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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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蒐集國內外有關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寂

寞與憂鬱等相關理論與研究，以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驗證假設之理

論依據。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至第五節分別論述成人依附、社交能力、

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相關理論及研究，第六節則探討各變項間兩兩相

關，繼而探究模式一與模式二各變項整體之關係。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成人依附 
 

一、依附的理論基礎 

   「依附」（Attachment）一詞由 Bowlby 於 1958 年正式提出，係指嬰

兒與主要照顧者互動所建立的強烈且持久的情感連結（Bowlby,1982）。

此種愛的連結，是個體對依附對象尋求親近的傾向，不因時間、空間而

改變（Bowlby,1988）。 

Bowlby 認為嬰兒與照顧者互動所形成的依附關係，影響嬰兒對自

我價值（有能力、可愛的）的看法，也建立其對依附對象（易得的、有

回應的）互動行為的期待，於是，嬰兒發展出對自我與他人的「內在運

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嬰兒接受照顧者溫暖、有回應、非

強制式的關照會形成安全依附的模式，有助其探索、主導環境、更有能

力與獨立自主。反之，嬰兒經驗到照顧者強制式的、不一致、拒絕式的

回應，則可能形成焦慮或逃避的傾向，此種傾向使其尋求照顧及親近行



為不是過於激發就是過於壓抑，結果導致情感調節與社交能力上的缺陷

（Lopez, 2003）。此種運作模式不只影響現在的人際關係與親密伴侶的

關係，甚而影響未來的人際關係（Bartholomew, 1990; Hamilton, 2000; 

Waters, Merrick, Treboux, Crowell, & Albersheim,2000）。 

    Ainsworth、Blehar、Waters 和 Wall(1978)延續 Bowlby 的理論，運用

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實驗，發現嬰兒對母親依附行為有個別差

異，並將之區分為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焦慮 /矛盾依附

（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與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三

類。安全依附型的嬰兒，視母親為安全堡壘，與母親的關係是可信任的，

能主動尋求並維持與母親的親近或接觸，與母親分離時會哭泣，重聚時

會歡迎；焦慮/矛盾依附型嬰兒喜歡纏住母親，分離時會強烈抗議與哭

泣，重聚時則又若即若離，想親近卻又拒絕；逃避依附型嬰兒與母親缺

乏情感的聯繫，分離時不悲傷，重聚時無動於衷。此種早年的依附經驗

會持續影響一個人未來的親密關係（Russell, 1996）。 

 

二、成人依附 

Bowlby 的理論與 Ainsworth 等人的研究為依附理論奠定深厚基

礎，之後的學者陸續擴增與充實，並認為依附類型具有連續性與穩定

性，早年與照顧者的依附關係可以預測成年期與同儕的依附關係（Main 

& Goldwyn, 1985 &; Milne & Lancaster, 2001）。以自我與他人內在運作模

式與影響調節過程來看，早年照顧者若採取不一致的回應，會導致害怕

遺棄的負向運作模式，因此形成成人依附的焦慮向度。高焦慮依附者害

怕拒絕與被遺棄，對自我有負向運作模式（Pietromonaco & Barrett, 

2000），使用過度激發的情緒調節（如，誇大情緒以獲得他人的注意與

支持）的依附策略（Lopez & Brennan, 2000; Mukulincer, Shaver, & Preg, 

2003）。而照顧者若一直對孩子的困擾訊息不予回應，則孩子會發展成



害怕親密的負向運作模式，如此則構成成人依附的逃避向度。高度逃避

依附的個人則害怕親密與依賴，採用對他人的負向運作模式

（Pietromonaco & Feldman Barrett, 2000），使用壓抑的情緒調節（如，

與他人保持距離以避免失望）的依附策略（Lopez & Brennan, 2000; 

Mukulincer, Shaver, & Preg, 2003）。 

    1980 年代成人依附研究開始蓬勃發展，綜合許多研究歸納出一個共

同結論：相對於不安全依附者，安全依附類型或傾向的成人在許多表現

與適應上證實更有能力與更具功能（Lopez & Brennan, 2000）。而在探討

成人依附時，有兩大不同觀點，一為類型觀點、一為向度觀點，分述如

下： 

（一）以類型的觀點探討成人依附 

    在 Ainsworth 等人(1978)將成人依附分成安全、逃避、焦慮/矛盾三

種類型之後，陸續的許多學者也提出依附類型的觀點，如Hazan和 Shaver

（1987）將依附類型分為 Secure（安全）、Avoidant（逃避）、Anxious（焦

慮）三種；Bartholomew 和 Horowitz（1991）分為 Secure（安全）、Dismissing

（排除）、Preoccupied（佔據）和 Fearful（害怕）四種類型；Main 和

Goldwyn（1984，1998）分為 Secure/autonomous（安全/自律）、Dismissing

（排除）、Preoccupied（佔據）和 Unresolved/disorganized（未決定/混亂）

四種類型，採用分類觀點將人的依附類型做截然分野，但由於分類方式

不同，有些模糊地帶的特質，有時會歸於同一類，因而造成結果上的差

異。 

（二）以向度的觀點探討成人依附 

    雖然許多有關依附的研究多採取分類學的觀點，探討受試的依附風

格，但近來學者認為真正的依附類型無法證明，當採用類型而非連續的

量尺測量時將失去精準性（Fraley & Waller, 1998）。Bartholomew 和

Horowitz（1991）雖採分類的觀點探討依附，但卻認為在四種依附類型



之下存有兩個向度（一為自我模式、一為他人模式）；而 Brennan、Clark

和 Shaver（1998）將許多研究者各式分量表做大樣本的因素分析，得到

兩個主要的向度（焦慮及逃避），此量表目前得到廣泛的注意與運用。

誠如 Bartholomew 和 Shaver（1998）及 Fraley 和 Waller (1998)所獲結論，

依附測量採用向度會較類型來得精確，而不同的依附測量其焦點、內

容、方法或有不同，但背後均是以向度作為基礎的。故本研究亦採向度

的觀點探究依附與其他變項間的關係。 

 

三、成人依附的評量 

    評量成人依附有兩大趨勢，一為晤談法：源自發展心理學的研究，

如 Main 等人用晤談法探究受試兒時與父母的互動經驗，AAI（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即為此類代表（George, Kaplan, & Main, 1985），

該法並將成人依附分為：安全/自律、排除、佔據和未決定/混亂四類（Main 

& Goldwyn, 1984, 1998）；一為自陳量表：源自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如

Hazan 及 Shaver 用自陳量表評量 Ainsworth 等人的安全、逃避、焦慮三

種依附類型，以研究成人的愛情關係。 

    自陳式量表假定使用標準化量尺（描述其與親密同儕的典型關係）

能測量出受試的內在運作模式，依據內在運作模式理論，不管採取何種

方式（晤談或自陳）測量成人依附，其基本假定即是，一個人的依附傾

向是穩定的建構。因此，Hazan 和 Shaver（1987）首先發展出三題測量

受試屬於何種愛情依附類型。之後，Bartholomew 和 Horowitz（1991）

擴充三種類型成為四種依附風格，編成 RQ（The Relationships 

Questionnaire）。而 Collins 和 Read(1990)以及 Simpson、Rholes 和

Phillips(1996)則發展未加分類的連續式評量。鑒於分類觀點的不夠精

確，許多研究採用向度理念漸發展出兩向度的因素結構(Simpson & 

Rholes, 1998)，一為逃避；一為焦慮。這些量表的發展促成更新的成人



依附測量，如 ECR（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的發展（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ECR 主要測量愛情中的依附關係，許多研究發

現 ECR 量表具有最佳的心理計量特性，能較其他依附量表提供更清楚

的測驗訊息功能。因此，本研究選擇 ECR 做為探討成人依附的工具。 

 

四、成人依附的研究對象 

Rice 和 Whaley（1994）指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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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現大學生在同儕依附關

係上，男生的「同儕依附」得分顯著低於女生。且依據 Ainsworth 等人

(Ainsworth et al., 1973,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的理論，

