachment） 

「成人依附」係指成人與重要他人的情感連結，影響成人與重要他

人的互動方式和態度。 



本研究中，「成人依附」係藉由大學生與其情人的親密關係來探究，

是受試在研究者修訂 Wang 和 Mallinckrodt(2003)所修訂 Brennan、Clark

和 Shaver (1998)的「親密關係體驗量表」（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ECR）中之「焦慮向度」與「逃避向度」兩個分量表得分，

原量表每向度 18 題，經信效度分析後得 9 題，其中逃避向度 5 題、焦

慮向度 4 題（詳見附錄三），某向度得分越高表示該向度傾向越強。 

 

二、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ies） 

社交能力係指個體在社交情境中，與人互動的能力，此種能力是建

立和維持滿意與支持性的關係所必須具備，且個人傾向喜歡運用此種技

巧能力（Mallinckrodt, 2000）。常見的社交能力像是目光接觸、建立新友

誼、解決人際衝突、社交自我效能、溝通需求、調整情緒、分享苦樂、

自我揭露、尋求支持等。本研究中社交能力係指「社交自我效能」與「困

擾的自我揭露」兩項，分述如下： 

 

（一）社交自我效能（social self-efficacy） 

  社交自我效能係指個體在社交情境中，認為自己有無能力與人交往

並獲致何種結果的信念，此信念影響個人願否跨出第一步與人互動，遇

瓶頸時不輕易放棄，並努力持續改善關係。 

本研究中，「社交自我效能」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參考 Sherer、

Maddux、Mercadante、Prentice-Dunn、Jacobs 和 Rogers（1982）的自我

效能量表中的社交自我效能分量表（Social Self-efficacy Subscale），加上

採用陳俊伶（2005）所編社交自我效能量表部分題目綜合而成之「社交

自我效能量表」上的得分，原 20 題，經信效度分析後，得 10 題（詳見

附錄三）。內容包括「社交效能預期」與「社交結果預期」兩個面向，



每個面向各 5 題。得分越高，表示受試的社交自我效能越強。 

 

（二）困擾的自我揭露（distress self- disclosure） 

    困擾的自我揭露是指個人將困擾自己的情緒、想法或事件告訴別

人，讓別人了解自己，獲得支持。 

    本研究中「困擾的自我揭露」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修訂 Kahn 及

Hessling（2001）的「困擾揭露指數量表」（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

加上研究者依據構念所編製量表上的得分，原 16 題，經信效度分析後，

得 8 題（詳見附錄三）。得分越高，表示受試對困擾的自我揭露越多。 

 

三、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 

    社會支持係指個人透過人際網路所知覺到的社會資源，包括親密的

情緒連結、融入團體、價值受到肯定、及時的幫助、得到建議或指導、

對他人是有貢獻等。 

    本研究的社會支持係受試者在研究者修訂 Cutrona 和 Russell（1987, 

1990）的社會資源量表（The Social Provisions Scale, SPS）上的得分，

原 24 題，經信效度分析後得 10 題（詳見附錄三）。原量表包含指導、

價值再保證、依附、社群的融合、滋潤他人及可靠的同盟 6 個分量表，

經分析後合併成 2 個分量表，用來評估社會支持的兩個面向：（1）一般

性支持：指獲得指導、協助、親密的情緒連結、融入社群、感到對他人

有貢獻等及（2）價值性支持：指具備某種技巧能力或受到他人肯定。

受試在各分量表上的得分越高，表示個體知覺到該面向的支持越多。 

 

四、寂寞（loneliness） 

    寂寞是當個人社會關係不足時所產生的一種不愉快的感受，個人覺



得缺乏親密的人際關係，沒有隸屬感，是一種主觀的情緒狀態。 

    本研究的寂寞係受試在研究者修訂 Russell（1996）的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第三版寂寞量表上的得分，原 20

題，經分析後得 10 題（詳見附錄三），分數越高寂寞感越強。 

 

五、憂鬱（depression） 

    憂鬱症是一種持續兩星期以上出現情緒低落、負面思考、悲觀絕

望、喪失興趣動力、睡眠胃口失常、動作遲緩或激躁的症狀。憂鬱傾向

則是指最近一星期出現憂鬱情緒、人際問題、睡眠胃口失常等情況的頻

率。 

本研究探討的「憂鬱」指的是憂鬱傾向，係受試者在研究者修訂游

森期、余民寧（2006）修訂 Radloff（1977）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

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上

的得分，原 20 題，經分析後得 14 題（詳見附錄三），包含四個因素：「憂

鬱情緒」、「正向情感」、「身體症狀」和「人際問題」。得分越高表示憂

鬱的傾向越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