顯著的生活改變或轉換，例如新入學或離家，可能激發依附運作系統，

引起不安全依附。在此壓力下，安全依附的孩子會主動尋求並維持與依

附對象的接觸，直到自己舒服為止。初次離家的大學生，若是安全依附

傾向的人，會視離家就學為一種探索支配環境的機會，然而對不安全依

附傾向的人而言則不然。如果父母維持一個安全基地（secure base），學

生會繼續在情境中尋求，並視父母為支持自己的資源。因此，安全依附

的人在此變遷的過度期中，會經驗到較高的社交能力與較低的困擾

（Kenny, 1987; Kenny & Rice, 1995）。然而，不安全依附的人在此情境

中則突顯其人際能力上的缺陷而影響適應。 

綜上可知，成人依附係指成人與其情人的情感連結，此種連結由其

親密關係呈現，反應出個人的內在運作模式，此種模式形成個人的依附

傾向，而此種傾向是穩定的，可視為一種在關係中呈現的特質。大學生



正處於初次離家、尋求獨立、建立親密人際關係、生涯追尋的人生關鍵

期，是探就成人依附的最佳對象。本研究以大學生為主軸，採用 ECR

量表，由測量關係的角度切入，探究依附傾向，並根據向度的觀點，探

究其依附特質對社交能力的影響，再由社交能力探究其對寂寞與社會支

持的影響，最後再由寂寞或社會支持探究對憂鬱的影響。 

 

 

第二節 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ies）係指一種建立與維持滿意和支持親

密關係品質所需的技巧，且個人傾向喜歡運用這些技巧（Mallinckrodt, 

2000）。依據 Mallinckrodt（2000）提出的 SCIP（Social Competencies in 

Interpersonal Process）模式，社交能力是此模式的核心，而社交能力領

域很廣泛，包含社交技巧與個人特質兩部分，社交技巧又分基本（如目

光接觸、找話題）及複雜（如發展新友誼、自我揭露、建立親密關係）

兩部分；個人特質則指影響技巧獲得或環境的穩定特質（如社交自我效

能、問題解決、依附類型、衝突解決、情緒調節、文化與世界觀）。由

於社交能力範圍甚廣，依據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研究發現，社

交自我效能對高焦慮依附的大一新鮮人特別有幫助，而困擾的自我揭露

則對高逃避的大一新生有幫助。所以，本研究特挑出社交自我效能（social 

self-efficacy）與困擾的自我揭露（distress self-disclosure）兩者進行探討，

分述如下： 

 

一、社交自我效能 

（一）社交自我效能的定義： 

社交自我效能（social self-efficacy）的理論基礎源於 Bandura(1977)



的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Bandura 主張個體心理運作受到

個人認知的影響，此種認知機制即稱為自我效能感，個體在面對一項特

殊工作時，對該工作動機之強弱，將決定於個人對自己自我效能的評

估，因而自我效能是個人對自己能否獲致成功的信念。當個人的自我效

能較高時，代表對自己能完成某項任務的信心越強，且高自我效能者企

圖做難度較高的工作、更有毅力的解決問題，也對失敗較少抱怨。 

    Bandura（1977）社會學習論進一步提出，影響自我效能有兩大主

軸，一為效能預期（efficacy expectation）、一為結果預期（outcome 

expectation）。效能預期指個體對自己能否完成某項行為能力的期望，是

能力與行為的判斷；結果預期指個體對從事某項行為會導致某種結果的

期望，是行為與結果的判斷。因個人主觀判斷焦點不同而產生此兩種預

期，效能預期在評估自己有無能力從事該種行為；結果預期則在評估自

己從事該種行為後可能獲致的結果，兩者綜合影響個人的自我效能。其

關係如下圖 2-1 所示 

 
         個人               行為               結果 

 

效能預期      結果預期 

     

   圖 2-1 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之區別 
   註：資料來源取自「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A. Bandura, 1977,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3.         
 

其實，Bandura（1997）所提出的自我效能概念，特別強調自我效

能是一個多重面向的構念。因此，針對不同的工作或領域，個體具有不

同的自我效能評價（林碧芳，2004）。而社交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相信

自己能開始社交接觸與發展新的友誼（Gecas, 1989）。缺乏社交自我效

能的人相信親密的人際關係是運氣或個人外在因素所控制（Sherer, 



Maddux, Mercadante, Prentice-Dunn, Jacobs, & Rogers, 1982），且工作穩

定度低。 

    葉珮玲（2003）認為社交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在生活情境中，面臨須

與他人互動時，預期自己有能力掌握狀況的信心程度，以及對獲致好的

結果之預期，即對自己在社交上有好的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陳俊伶

（2005）將社交自我效能定義為：「係指個體在社交情境中，對自我是

否具備社交能力的評估；以及在面對社交情境中，個體對於本身付諸行

動後，得到正面結果的可能性評估」。所以綜合來看，社交自我效能是

指個體在社交情境中，對自己有無能力與人交往並獲致何種結果的信

念，是個人對自己在社交情境中，自我效能預期與結果預期綜合性的評

估。 

（二）社交自我效能的影響 

根據 Bandura（1982）看法，自我效能判斷會影響個體選擇從事何

種活動、努力與持續程度，以及預期或置身在某一情境中的情緒反應

等。因此，在社交情境中，自我效能是影響個體社交表現的重要因素，

其影響層面如下（陳俊伶，2005）： 

1.社交自我效能影響社交目標選擇 

個體對於自我效能的評估，會影響到其決定參與或避免哪些社交活

動。因此，個體會傾向於選擇自己有能力、信心能夠參與的社交活動，

與可以達成的社交目標。通常社交自我效能高者較會選擇富有挑戰性的

社交目標。 

2.社交自我效能影響社交努力程度與持續力 

當個體自認為具有社交能力，並對社交結果預期正向時，在面臨社

交困難時，會不斷努力改善，直到目標達成。所以社交自我效能高者，

愈願付出努力、堅持到底、盡力表現。 

3.社交自我效能影響社交策略運用 



社交自我效能高的人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有信心，會選擇得心應手的

社交策略與人互動，並因應情境做適當的調整。所以社交自我效能高的

人會放棄無效的社交策略，而採取適切的策略應對。 

4.社交自我效能影響思考模式與情緒反應 

自我效能為一自我評估的過程，社交自我效能高者，面對逆境時持

較正向之信念，會找尋方法解決困難，將失敗歸因於不夠努力，因此情

緒上較不會焦慮不安（何千惠，2003）。 

綜上可知，社交自我效能是指個體在社交情境中，對自己有無能力

與人交往並獲致何種結果的信念。影響著個人選擇社交活動的種類與難

度、在社交上努力的程度與持續力、採取何種社交策略、甚至思考模式

與情緒。是個人對自己在社交情境中，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綜合性的評

估。因此，社交自我效能高者，對自己的社交能力較具信心，願意選擇

較具挑戰的社交活動，面臨瓶頸時會努力突破，採用較適當的社交策

略，即使社交受挫時也會適當的調節情緒；反之，社交自我效能低落的

人，對自己與他人互動沒有信心，此種信念，將使其在人際交往的過程

中躊躇不前，稍受挫折即易退縮，而失卻交友良機，進而導致負面情緒。 

 

二、困擾的自我揭露 

    困擾的自我揭露源於自我揭露，以下將依序分述二者之定義與重要

性： 

（一）自我揭露的定義與重要性： 

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指個人口頭溝通自己有關的訊息、想法

和感受，讓別人認識自己（Wei, Russell & Zakalik, 2005）。自我揭露是

一種特殊的溝通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將自己內心的感受與訊息，與

他人分享（Taylor, Peplau, Sears, 1994, 1997; Devito, 1994, 2003）。李美枝

（1987）指出，自我揭露是個人透過語言向他人傳達有關自我各層面事



項的對話。楊牧貞（1980）也提出，自我揭露是個人透過語言方式，告

訴別人有關自己的某些事物，如興趣、信仰、人格特質、對事物的看法、

或個人感到困擾的問題等。 

在社會心理學領域，有關人際關係發展的許多理論，都強調自我揭

露在人際交往歷程中的重要性。例如：累進交易理論認為人際關係發展

可分成認識、表面接觸、深入相交三階段，不同階段中雙方自我揭露的

私密程度也不同。社會交易理論認為在人際關係發展過程中，個人對他

人自我揭露的程度，可反應出彼此關係發展的階段。社會滲透理論認為

自我揭露是人際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一部份，人格、情境、雙方從對方獲

得的報償和代價，都會影響個人對他人自我揭露的程度（楊牧貞，

1980）。 

自我揭露是很重要的社交能力，能影響個人是否感到寂寞。研究發

現，自我揭露與寂寞感是負相關（Berg & McQuinn, 1989; Mahon, 1982; 

Solano, Batten, & Parish, 1982; Stokes, 1987），在控制社交網路大小、網

路多樣化、網路濃度後，自我揭露成為唯一對寂寞感有貢獻之變項（Berg 

& McQuinn, 1989）。寂寞比不寂寞的大學生較少向別人揭露自己

（Schwab, Scalise Ginter, & Whipple, 1998）。而在性別方面，則有許多研

究發現，女性較男性有較多的自我揭露行為（Chelune, Sultan, & Williams, 

1980, Solano, Batten, & Parish, 1982）。 

（二）困擾的自我揭露的定義與重要性： 

困擾的自我揭露（distress self-disclosure）是指個人將困擾自己的情

緒、想法、事件告訴他人，讓別人了解自己。將個人內心的困擾告知他

人，是較為深入的自我揭露。而只有當兩人關係越來越深時，才可能有

較深層次的自我揭露（陳皎眉，2004）。且透過較深層次的揭露，促使

兩人更為親密。 

自我揭露是基本社交技巧，在發展人際關係上相當重要，而情緒或



困擾的自我揭露比僅事實或訊息的自我揭露更能預測關係的發展。情緒

的自我揭露讓自己的核心問題被別人了解與確認，因而促進人際連結與

減少寂寞感（Laurenceau, 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8）。  

綜上可知，與人互動的社交能力中，社交自我效能是認為自己有無

能力與人交往並獲致何種結果的信念，影響個人願否跨出第一步與人互

動，遇瓶頸時不輕易放棄，努力持續改善關係。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對

自己持負面看法，怕別人拋棄自己，對自己信心不足，是否導致社交自

我效能不足而影響與他人的互動，值得探究。而困擾的自我揭露則是與

人分享自己的內心困擾，讓別人了解自己，進而獲得支持。這對害怕親

密的逃避依附傾向的人來說，是否此方面能力不足而很難與人深入交

往。此兩種社交能力對身處變動的大學生而言，尤其是不安全依附傾向

者，是否是其個別適應不良的重要關鍵，這是本研究深感興趣的。 

 

 

第三節 社會支持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社會網路成員間資源物品或服務的

交換（阮玉梅、陳心耕、陳惠姿、林麗嬋、田玫、徐亞瑛、王祖琪，1999）。

「社會支持」與個人的身心健康相當有關連，有關社會支持與健康間關

係的研究也受到相當的重視（Broadhead et al., 1983; Cohen & Mckay, 

1984; Cohen & Syme, 1985; Cohen & Wills, 1985; Cutrona & Russell, 1987, 

Sarason & Sarason, 1985）。 

社會支持是一種來自他人的訊息，讓人覺得自己被愛、被關心、尊

重、是溝通網路的一份子、彼此有責任，可來自父母、配偶、情人、親

戚、朋友、教會或某團體的成員（Rietschlin, 1998），甚或忠實的寵物



（Siegel, 1993）。 

   Cohen 和 Syme（1985）提出，社會支持是一項來自他人所提供的資

源，是滿足個人需求的一種支持性的力量，此資源對個人健康狀況具有

正向或負向的效果，所以定義社會支持是：「透過個人人際關係網路所

提供的各項資源」。Lazarus 和 Folkman（1984）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種因

應環境的資源，是緩衝壓力的屏障。Cobb（1976）認為社會支持是提供

資訊，使個人感到被關愛、受到尊重、有價值感、並隸屬於相同的溝通

網路，負有共同的義務。Sarason 等人（1983）認為，個人所感受到的

社會支持程度取決於：「有多少確實存在且能提供資源的人物是我們可

信賴依靠的，讓我們覺得自己被在乎、重視及關愛」，所以，「支持」涵

義有二：1.確信自己有人關心、了解及隨時伸出援手 2.可從其他人或機

構獲得資源和協助（沈湘縈，1986）。 

    Thoits（1982）認為個人的基本社會需求是經與別人互動達到滿足，

基本的社會需求包括情感、自尊、歸屬及安全感，而這些需求可藉由工

具支持或情感支持來達成。Kahn（1979）指出社會支持是一種動態、互

惠的系統，由個人交往的人們所組成，包括配偶、子女、兄弟姊妹、朋

友及鄰居、這些成員會隨時間改變。 

    雖然學者們對社會支持有不同的定義，但對社會支持的概念不外乎

包括以下層面：情緒的維持、自尊的建立、訊息和回饋的提供、實質的

協助等（Cobb, 1976, 1979; Cohen & Mckay, 1984; Kahn, 1979; Schaefer, 

Coyne, & Lazarus, 1981; Weiss, 1974）。而面對不同的壓力事件需要不同

的人際協助，如面對失去親人、至愛時，最需要情緒的支持；而面對意

外災害時，最需要實質的協助。 

 

二、社會支持的種類 

學者對社會支持的種類有不同的見解，玆彙整如下表 2-1： 



表 2-1 社會支持成分模式比較表 
Weiss(1974)     Cobb(1979)    Kahn(1979)    Schaefer et al.(1981)        Cohen et al.(1985)  
依附          情緒支持     情感        情緒的支持     
社群融合      網路支持                                       隸屬感支持 
價值的再保證  自尊支持     肯定                              自尊支持 
可靠的同盟    物質支持     援助        實質的支持            實質支持 
指導          有益的支持               訊息的支持            評價支持 
滋潤他人      積極的支持 
註：資料來源取自「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Adaptation to Stress」, C. E. Cutrona and 

D. W. Russell, 1987,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 37-67. 

由上表可看出，各學者分類方式雖不同，但卻殊途同歸，以 Weiss

（1974）所主張的模式涵蓋較廣，包含了六種來自與他人關係的社會功

能或資源，雖然不同資源在不同環境或生命週期重要性不同，但這些資

源卻是個人感受支持與避免寂寞所必需具備的（Cutrona & Russell, 

1987）。 

Weiss 的六種資源依據協助與否可區分為兩類： 

1. 與協助有關（可以解決問題）：如（1）指導或建議（guidance）和（2）

可靠的同盟（reliable alliance）提供實質協助。指導多半來自老師、

顧問或父母；而可靠的同盟多來自家人。 

2. .與協助無關（未必能直接解決問題，但對壓力下的個人有幫助，藉

認知過程產生效果），又分自尊與情感連結有關兩類：與自尊有關的

資源有二，如（1）價值的再保證（Reassurance of worth），是個人的

能力、技巧和價值被別人的肯定，因而提昇其自我效能，進而能更有

效的因應壓力。（2）滋潤他人（opportunity for nurturance），指別人

依賴我們的幫助而感到幸福，因為 Weiss（1974）認為感覺到被別人

需要是人際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層面，此方面的滿足多半來自下一代與

配偶，雖然嚴格說來，個人是提供者而非支持者，這方面的資源不算

是社會支持，但因我們的焦點是放在人際關係對適應的影響，就認知

機制而言，施與受均能促進健康，因而仍採用此概念。與情感連結有

關的資源有二，如（1）依附（attachment），指親密的情感連結，讓



個人產生安全感，依附多半來自伴侶、親密朋友或家人。（2）社群的

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指有隸屬感，在團體中個人能與他人分享

相似的興趣、關切的事與休閒活動，此方面資源多來自朋友。這些連

結讓個人覺得舒坦、安全、愉快與有認同感，對健康有正向的影響，

且能促進幸福感。Cohen 和 Wills（1985）主張，這些社會支持的成

分不管在何種壓力狀況下應無差異，除非此種壓力包含對這樣的情感

連結有特殊的失落或威脅，他們的效果應與壓力層次無關。 

 

三、社會支持的作用 

    Cohen 和 Syme（1985）提出社會支持影響健康的假說，有直接效

果假說（direct effect hypothesis）和緩衝效果假說（buffer effect hypothesis）

兩種。 

直接效果假說主張，在壓力情境下，個體知覺能得到他人的協助，

或個體有歸屬感時，不論任何程度的壓力，社會支持都有促進健康的效

果。緩衝效果假說則主張，社會支持的作用有二：1.壓力事件和壓力經

驗之間，是透過社會支持的中介，使人重新詮釋、評估壓力的傷害，或

增加個人的因應能力 2.壓力經驗與疾病之間，藉著社會支持，減少不良

情緒和引發疾病的行為，甚而影響生理歷程，減少罹病的機率（Cohen & 

Wills, 1985）。緩衝論認為，社會支持主要作用在壓力事件多時，此點與

直接論認為社會支持在任何壓力程度下都有作用大有不同（Dooley, 

1985）。社會支持是目前國內外研究中很重要的中介變項，至於其所扮

演的是緩衝角色或是有其獨立效果，學者們看法分歧，屢有爭辯（張笠

雲，1990）。 

  

四、社會支持的測量 

Barrera（1981）認為社會支持可由三個層面來測量：社會支持網路、



實際接受的社會支持和知覺的社會支持。社會支持測量的方法因學者對

其內涵模式之不同而異，有些測量支持者人數、有些測量支持行動頻

率、有些測量對支持滿意度。在理論層次，社會支持測量的學者較少釐

清工具的理論基礎，例如，若測量支持人數，則其假設應是好的結果與

支持來源的量相關；若測量對支持的滿意度，則其假設是好的結果與支

持滿足個人需求的知覺有關，而不管支持者的量。 

    社會支持目前被視為多向度的構念，個別因素反映支持的各個向

度。Russell 和 Cutrona（1978）依據 Weiss（1974）的模式發展社會資源

量表（Social Provisions Scale，SPS），之後許多研究陸續使用此量表，

得到此量表具評量人際關係重要屬性的效度。Cutrona（1982）發現此六

向度分數可以預測新鮮人的寂寞，而社群的融合、價值的再保證、指導

三資源分數可以預測大學生寂寞分數。Russell 和 Cutrona 發展的社會資

源量表與其他測量社會支持的量表間有顯著的相關，例如 Sarason 等人

（1983）發展 Social Support Questionnaire 的測支持滿意度、支持人數；

Barrera、Sandier 和 Ramsay（1981）發展 Index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s 的測助人行為數目；Eckenrode（1983）的測對社會支持使用

態度，以上這些量表均與 Russell 和 Cutrona 的社會資源量表達顯著正相

關。 

    Weiss（1974）假設各種人際關係提供各個社會資源，Russell 等人

在 1984 年以多元迴歸探討此議題，發現依附與愛情、朋友關係滿意度

顯著相關；社群融合與友誼滿意度顯著相關；可靠同盟與家人及朋友滿

意度顯著相關；滋潤他人與愛情關係相關最顯著、其次為家人關係（引

自 Cutrona & Russell, 1987）。 

    社會資源量表也有很好的信度，Nunnaly 在 1978 年發現整個量表信

度為.915；其分量表的α係數自.653 至.760。社會資源量表有年齡及性

別差異，例如大學生的社群融合較高，老師及護士則在價值再保證、滋



潤他人及整體分數上較高。在性別方面，女性在各種資源及整體分數上

均顯示接受到較多的社會資源，不過相對而言量不大（引自 Cutrona & 

Russell, 1987）。 

    整體而言，社會資源量表有可靠的信度，建構效度方面，則發現其

與寂寞、人際關係間有關係。而區辨效度方面，社會支持的測量容易因

社會期許或心理困擾程度而有偏差，社會支持對健康的效果可能被人格

或社交技巧因素所干擾。有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心理困擾和神經質有

關，不過，在控制社會支持與神經質的關係後，發現社會支持與心理疾

病間無顯著關係。因此，要證明社會支持對健康的影響是獨立於其他相

關人格或社交技巧因素外是很重要的（Cutrona & Russell, 1987）。 

    綜上可知，社會支持是透過各種人際層面，提供個人情感連結、隸

屬感、實質協助、分享、指導、肯定價值、付出關愛等資源的一種滿足

個人需求的支持性的力量。大學生的年齡多自 18 歲至 22 歲，正處於

Erikson（1963）所提心理社會發展理論的友愛親密時期（intimacy），來

自親密愛人、同儕的支持自是十分重要，而國人的家庭觀念仍受文化脈

絡影響，謝穎慧（1994）即提出中國人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於家庭，所

以來自於家庭的社會支持對大學生而言仍然重要。這些重要他人是否能

提供大學生情緒上的安全感、實質上的協助、諮詢指導、歸屬感、肯定

認同、感到自己被需要的支持呢？而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否因為

社交自我效能不足，覺得無能尋求支持而更感周圍的支持不夠呢？又逃

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否因為困擾自我揭露的不足，也感到難爭取

到支持，於是兩者皆覺得自己的社會支持不足，這些都是本研究想一探

究竟的。 

     

 

 



第四節 寂寞 
 

一、寂寞的定義 

    寂寞感（loneliness）最早由 Sullivan（1953）提出，他認為寂寞感

是一種不愉快且強烈的經驗，和人際親密需求不滿足有關。1970 年代開

始，寂寞感開始逐漸受到重視與探討，其中以 Peplan 和 Perlman（1982）

的定義最被廣泛採用，他們認為寂寞感是當個人社會關係的量或質不足

時所產生的一種不愉快的感受（引自侯慧明，2004）。陳麗婉（1989）

綜合學者看法將寂寞歸納出三共同點：（1）寂寞是由於人際關係或社會

關係不足所造成；（2）寂寞的感受通常是不愉快且苦惱的；（3）寂寞是

一種主觀、獨特的情緒狀態，與客觀的孤獨不同。Thomas（1996）認為

寂寞是當個人想要有人陪伴，但卻無人能時的一種痛苦感受，如果和重

要有意義的他人或事分離時將更加重。 

    寂寞與孤單（aloneness）、孤獨（isolation）、孤立（solitude）不同，

後三者較為類似，例如，Kolbel 在 1960 發現後三者是屬於和他人隔離

的客觀狀態，但寂寞則是主觀的負面情緒狀態（引自陳麗婉，1989）。

一個人可以孤單的自得其樂，但寂寞則是主觀的不愉快感受，儘管身處

人群中仍覺得寂寞。孤單和孤獨常與寂寞連結，乃是因為一般而言，孤

獨一人時常比和他人在一起時感到寂寞（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 

 

二、寂寞的類別 

    吳靜吉（1987）和 Brennan 與 Auslander（1979）將寂寞分為：（1）

情緒性寂寞（emotional loneliness）：因缺乏親密關係所致；（2）社交性

寂寞（social loneliness）：因缺乏歸屬感與社會連結性所致；（3）存在性

寂寞（existential loneliness）：存在主義者認為人類環境造成人類無法逃

避寂寞和孤獨；（4）心靈性寂寞（spiritual loneliness）：個人生活缺乏特



定顯著性和意義時，追求意義的需求被挫或無法滿足時所致；（5）創造

性孤獨和建設性孤單（ creative solitude and constructive side of 

aloneness）：含有建設性、尊嚴的和豐富的經驗，每個人都需要特定的

隱私來保持人性尊嚴，此種孤單提供個人追求自我成長、探求價值的機

會。 

 

三、寂寞的測量 

有關寂寞的測量最廣為多數研究採用的是 UCLA 寂寞量表。該量表

是由 Russell、Peplau 和 Ferguson（1978）所發展，主要在測量寂寞感的

個別差異。最初，此量表均為描述寂寞的負向用語，共 20 題。後於 1980

年改版設計成 10 題正向、10 題負向的寂寞量表。之後，為了讓此量表

也方便面對面或電話訪問之用，又改版成第三版的寂寞量表，包括 11

題負向（寂寞）用語、9 題正向（不寂寞）用語。在 Russell 的 1986、

1987、1991 的以護士、大學生、公立學校老師、老人的研究中均使用此

版本（Russell, 1996）。迄今第三版的 UCLA 寂寞量表廣為各研究所用。

Russell 在 1996 也針對第三版的寂寞量表進行信度、效度的分析，再度

支持此量表有很穩定的信度、效度。 

綜上可知，寂寞是因人際親密需求不滿足所產生的一種不愉快的感

受。大學生正進入人生建立友愛親密的關鍵期，最重要的挑戰是透過人

際能力發展親密關係，若此時親密需求未獲滿足，則寂寞感隨之而來。

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怕被拋棄，常需要別人的陪伴與保證，是否本

身就易感到寂寞？再加上社交自我效能不足，更易感受到寂寞？而逃避

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由於怕親密與依賴，使用壓抑的情緒調節，是否

並不承認自己的負面情緒，因此而不感到寂寞，也是本研究想進一步探

究的。 

 



 
第五節 憂鬱 

 

一、憂鬱的定義 

    葉英昆、文榮光、胡海國在 1979 年提出「憂鬱」（depression）一詞

具有許多意義，既可用來描述情緒，也可表示生理或心理病理的症狀

（physiological or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症候群（syndrome），

或疾病的名稱（引自朱源葆，2003）。 

依據 DSM-Ⅳ，「憂鬱症」至少有五種主要症狀：（1）在情緒方面，

出現憂鬱的心情，包括難過、鬱卒、空虛、悲傷、沮喪、落寞寡歡等；

（2）在認知方面，覺得無價值感、自責、思考或專注能力降低、沒有

希望、罪惡感、一再想到死亡；（3）在行為方面，則呈現動作遲緩或激

躁；（4）在動機方面，參與活動時喪失興趣或樂趣、疲憊或喪失精力、

性欲減低等；（5）在身體方面，出現體重減輕或增加、睡眠失常、疲勞、

沒有胃口等。而一段憂鬱期至少持續兩星期（彼得森著、杜仲傑等譯，

2003）。 

本研究的「憂鬱」，指的是憂鬱傾向，指個人近來一週出現情緒低

落、人際問題、負向思考、睡眠胃口失常現象的程度。此定義乃是依據

Radloff（1977）編製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憂鬱感量表（CES-D）之

測量內容，CES-D 要求受試表明最近一週體驗到憂鬱感症狀的頻率（楊

中芳，1997）。本研究主要在研究一般大學生的憂鬱傾向，有憂鬱傾向

並不等同於憂鬱症，故採用 CES-D 為探究憂鬱的研究工具。不過，由

於以往文獻在使用憂鬱此名詞時，並未清楚區別其是指憂鬱症或傾向，

所以可能有混淆之處，但本研究所指憂鬱是指憂鬱傾向而非憂鬱症。 

 

二、憂鬱症的發生率 

    憂鬱其實是個人一生中或多或少曾有的經驗，對大多數人來說，憂



鬱的現象是暫時的，雖讓個體感到不愉快，但不會影響日常生活功能。

但對少部分人而言，憂鬱症會使人衰弱，甚至威脅生命。 

    憂鬱症是各種心理失常中罹患率最高的一種。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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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則約為 1.5

﹪（蕭淑貞等，2003），女性罹病率則為男性兩倍（楊聰財等編譯，2003）。

心理學家研究，一般人口中，大約 25﹪的女性、10﹪的男性，在其生活

經驗中，曾經歷憂鬱症的痛苦，多數人在一到三個月之間會不藥而癒，

但癒後仍有再復發的可能（張春興，1995）。 

 

三、憂鬱的測量 

    測量憂鬱的量表相當多，其中 Radloff（1977）所編製的「流行病學

研究中心憂鬱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是目前最廣為採用的憂鬱量表之一（Kohurt, Beckman, 

Evans, & Comoni-Huntly, 1993），有多種語言翻譯版本，信效度都獲得支

持，在華文地區的台灣、香港與大陸都曾被採用（Cheung & Bagley, 1998; 

游森期，2003）。 

    CES-D 雖根據臨床個案症狀編製，但卻非為了臨床診斷目的，強調

測量受試最近一週沮喪的情感或心情，量表中的題目反應六種成分：沮

喪的心情、罪惡感和無價值感、無助感和絕望感、心理動作的遲鈍、食

慾不振和睡眠失調（楊中芳，2005）。因此較適用於一般性樣本來測量

其憂鬱傾向，所以也適合本研究的大學生樣本。 

 



四、憂鬱症的成因  

    不同的學派對憂鬱症的成因提出不同的看法，茲分述如下： 

（一）生物醫學：由生理的角度解釋憂鬱症的成因，認為有憂鬱症的人

在生理上就是有些不同，這些不同可能來自於基因、大腦神經化學物質

失去平衡、荷爾蒙的變化、自律神經失調以及疾病導致。因此，治療憂

鬱症的重點在給予藥物治療或電痙攣，近來亦提倡有氧運動，以降低憂

鬱症狀。 

（二）心理動力：認為憂鬱是人們和他人連結時，長久存在著困難，無

法滿足其需求和希望而形成（彼得森著，杜仲傑等譯，2003）。 

。此種困難可能源自早期的失落或童年的經驗，早期失落如雙親之一死

亡或是離婚；或是童年時經驗到雙親無法滿足其需求，在潛意識中，對

自己生氣，因此，憂鬱的人常表現自責，對自己不滿意。而 Bowlby 的

依附理論亦強調，若兒時經歷與照顧者間分離的失落經驗，或需求未被

適當回應，則形成不安全的依附，此種不安全的依附則與成人時的憂鬱

症有關（引自李素芬，2004）。 

（三）行為學派：認為憂鬱症的主要症狀是行為的減少，行為的減少又

來自於增強的不足，增強不足可能因為環境無法提供，或自己無能力獲

得增強，或者失去了某個重要的增強物（如所愛的人），而此增強物與

其他增強物連結很強，因而使得其他增強效用全失去。當沒有增強物使

人快樂，個人就易變得憂鬱。有時是環境缺乏增強物，例如社會支持；

有時卻是個人缺乏得到增強物所需要的能力，最常見的就是社交能力。

Libert 和 Lewinsohn 在 1973 年提出憂鬱的人在和他人相處時，顯然是無

能的，而 Coyne 在 1976 年也提出憂鬱源自有困擾的互動（彼得森著，

杜仲傑等譯，2003）。 

（四）認知學派：認知學派強調不理性的想法和信念導致憂鬱。Beck

在 1976 年認為憂鬱的人對自己、世界與未來有負向的看法，且有不當



的認知基模，思考扭曲，形成憂鬱。Seligman 在 1975 年提出習得的無

助感理論，認為此種無助是個人經驗到不可控制的事件導致後來對該事

件毫無反應，且發現習得無助症狀與重鬱症狀相似。後來 Abramson、

Seligman 和 Teasdal 在 1978 年修正習得無助理論，將歸因型態加入，認

為憂鬱症的產生是因為個人具有負向歸因風格，將負向事件歸因於穩

定、內在、廣泛的因素，此種將負向事件歸因為內控者易產生低自尊，

因而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持續其憂鬱症（引自楊順南，1996）。

Abramson、Alloy 和 Metalsky 在 1988 年提出無望感比習得無助更易引

發憂鬱症，當對負向事件解釋為穩定、永久且一般性，並自認為無力去

改變時，此種無望感即能產生憂鬱症（引自李素芬，2004）。 

綜上可知，不同學派對憂鬱症的形成觀點不同，生物醫學強調基因

生理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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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強調環境的重要以及與人互動能力不足、認知學派強調負面信念與非

理性思考。這些生物的、心理的，以及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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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憂鬱症的治療 

    除了生物醫學的抗憂鬱劑藥物治療、電痙攣治療外，心理動力方法

與認知行為取向提供了治療憂鬱不一樣的模式。 

依據心理動力的解釋，認為早期失落及此失落所造成的情緒需求，

在憂鬱傾向者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Klerman、Weissman、Rounsaville

和 Chevron 在 1984 年指出「人際心理治療」（interpersonal therapy）是

一種有時限的心理動力治療，經證實對處置憂鬱有效。此種治療著重人

際方面的議題與衝突，因為社交失落與孤立和憂鬱有關，介入的方式是

幫助個案和他人相處得更好（彼得森著，杜仲傑等譯，2003）。 



至於認知行為取向中，行為取向強調引發與維持憂鬱的環境；認知

取向則強調想法和信念的角色。行為取向認為憂鬱的人缺乏與人互動的

能力，在和他人相處時，顯得無能（彼得森，杜仲傑等譯，2003）。Coyne

在 1976 年提出憂鬱源自有困擾的互動，介入的方式分簡單與複雜兩種，

簡單的方式是要豐富當事人的世界，鼓勵人們走出來，善待自己；複雜

的方式則是注入個人欠缺的技巧，這樣憂鬱者才比較能駕馭社交世界，

所以社交技巧訓練是行為取向所重視的（彼得森著，杜仲傑等譯，

2003）。而認知取向則採取挑戰憂鬱者負面的信念。 

綜上可知，本研究憂鬱是指個人近來一週出現沮喪的心情、罪惡感

和無價值感、無助感和絕望感、心理動作的遲鈍、食慾不振和睡眠失調

等的情形。而憂鬱症則是一種持續兩星期以上出現情緒低落、負面思

考、喪失興趣動力、睡眠胃口失常、動作遲緩或激躁的症狀。從心理治

療的角度，人際與社會對憂鬱症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為推演出憂鬱

的模式，本研究由人際關係切入，企圖找到焦慮依附與逃避依附傾向強

的大學生欠缺的人際能力，探究之後影響的社會支持與寂寞，最後推演

出影響憂鬱的模式，俾建議未來諮商輔導或心理治療做適當介入。 
 

 

第六節 各變項間的相關研究探討 
 

    由於各變項間彼此交錯相關，因此本節先探討依附、社交能力、寂

寞、社會支持、憂鬱與其他變項兩兩間關係，繼而探討模式一與模式二

各變項整體關係，最後以一小結統整之。分述如下： 

 

壹、依附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一、依附與性別 

許瑞蘭（2002）發現，女生比男生更重視關係與依附。楊雅惠（2004）

亦發現大學四年級男生的「逃避依附」顯著的高於女生。但也有學者發

現，男女青少年於依附上無性別差異，因為依附是人類本質所共有尋求

親密連結的傾向（楊淑萍，1995；Raja et al., 1992）。受傳統性別角色影

響，女性重視關係，是人際取向的（陳皎眉、江漢聲、陳惠馨，1996）。

女性願與他人做更多的分享，但掌控感較低（余德慧、黃曬莉校閱，林

彥妤、郭力百加等譯，1991），需要別人給予更多的肯定與保證，所以

女性是否比男性焦慮依附高？而男性被要求堅強，有淚不輕彈，不輕易

流露感情，男性的逃避依附是否比女性高？值得探討。 

 

二、依附與戀愛 

張儷馨（2005）研究台北地區大學生依附風格與親密感發現，目前

有戀愛對象者，以安全依附型最多，佔 44.57﹪，其次為排除依附型 26.59

﹪，焦慮依附型 25.28﹪，逃避依附型 3.56﹪，顯示目前在戀愛中的大

學生，以安全依附最多。因此，本研究想進一步了解，是否目前不在戀

愛中的大學生，其焦慮依附傾向或逃避依附傾向，要比在戀愛中的大學

生要來得高。 

 

三、依附與社交能力 

幼年時安全依附促成個體發展樂觀的因應技巧，不安全依附則干擾

這些重要能力的發展。Mallinckrodt 於 2000 年提出社交能力與人際歷程

模式（SCIP），主張兒時對照顧者的安全依附，有助於其發展關鍵的社

交能力，這些關鍵能力是其成年時維持親密、支持關係所需要的。兒時

不安全的依附導致成年時的焦慮與逃避依附，及社交能力的缺陷。         

許多研究發現，安全依附與各種社交能力有關，包括尋求社會支持



（Blain, Thompson, & Whiffen, 1993; Cutrona, Cole, Colangelo, Assouline, 

& Russell, 1994）、較高的社會適應與社交自我效能（Rice, Cunningham, & 

Young, 1997）、較好的社交技巧（DiTommaso et al., 2003; Riggio, 

Throckmorton, & Depaola, 1990）與較好的約會能力（Kenny, 1987）。 

高焦慮依附或高逃避依附的大學新生在社交能力上各有不同缺

陷，因而導致寂寞與之後的憂鬱（Wei, Russell, & Zakalik, 2005）。依據

依附理論，高焦慮依附的人由於是負向自我運作模式，傾向採取過於激

化的依附策略，會監控依附對象是否遺棄自己、誇大表達困擾、企圖尋

求安撫，因而特別易於在社交自我效能上有缺陷。由於兒時照顧者無法

預期的回應經驗，導致其在親密關係中有無力感，且覺得得不到自己想

要的（Tronick, 1989）。高焦慮依附的大學新生對他人的可得性與回應有

不確定感，導致其對參與社交互動較沒有信心。Wei、Russell 和 Zakalik

（2005）的研究即發現高焦慮依附的大一新生有低的社交自我效能。雖

然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發現高焦慮與高逃避依附的大學生在社

交自我效能上都有缺陷，但仍主張促進社交自我效能對高焦慮依附者特

別重要。 

許多研究顯示，高逃避依附的人較少對其夥伴揭露（Collins & Read, 

1990）、較少談親密話題（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個人失望主題

（Kobak & Hazan, 1991）、且厭惡對他人自我揭露（Dion & Dion, 1985）。

甚至在其伴侶揭露親密話題時也不會增加其自身自我揭露的程度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研究

也發現高逃避依附的大一新生在困擾的自我揭露上有缺陷。因為高逃避

依附的人，採取負向他人運作模式，傾向運用壓抑的依附策略，轉移自

己的注意力，並害怕親密。但高逃避依附的人其自我運作模式可能是正

向的，其社交自我效能未必低落。他們自我依賴，隱藏自己的困擾，也

不希望別人對其有回應。高逃避依附者常放棄揭露自己以保護自己避免



失望或受傷，使用壓抑策略與他人保持距離。但互相自我揭露在發展人

際連結與避免寂寞上是關鍵因素，可是高逃避的人揭露困擾給他人時會

感到不舒服。 

綜上而言，本研究欲探討高焦慮與高逃避依附的大學生，是否在社

交能力上各有不同的欠缺，高焦慮依附的大學生在社交自我效能上有缺

陷；而高逃避依附的人在自我揭露其困擾上有缺陷，由於這些個自的缺

陷，導致其適應不良。 

 

四、依附與寂寞 

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的研究發現焦慮依附傾向高的大一

新生有較高的寂寞感，但逃避依附傾向高者則無。依據依附理論，高焦

慮的人會採用誇大自己情緒的方式來獲得他人回應，而高逃避的人則採

取否認的方式來迴避自己的情緒。因此，本研究想探討，是否焦慮依附

高者直接有較高的寂寞，而逃避依附強者則無。 

 

五、依附與社會支持 

Collins 和 Read（1990）研究顯示，不安全依附的大學生對社會支

持的滿意度較低。安全依附的人對自我與他人有正向的內在運作模式，

相信自己的價值與他人的回應性，認為自己的社會支持較高。而不安全

依附的人對社會支持滿意度較低，一方面因為具有負向的內在運作模

式，較不相信他人的回應性，較少尋求社會支持，也較少知覺別人的行

為是支持的（高麗雯，2004）。 

不安全的成人依附與知覺的社會支持負向連結（Blain, Thompson, & 

Whiffen, 1993; Collins & Read, 1990; Davis, Morris, & Kraus,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opez, 1997;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 Ognibene & 

Collins, 1998; Priel & Shamai, 1995; Simpson et al., 1992）。例如，Priel 和



Shamai 發現不安全依附者比安全依附者社會支持的人數較少，且較不滿

意於他人所給予的支持。 

在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的研究中發現，逃避依附傾向高的

大學生可以預測其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較低。而在 Vogel 和 Wei（2005）

的研究中，則發現逃避依附傾向高及焦慮依附傾向高的大學生都知覺到

較低的社會支持，社會支持低的人較易有心理困擾，而有困擾的人較有

求助的意圖，不過高焦慮的人較傾向求助諮商，而高逃避的人則不承認

其困擾而拒絕求助諮商。這些研究再度支持依附理論，即不安全依附的

人比安全依附的人與他人有較少的支持關係，且逃避依附強的人雖覺得

支持少，仍不願向人揭露自己的困擾，尋求支持。因此，本研究想探討，

是否逃避依附或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都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 

 

六、依附與憂鬱 

    Vivona 在 2000 年研究大學生的依附型態與親密關係品質與適應的

關係，發現不安全依附者較安全依附型態者為焦慮、憂鬱和擔憂。而

Roberts、Gotlib 和 Kassel 在 1996 年研究大學生成人依附與憂鬱症之關

係，發現不安全依附與憂鬱症有關，成人依附的焦慮層面與憂鬱成正相

關，但成人依附型態無法全然解釋憂鬱症狀的原因（引自楊雅惠，

2004）。可知，依附與憂鬱間的確有某種關聯，但到底是直接影響或間

接影響，則有待驗證，因此本研究想探討，是否成人依附透過社交能力

等中介，間接影響憂鬱。 

 

七、依附與求助 

在 Vogel 和 Wei（2005）的研究中，發現逃避依附傾向高及焦慮依

附傾向高的大學生都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社會支持低的人較易有心

理困擾，而有困擾的人較有求助的意圖，不過高焦慮的人較傾向求助諮



商，而高逃避的人則不承認其困擾而拒絕求助諮商。因此，本研究想探

究，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是否在至輔

導或諮商中心晤談經驗上，有所不同？ 

 

貳、社交能力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除了前述依附與社交能力關係的研究提及，安全依附與各種社交能

力（如社會支持、較高的社交自我效能、較好的社交技巧及較好的約會

能力）有關，以及高逃避依附的人在困擾的自我揭露上有缺陷、高焦慮

依附的人在社交自我效能上有缺陷外，社交能力尚與寂寞及社會支持有

關，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社交能力與寂寞 

社交能力不足的人易感到寂寞，Peplau 和 Perlman（1982）認為多

數的學者均同意寂寞肇因於人際關係不適。而人際關係不適與是否具備

足夠的社交能力有關，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有自信、願向他人自我揭露都

是重要的社交能力。Sermat（1978）發現寂寞的人是由於缺乏機會和某

特定對象談有關自己的事情。Chelune、Sultan 和 Williams（1980）研究

發現適宜自我揭露者，其寂寞程度，比不適宜自我揭露者寂寞感高。（陳

麗婉，1989）。而 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的研究則發現困擾的

自我揭露或社交自我效能不足者皆會感到寂寞。因此，本研究假設社交

能力（社交自我效能與困擾自我揭露）不足會直接影響寂寞。 

 

二、社交能力與社會支持 

尋求社會支持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Goldsmith & Parks, 1990）。社

會支持的效果在於個人如何使用其社會支持網路，有些人可能無法有效



獲得社會支持。Cohen、Sherrod 和 Clark（1986）研究發現社交能力強、

社交焦慮低及有較佳的自我揭露技巧的大學新生，能發展出更有效的社

會支持，且更易形成友誼（Taylor, 2003），顯示較佳的自我揭露能獲得

有效的社會支持。因此，本研究想探究社交能力（社交自我效能和困擾

的自我揭露）不足的大學生，是否社會支持亦少？ 

 

叁、寂寞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除了前述提及寂寞與依附（高焦慮依附的大一新生較寂寞）、寂寞

與社交能力（社交能力不足者易感寂寞）之研究外，寂寞尚與性別、年

級、宗教信仰及憂鬱有關，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寂寞與性別 

Chelune、Sultan 和 Williams（1980）研究發現，對女性而言，不願

向別人自我揭露會造成寂寞感，對男性則否。Russell、Kao 等人（1987）

研究發現男大學生比女大學生寂寞。但 Sundberg（1988）的研究大學生

則發現女生較男生寂寞。而王以仁（1989）及 Solano（1980）的研究大

學生則發現男女生的寂寞無顯著差異。顯示不同性別的人在寂寞上的差

異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想探究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是否

寂寞的感受不同？ 

 

二、寂寞與年級 

陳麗婉（1989）研究台北地區中學生與大學生發現，中學生與大學

生在寂寞兩指標方面顯著不同，大學生比中學生要來得寂寞無助；而中

學生比大學生要來得缺乏友伴，顯示不同教育階段在寂寞內涵上有差

異。而在大學生方面，Bragg（1979）及 Cutrona（1982）的研究認為大



一新生因初次離家而有較強的寂寞感。但王以仁（1989）的研究則發現

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其寂寞分數並無顯著差異。顯示不同年級的大學生是

否寂寞感不同，結果仍不一致。本研究以大學生為主，想要探究，不同

年級的大學生，在寂寞感上是否有所不同？ 

 

三、寂寞與宗教 

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否較不會感到寂寞？國外有關信仰是否為對抗

寂寞的良方，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如 Jones 在 1985 年研究結果支持此假

設；而 Dufton 及 Perlman 在 1986 的研究結果卻否認此假設（引自王以

仁，1989）。而王以仁（1989）的研究大學生則發現信仰西方宗教、東

方宗教與無宗教信仰三組之寂寞分數並無顯著差異。或許國人對宗教信

仰的內涵與國外有所不同，且宗教的派別太多，為了解有信仰與無信仰

者在適應上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因此探究，有宗教信仰與無宗教信仰的

大學生在寂寞感上是否有所不同？ 

 

四、寂寞與憂鬱 

Diamant 和 Windholz 在 1981 年研究發現寂寞與憂鬱、焦慮的相關

頗高（引自王以仁，1989）。而 Russell（1996）研究 UCLA 寂寞量表第

三版的信度與效度，其中針對 65 歲以上老人的研究（Russell & Cutrona, 

1991）發現，老人的寂寞與幸福感有顯著相關，其幸福感包括兩層面，

一為生活滿意度、一為憂鬱，結果寂寞與生活滿意度負相關、與憂鬱正

相關。Russell、Kao 等人在 1987 年研究大學生的樣本中，也發現寂寞

與憂鬱正相關。而 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則發現大一新生的寂

寞影響後來的憂鬱，顯示寂寞感強的人容易有憂鬱的傾向。因此，本研

究假設寂寞能直接正向影響憂鬱。 

 



肆、社會支持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除了前述提及社會支持與依附（不安全依附的人知覺的社會支持較

少也較不滿意、高逃避依附或高焦慮依附的人都知覺到低的社會支

持）、社會支持與社交能力（較佳的社交技巧能發展出有效的社會支持）

之研究外，社會支持尚與性別、憂鬱有關，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社會支持與性別 

女性是否比男性獲得的支持多？研究發現，女性較男性在各種社會

資源及整體資源分數上均顯示接受到較多的社會支持（引自 Cutrona & 

Russell, 1987）。因此，本研究欲探究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是否獲得的社

會支持不同？ 

 

二、社會支持與憂鬱 

知覺到較少的社會支持的人與心理困擾有關（Pierce, Sarason, & 

Sarason, 1996）。Cutrona 和 Russell（1987）研究社會關係資源和適應壓

力發現社會支持與憂鬱間有負相關。低社會支持者易憂鬱（Billings, 

Cronkite, & Moos, 1983）；有學者以大學生為樣本，驗證社會支持與憂鬱

有顯著負相關（廖文慈，1997；Whatley & Clopton, 1992），廖文慈且發

現社會支持為預測憂鬱的強力因子。 

社會支持可以降低、減緩憂鬱症狀、增加正向情緒功能、增加自尊、

進而影響健康行為（Kessler, 1985）。朱源葆（2003）發現社會支持滿意

度越高者，心理困擾程度越低。黃慧貞（1982）研究社會支持與憂鬱的

關係，發現社會支持與憂鬱呈高度負相關，透過社會支持將緩和焦慮情

緒，幸福感相對增加，可見社會支持對心裡健康有相當影響。另有一項

研究 1979 年核能意外事件附近居民，顯示有高社會支持的人感到較少



的心理困擾（Fleming, Baum, Gisriel, & Gatchel, 1982）。其他的研究也發

現社會支持能減低心理困擾的程度（Haines, Hurlbert, & Beggs, 1996; Lin, 

Ye, & Ensel, 1999）。因此，基於以上研究，本研究假設，社會支持能直

接負向影響憂鬱。 

 

伍、憂鬱與其他變項的關係 

 

除了前述提及憂鬱與依附（不安全依附與憂鬱有關）、憂鬱與寂寞

（寂寞與憂鬱正相關、寂寞影響憂鬱）、憂鬱與社會支持（社會支持與

憂鬱負相關、社會支持為預測憂鬱的強力因子）之相關研究外，憂鬱也

與性別有關，研究如下： 

許多統計資料顯示，女性罹患憂鬱的人數約為男性的兩倍。而大學

男女生憂鬱程度是否有差異呢？楊順南（1995）、黃惠貞（2002）、Kirch

（1990）等人及 Mearns（1991）研究顯示，大學女性比男性憂鬱程度高。

不過，楊雅惠（2004）卻發現大四男生與女生憂鬱程度無顯著差異。顯

示不同性別的人在憂鬱上的差異之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

想探究，不同性別的大學生是否憂鬱的程度不同？ 

 

陸、模式一「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的關係」的相關研究 

 

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間有何整體關係呢？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的研究發現社交自我效能能中介焦慮依附與寂寞及隨後

的憂鬱；困擾的自我揭露則中介逃避依附與寂寞及隨後的憂鬱。亦即焦

慮傾向高的大一新生有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而焦慮傾向高者直接有較

高的寂寞感，且也透過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間接產生較高的寂寞感，較

高的寂寞感則產生之後較高的憂鬱；至於逃避傾向高的大一新生有較低



的困擾的自我揭露，並不直接影響其寂寞感，而是間接透過較低的困擾

的自我揭露產生較高的寂寞感，並影響之後產生較高的憂鬱。 

以上研究顯示，高焦慮與高逃避的大一新生在社交能力上各有不同

的缺陷，且透過此不同的缺陷，產生寂寞感與隨後的憂鬱。這樣的模式

是否在不同的文化中也能得到驗證？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模式一來探

就：逃避依附高的大學生，依據依附理論，多採取壓抑情緒的策略，較

不會承認其負面的情緒，因而假設逃避依附不會直接影響寂寞，而是透

過其社交能力上的缺陷，即較低的困擾自我揭露，間接影響其寂寞，再

透過寂寞影響憂鬱；而焦慮依附高的大學生，依據依附理論，多採取過

度激發的情緒調節策略，較易誇大自己的情緒以引人注意，因而假設焦

慮依附會直接影響寂寞，且焦慮依附會透過其社交能力上的缺陷，即較

低的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其寂寞，進而影響其憂鬱。 

 

柒、模式二「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的關係」的相關研究 

 

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間有何整體關係呢？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焦慮依附和逃避依附都與知覺到

的社會支持呈現負相關，且進一步發現，焦慮依附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且焦慮依附透過社交自我效能影響社會支持；而逃避依附本身直接影響

社會支持，且逃避依附也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社會支持，同時逃

避依附又透過情緒察覺影響社會支持。顯示焦慮依附高的人，影響其有

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因而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而逃避依附高的

人，本身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且也由於其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和較

低的情緒察覺而覺得自己的社會支持匱乏。 

而在 Vogel 和 Wei（2005）的研究中，則發現逃避依附傾向高及焦

慮依附傾向高的大學生都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而社會支持低的人較



易有心理困擾。研究發現，社會支持低的人易憂鬱（Billings, Cronkite, & 

Moos, 1983）；研究也發現，大學生的社會支持與憂鬱有顯著負相關（廖

文慈，1997；Whatley & Clopton, 1992），廖文慈且發現社會支持為預測

憂鬱的強力因子。 

由上觀之，焦慮依附或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透過直接或間接

影響，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逃避依附強的人直接知覺到較低的支

持，或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與情緒察覺知覺到較低的社會支持；而焦慮依

附強的人，則研究結果不一致，例如 Vogel 和 Wei（2005）發現焦慮依

附強的人直接就會覺得自己社會支持低，而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

則發現焦慮依附強的人是間接透過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覺得自己的社會

支持低。本研究認為，依據依附理論，高逃避依附的人對他人採取負向

運作模式，較不相信他人，較少尋求支持，因而覺得社會支持低；而高

焦慮依附的人，雖採取誇張的方式尋求他人的注意，但由於自身的缺乏

安全感，對他人的支持較難感到滿足，因而主觀上覺得自己的支持少。

因此，本研究假設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都知覺到較低的社會

支持。 

除了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對社會支持有直接影響外，本研究還想探

究不同依附傾向的人，透過不同社交能力，對社會支持同時存在間接影

響，進而影響適應？因此，模式二整體想要探究：逃避依附高的人，是

否本身就覺得社會支持不足，且逃避依附高的人，透過其社交能力的缺

陷，即低的困擾自我揭露，更感受到社會支持不足，而覺得憂鬱；又焦

慮依附高的人，本身亦覺得社會支持不足，另外焦慮依附高的人又透過

其社交能力上的缺陷，即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受到社會支持不足，

進而憂鬱。 

 

 



捌、小結 

 

成人依附形塑於幼年，直至成人影響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尤其是重

要他人。大學生正值成人初期，面臨初次離家、建立親密關係的重要變

動時期，其依附傾向對人際關係的建立尤具關鍵影響力。雖然吾人很難

改變其依附傾向，但卻可藉由探尋其人際能力上的缺陷著手，尋找關鍵

中介變項，採取適當介入，協助其做更好的適應。 

誠如 Mallinckrodt 和 Wei（2005）研究建議，兒時家庭功能不良或

不安全依附的成人，如果能有較佳的社交自我效能與情緒察覺則會有較

少的心理症狀與人際問題。不論是屬於何種傾向的依附，增加社交自我

效能與情緒察覺對學生都有幫助。而 Wei、Russell 和 Zakalik（2005）的

研究則進一步建議，針對焦慮依附高的大學新生，提昇其社交自我效

能；針對逃避依附高的大一新生，促進其困擾的自我揭露的能力，則能

更有效的協助不同依附傾向的學生減少寂寞與憂鬱，做更好的適應。 

除了人際面向外，外在社會的資源也是吾人能有所作為之處，其中

的社會支持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許多研究發現，社會支持可以減緩、

降低憂鬱症症狀。 

所以，本研究企圖探討兩個模式是否能吻合實際觀察資料，兩個模

式都由大學生依附傾向切入，了解是否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在社

交自我效能上不足；而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在困擾的自我揭露上

不足。各模式繼而探討不同路徑，分述如下： 

模式一在驗證國外模式是否適用於本土，故探討「依附、社交能力、

寂寞到憂鬱」的路徑，企圖瞭解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學生，透過困擾自我

揭露的不足，因而寂寞，繼而憂鬱；而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一來本

身即感寂寞，二來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更感寂寞，繼而憂鬱。 

模式二則採取更積極的變項，將社會支持取代寂寞，探討「依附、



社交能力、社會支持到憂鬱」的路徑，企圖瞭解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學生，

本身即感社會支持不足，且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更感社會支持不

足，繼而憂鬱：而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本身也是覺得社會支持不足，

且也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更感社會支持不足，繼而憂鬱。 

本研究藉由兩個模式的探討，希望找到不同依附傾向的大學生，在

人際能力上是否各有不同欠缺？在社會支持上是否能加強什麼？若能

得到驗證，則未來在諮商輔導或心理治療中，將可採取更積極有效的介

入，來減低寂寞、防治憂鬱。 

此外，整體而言，在背景變項是否在各研究變項上存有差異方面，

除了依附提到與性別、戀愛、求助的關係：社會支持及憂鬱提到與性別

的關係；寂寞提到與性別、年級、宗教信仰的關係外，其他背景變項與

重要研究變項間的關係，由於目前的研究較缺乏，故，本研究也想藉此

一併探究。 

     
 


